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各校要
按照“学生能够在没有辅助的情
况下独立游25米”为标准进行
达标测试

为推动我省中小学生游泳
教育工作，我省已建成或在建游
泳池51个

截至目前，我省已有9万余
名中小学生参加游泳培训

省教育厅和省文体厅联合
开展游泳师资培训班，预计到
2020年，全省共培训2000名
游泳指导员和救生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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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除了学校组
织的游泳培训外，家长们也越来越重
视孩子的游泳学习。5月22日下午，
记者在海口市新燕泰大酒店游泳池
发现，很多家长在教孩子学游泳，有
的家长还为孩子请了私人教练。

“私人教练上10次课的费用是

1500元，包教会。”一位家长告诉记者，
孩子所在学校目前还没有开展游泳课，
听说以后游泳课要纳入考试内容中。
让孩子提前学习游泳，不仅能应对以后
的考试，还能掌握一项生存技能。

随着我省游泳教育普及工作的大
力推进，校外游泳培训机构也跟着火了

起来。记者从海口市一家游泳馆了解
到，以前，每到暑假，就有不少孩子报名
参加游泳培训班。今年的暑假还未到，
已有不少家长提前过来咨询和报名
了。

我国游泳健将饶燕表示，带孩子
学游泳，安全是第一要务，不要让孩子

到没有安全人员管理的河里、湖里游
泳。带孩子游泳时，家长要注意看管，
千万不能在旁边玩手机，不能让孩子
到深水区。一旦发现孩子有溺水症
状，应立即施救。同时，别让孩子一次
游太久，注意及时补充水分，防止脱
水。

海南多个中小学已开设游泳课，新招录体育老师需会游泳懂救生

游泳进课堂 9万学生“开游”

拿到试卷后做什么？

考生从拿到试卷到允许答题，
中间大约有5分钟左右。在这几分
钟里，可以做以下几件事：

1.查看试卷。看看试卷的名称
是否正确、共有多少页、页码顺序有
无错误、每一页卷面印刷是否清晰、
完整。如果发现试卷印刷错误，可
以尽早调换，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2.填涂个人信息。在确认试卷
和答题卡完整无误后，按要求在试
卷和答题卡上准确填写自己的姓
名、准考证号，字迹要清晰工整，不
要误涂缺考标记，小心贴好条形码。

3.整体阅读试卷。看看试卷分
为几部分、总题量有多少、有哪几种
题型等，对全卷各部分的难易程度和
所需时间进行大致评估，以便合理分
配答题时间。此时别在生题、难题上

纠结，否则会越看越紧张，影响应试
心情。

考试时紧张怎么办？

考生在考试时别“硬碰硬”，这
样只会让情绪更紧张，很难发挥出
正常水平；其次，做题要由易到难，
碰到“记忆堵塞”的问题可以先跳
过，不要过于纠缠；头脑发蒙时，注
意放松心态，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小
技巧：1.连续做深呼吸，调整呼吸频
率，让心情恢复平静；2.中断思路，闭
目休息一两分钟，然后再做一些简
单题，逐步进入考试状态。

答题时，卷面整洁很重要

高考答题时，卷面的整洁很重
要。考试时，应使用平时用顺手的文
具，不要到高考时才用新笔，以免出

现新笔漏水或不出水的情况，影响卷
面整洁；答题时，字迹要工整、大小要
均衡整齐；做题前，先思考再作答，不
超越密封线，书写错了轻轻划掉即可；
下笔不要太用力，以不影响背面答题
为宜。

遇到生题怎么办？

首先，遇到生题别慌乱。如果
你感觉题目陌生，那么别的考生也
可能有同感；其次，不妨冷静回顾
一下课本知识，想想这个题目与课
本哪个章节相关，有什么公式定理
可以运用，慢慢将生题与平时的学
习建立相关联系。也可以再多读
几遍题目，依据题目的提示打开思
路；最后，如果还是无法理清答题
思路，就果断将题目暂时搁到一
边，先做会做的题，然后再回来解
答生题。

考试时间不够用怎么办？

高考的第一要务是得分，而不是
答完全部的考题。越是时间紧迫，就
越不能慌乱。及时调整情绪，对剩下
的题目进行统筹把握：难易如何、分值
多少、需要花多少时间，然后制定出一
个应对方案。该放弃的题目要果断放
弃，争取一下就能拿到分数的题目要
敢于花时间。

一科考砸之后怎么办？

首先，要及时调整心态，积极自
我暗示：“感觉考不好，并不代表真正
考不好”“考试结果没出来前，一切都
是未知数”；其次，调整心态后，考生
如果仍然觉得很沮丧，就要及时向父
母、班主任、朋友倾诉，别把问题遗留
到下一科考试中。

世界大学声誉排行榜公布

中国10所高校跻身百强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5月30日公布2018

年世界大学声誉排行榜，中国共有10所高校跻身百
强，其中内地有6所大学入围。

内地6所高校分别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
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和上海交通大
学。其中，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居榜单的第14
位和第17位，和去年一样，在亚洲地区仅次于日
本东京大学。

其他上榜的内地高校中，浙江大学位于71至
80组别，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位于91至100组
别，相较去年排名有所下滑。中国科技大学今年首
次进入百强，位居91至100组别。

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有3所大学和1所大
学入选百强，其中香港大学排在第40位，香港科技
大学位居61至70组别，香港中文大学位于71至80
组别；台湾大学位于51至60组别。

世界大学声誉排行榜前十名被英美高校包揽，
其中美国8所、英国2所，分别是哈佛大学、麻省理
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利福尼
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加利
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芝加哥大学。今年，美国
高校仍然是排行榜上的大户，有44所进入百强，其
中哈佛大学连续8年蝉联榜首。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从2011年开始发布世界
大学声誉排行榜，作为世界大学排行榜的补充，声誉
排行榜更强调高校的品牌价值。今年的排行榜邀请
了来自全球138个国家和地区的10162名全球知名
学者参与投票调查。 （据新华社电）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面试成绩12日公布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记者从省
考试局获悉，2018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
试成绩将于6月12日公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
试网（http：//ntce.neea.edu.cn/）查询本人的考试
成绩。

取得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成绩者（笔试和
面试均合格）可获得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通知要求，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合格证明不再统一发放纸质考试合格证明，合格考生
直接通过教育部考试中心网站查询、打印考试合格证
明，提供给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部门使用。

有关考试和成绩问题，可咨询省考试局社考处，
咨询电话：65851886；有关政策问题，可咨询省教育
厅师资管理处，咨询电话：65236870；有关教师资格
认定问题，可咨询省教育厅行政审批办，咨询电话：
65203038。

热点

冲刺高考
高考紧张头脑发蒙怎么办？

考生们，这份应试锦囊请收好

■ 本报记者 侯赛

日前，省教育厅下发
的《关于开展普及中小学生
游泳教育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地
各校要充分利用校内游泳
场地或校外社会资源组织
开展学生游泳技能培训。

记者近日从省教育
厅获悉，截至目前，我省
不少中小学已开设游泳
教育特色课程，9万余名
中小学生参加培训。一
些学校通过购买社会服
务，委托有资质的培训
机构在学校泳池或利用
校外社会资源对学生进
行培训。此外，家长们也
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游泳
教育。每逢周末或节假
日，在我省许多游泳馆或
小区游泳池里，不少家长
都在教孩子学习游泳。

学校泳池来了专业教练

5月 25日下午4时许，海口市
港湾小学室内游泳池，教练正在给
三年级学生上游泳课。孩子们排成
一排，坐在泳池边练习。

据了解，海口市港湾小学游泳池
是海口市开设的首个小学校内游泳
池。该泳池教学由汉城奥运会跳水
冠军许艳梅创办的游泳俱乐部承担。

“培训过程中，有些孩子一到游
泳馆就喊肚子疼，有些一下水就喊‘救
命’，还有一些坐在泳池边哭鼻子。现
在，大部分孩子都基本能达到独立游

25米的要求，很多人在学习中真正爱
上了游泳。”许艳梅笑着对记者说。

下课后，教练将学习进度较慢的
孩子留下来“吃小灶”。“为了让孩子
们学会游泳这项技能，教练们都非常
认真负责。”海口市港湾小学的一位
学生家长告诉记者，“因为工作忙，我
从来没有带孩子游过泳。现在，学校
专门请来国家级专业教练教孩子们
游泳，他们真的太幸福了。”

从今年3月中下旬开始，海口市
港湾小学游泳教练已经为海口市滨

海小学六年级学生进行了游泳培训，
226人通过游泳达标考核，通过率达
87%。目前，海口市港湾小学三年级
学生正在接受游泳培训。接下来，该
游泳池还将陆续向周边小学开放，为
学生提供游泳培训服务。

据了解，为了推动我省中小学
生游泳教育工作，我省目前已建成
或在建游泳池51个。为了解决我
省游泳课程师资缺乏问题，我省制
定了一系列措施，多渠道增强师资
队伍建设。例如，将“会游泳，懂救

生”作为我省学校新招录体育老师
的必备条件之一，鼓励有游泳特长
的其他学科教师考取相关资格证。
此外，省教育厅和省文体厅联合开
展游泳师资培训班，预计到 2020
年，全省共培训2000名游泳指导员
和救生员等。

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
处处长卢刚表示，“游泳课进校园”
的场地建设、场地使用和购买社会
服务等费用全部由政府买单，不需
要学生出任何费用。

部分学校购买社会服务

《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充分利
用校内游泳场地或校外社会资源组
织开展学生游泳技能培训。培训资
金将按照“省级奖补市县兜底”的原
则安排落实。省教育厅对学生测试
达标情况进行抽查复核后，按照每个
小学生学会游泳奖补200元的标准
进行奖补，不足部分由市县负责。

不管是从安全角度还是专业性
角度来说，孩子在校内学游泳，都解决
了很多家长的后顾之忧。但是，目前
并非所有学校都能在本校开办游泳
课。记者走访了解到，目前，海口市大
部分中小学都存在场地紧张和师资

不足的情况，因此借助社会资源进行
游泳培训已经成为许多学校的选择。

近日，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西
海岸校区四年级学生带着自己的游
泳课专属收纳箱，在老师、游泳教练
和家长志愿者的带领下，排着整齐
的队伍，来到与学校一路之隔的城
市海岸小区上游泳课。

“学校没有自建泳池，我们考察
了周边小区的游泳环境后，选择在
离学校近、水质检测合格的城市海
岸小区学习游泳。”海口市滨海第九
小学西海岸校区体卫艺处副主任吴
少勇告诉记者，目前，该校四年级8

个班的学生已经基本完成游泳培
训，预计通过率达80%以上。

“目前，学校只对四年级学生进
行试点培训，其他年级学生的家长
也纷纷询问孩子何时能接受游泳培
训。”吴少勇告诉记者，经过一段时
间的游泳培训，学生们的体质明显
提高，感冒请假的孩子也少了。

由于本校和周边小区都没有符
合标准的游泳培训场地，海口市第
二十五小学选择与第三方机构合
作，用大巴车接送孩子到海口国瑞
花园小区进行游泳培训。

“从学校到培训点只需5分钟左

右的车程，全程都有家长志愿者、老师
和教练员陪同。目前，已有50多名学
生参加培训，通过率接近90%。”海口
市第二十五小学副校长苏云燕告诉
记者，该校多次与家委会、第三方游泳
培训机构讨论过学生校外游泳培训
的安全问题，大部分学生家长都表示
将积极投入到学生接送工作中来。

一位学生家长告诉记者，以前
带孩子去游泳池学游泳，逼他下水
都不下。现在，和同学们一起跟着
专业教练员学习，他的积极性明显
提升。孩子学习过程中，有班主任
跟踪管理，家长也放心。

■ 本报记者 徐珊珊

2018 年高考即
将开考。考试时，过
度紧张头脑发蒙怎么
办？遇到陌生题目如
何应对？一科考砸之
后怎么办？针对考生
考试时可能出现的问
题，记者近日采访了
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高三班主任邹春
平。

校外游泳培训机构火爆

去年各类汉语考试
考生达650万

教育部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我国语言文字国际
化步伐加快，2017年各类汉语考试考生人数达650
万，同比增长8.33%。

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语用司、语
信司司长田立新介绍，2017年共新增14所孔子学
院和40个孔子课堂，目前全球共有孔子学院526
所，孔子课堂1113个。孔子学院总部累计已在全球
13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汉语水平考试考点共1100
个，2017年新增考点34个。

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测试方面，测试人数也不
断攀升。据统计，2017年，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人
数为666.54万，比上年增加62.24万。此外，有39.7
万人参加了少数民族汉语水平测试，较上年增加5.9
万人。 （据新华社电）

“泳课”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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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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