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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达人

海南日报《教育周刊》
征稿启事

海南日报《教育周刊》稿件来源除本报记
者自采稿件外，欢迎社会各界踊跃投稿，现将
本刊开辟的外约栏目介绍如下：
校长视野：从校长的角度探讨对教育的看法
精彩课堂：老师分享课堂教学
师说心语：老师对学生成长的关注
校园达人：有特殊经历、技艺、事迹的师生
域外传真：海外从教、就读经历见闻
家有儿女：父母分享家庭教育、亲子时光
快言快语：对教育话题发表独到看法
习作：文字、图片均可
回首往师：曾经的老师给自己带来的启迪
我读经典：可就某一点发表对经典文学作

品的看法
读图：教育、亲子等主题的照片（包括组照）

此外，欢迎社会各界提供新闻线索。
邮箱：2996130659@qq.com
电话：（0898）66810131

热点聚焦

罗基鸣：与上海等地学
业水平等级性考试计分方式
不同，我省学业水平等级性
考试成绩采用的是标准分计
分的方式，通过技术优化，必
将进一步提高计分的科学性
和公平性，尽可能降低或者
消除科目考试难度对选科的
影响。所以，学生和家长不
必过多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从目前调研的情况看，我省
还没有选考物理学科的学生
大幅度减少的迹象。

新高考来了，选科早规划
■ 本报记者 侯赛

继上海、浙江作为高考综合改革
第一批试点省份成功落地后，我省作
为第二批试点省份于2017年启动了
高考综合改革。

新高考录取实行“两依据、一参
考”方式，即依据统一高考成绩、依据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进行择优录取。

从2020年起，我省取消文理分科
考试，高考录取总成绩将由统一高考
的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考
生自主选择的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3
个科目（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
学、生物6个科目中选择3科，即“6选
3”模式）成绩组成，以标准分呈现。

在“6选3”模式下，会产生20种
学科排列组合方案。很多学生因此面
临着选科困扰。很多人不知道应该选
择什么科目，才能在考试中发挥得更
好，更有利于未来的就业发展。

近日，记者就此采访了海南省教
育研究培训院副院长罗基鸣，对学生
和家长们关注的选科问题答疑解惑。

外语可考两次，

考生可选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绩

计入高考总成绩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近期，三亚学院英语专业大三学生王希圣（艺
名圣代）与搭档江苏音乐人秦英瀚，根据一款网络
游戏创作的说唱歌曲《吃鸡！》在网上走红，单曲播
放量突破六百万次。动感十足的音乐配上朗朗上
口的歌词，获得不少网友和歌迷点赞。

歌曲《吃鸡！》的走红，在王希圣看来纯属意
外，“我们当初只想创作出贴近年轻人生活状态的
歌曲，没想到这首歌后来会这么火。”

王希圣告诉记者，“我一直都很喜欢听音乐。
大一时，我在朋友的推荐下听完了一首中文说唱
歌曲，感觉很棒。原来中文说唱还可以这么酷！”

此后，王希圣便萌生了自己创作说唱歌曲的
念头。他在网上不断学习音乐创作技巧，收听了
大量美国、韩国等外国说唱歌手的歌曲来寻找创
作灵感，“有时甚至一整天都戴着耳机，反复听歌
学习，可以用疯狂来形容。”

十几平方米的宿舍是王希圣的音乐工作室。
为了创作音乐，他还购置了录音、音响等相关设
备。2016年4月，王希圣在虾米音乐平台上发布
了第一首原创歌曲，并借此申请成为网易原创音
乐人。

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和积累，王希圣在创作说
唱歌曲时拥有了更多经验。他和秦英瀚组成音乐
组合，《吃鸡！》是他们共同创作的第二首歌曲。

去年年底，王希圣和秦英瀚在江苏徐州创办
了自己的音乐厂牌（即音乐专辑的出版公司，特别
是在摇滚或独立音乐等领域），并到全国各地参加
音乐演出。“去年年底，为了宣传我们的小型演唱
会，我还在学校发了好几天传单。”王希圣说。

音乐创作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王希圣说，
细节决定成败。有时为了让作品更加完美，他经
常要花十几个小时对编曲、和声进行修改。目前，
他和搭档共同创作了十多首歌曲，其中歌曲
《Party Robber》从创作到发布，前后修改了100
多遍。

王希圣认为，音乐创作的道路虽然很艰苦，却
很值得！“凭借音乐作品创收后，我带着姥姥吃了
一顿大餐，姥姥很开心。”王希圣笑着说，家人的支
持让他在音乐创作道路上走得更坚定。

近日，王希圣和朋友共同创作的新作品
《fancy》和《旅行青蛙！》在网络上线后，也获得众
多好评。“我们还报名参加了音乐选秀节目《中国
有嘻哈》今年第二季的海选。”王希圣告诉记者，下
一步，他还打算在三亚学院举办一场演唱会，与校
园中更多音乐爱好者交流，创作出更动人的音乐。

三亚学院学生创作单曲播放量
超600万次

王希圣：与音乐有关的
奋斗都值得！

达人名片
姓名：王希圣
就读学校：三亚学院

色彩斑斓的孔雀、聪明伶俐的鹦鹉
……3月26日，定安县第二小学迎来了
一群特殊的客人——五彩斑斓的鸟儿
们。在“爱鸟周”到来之际，海南热带飞
禽世界景区工作人员携带景区饲养的鸟
儿们走进校园，开展“保护鸟类资源，守
护绿水青山”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引导学
生“从我做起，关爱鸟类”。

当天，在定安县第二小学的校园广

场上，该校学生与鸟儿们亲密接触，参加
鸟类知识问答竞赛，学习爱鸟护鸟科普
知识。

“鸟儿是大自然的精灵，我们都要爱
护它们。平时不能打鸟，不抓鸟，不买鸟
来玩耍。”活动中，定安县第二小学学生
王睿表示。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黄荣海 摄影报道

王希圣参加演出。（受访者供图）

罗基鸣：影响高中学生选科
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个人、家庭、学
校、社会、职业等，但主要依据的还
是以下四个方面因素：一是个人的
兴趣、爱好和特长；二是相关学科的
学习基础和能力水平；三是高校和
专业录取要求与所选学科及组合的
依存度；四是未来的职业取向。

建议学生首先要通过必修课
程的学习体验，充分了解相关课
程的基本特点，结合自己的兴趣、
特长和学习基础，对照高校招生
的专业科目要求，科学规划自己
的高校专业学习方向和今后的就
业方向。在充分尊重家庭和学校
意见的基础上，选择适合自己的
3个等级性考试科目进行学习。
从个人发展和社会需要的长远考
虑来看，建议最好能够文理搭配，
避免过分偏科。在此过程中，各
个学校开设的“生涯规划”课程，
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
认识社会，认识未来。

罗基鸣：就考试而言，
当然要选择自己有优势的
科目。优势科目的形成在
一定意义上代表该学生对
该科目具有较浓厚的学习
兴趣，是需要发展和强化
的。但是，对此不能一概而
论。前面已经讨论过选考
科目的选择思路，我们在选
择选考科目时，应当从必要
性、可行性两个方面进行分
析和研究。其中，必要性分
析即学业规划，是基于个人
兴趣爱好和将来学业及职
业的顺利发展考虑，我有必
要选择哪些科目？在必要
性分析后确定的科目范围
内，再来进行可行性分析，
看自己选学哪些科目既符
合今后的专业需要，又更有
竞争优势？在必要性分析
的基础上选择其中具有相
对优势的选考科目。

罗基鸣：首先，学生要明确选
科学习和选科考试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理
论上讲，选择哪个科目学习是学
生的权利，什么时候都是可以变
换的。而选考科目的确定，是在
考试部门组织的学业水平等级考
试报名之时（一般在高三第一学
期中段考之后），一旦选定，就不
可以更改。实际操作时，选科学
习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如总
学时数（正常情况下，学生在校学
习的总时间是恒定的）限制，学校
资源条件（师资、教室、场馆……）
限制等，因此中途换科需要慎重
考虑，一是中途换科，所选择必修
课程的同步学习会遇到困难；二
是要充分估计学习中会出现的挑
战。无论哪一学科的学习，都可
能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有时
成绩出现暂时下滑属于正常现
象。可以在改进学习方式方法上
多想想，刻苦努力，迎头赶上。

罗基鸣：正如前文所述，
选科学习和选科考试是两个
不同的概念，学生和家长们
要做好区分。选科学习确定
的时间一般在高一学年末或
高二学年初，高一年级应当
集中精力学好各门必修课
程，夯实学业基础。这与高
校专业招生考试科目指引原
则上提前两年公布的规定是
相一致的，过早选科也许会
事与愿违。至于是否要一次
性选定3门科目呢？个人认
为，从学业规划的角度来
看，在充分思考和酝酿的基
础上，一次性确定3门选学
科目当然好，便于学生集中
精力和时间进行学习。选科
考试是在高三高考报名时决
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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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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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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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高考录取总成绩=

爱鸟护鸟 从我做起

高中学生选科的
主要原则是什么？

在必要性分析的基
础上选择其中具有相对
优势的选考科目

选科学习后，如果成绩
出现下滑，可以换科吗？

从学业规划来看，
一次性确定3门选学科
目，有利于集中精力和
时间进行学习

最好能够文理搭配，避
免过分偏科

选考科目，如何发挥
自己的学科优势？

中途换科需慎重考虑

选学科目是否要一次
性选定3个？

从目前调研的情况
看，我省还没有这种迹象

上海等地许多学生
“弃考物理”，我省会
不会出现类似情况？

二问 三问 四问 五问

6科选3科3科+
(以标准分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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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备受学生和家长关注。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
中学老师给学生上课。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