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填报志愿，专家为你支招——

了解自己很重要 扬长避短才最好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阅读是心灵的远行。炎炎夏日，
骄阳似火，读书可让内心安静下来。
静能生凉，静能生慧。读书不仅益
智，也有降温消暑之功效，两全其美，
何乐而不为？

不少中学生也许已经做好了今
年的暑期规划，出游，参加夏令营活
动、培训班等都是不错的选择。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笔者认为，读书是
同学们开启暑假生活最幸福的方
式。由于平时课业繁重，同学们极少
有大块完整的时间来阅读。在漫长
的暑假可以畅游书海，与一位又一位
作者神交、对谈，汲取思想的养分和
精神的力量。

一个把所有时间都投入课业、只
专注学科学习而不重视课外阅读的
学生是缺乏灵气的，即使暂时能取
得好成绩，也容易像营养不良的花
朵，无法绽放出独特的光彩。由于
缺乏阅读的养分，他也许会行之不
远。只有博览群书，才能促进一个
人的全面发展。那么，暑期应该怎
样开展阅读呢？

对中学生而言，暑期阅读书目应
有两种：必读书目和选读书目。必读

书目，指的是语文新教材指定阅读的
名著。初中旧教材每学期只推荐一
部名著，而现在使用的部编教材每
学期推荐六部名著，比如七年级上
册推荐的书目有《朝花夕拾》《城南
旧事》《湘行散记》《西游记》《猎人笔
记》《镜花缘》；七年级下册推荐的书
目有《骆驼祥子》《红岩》《创业史》
《海底两万里》《基地》《哈利·波特与
死亡圣器》。部编教材特别突出了阅
读的分量，这种对阅读的重视也将体
现在语文中考和高考中。得语文者
得天下，得阅读者得语文，这已是个
不争的事实。

而阅读有两种，一种是功利性阅
读，另一种是非功利性阅读。同学们
平时读书更多是为了学习或应对考
试，带着极强的目的性和任务性，多
为功利性阅读。其实，非功利性阅读
是一种纯粹的阅读，往往会有意想不
到的效果，更为有趣。

有的书是大餐，有的书是甜点，
有的书是清香的茶，有的书是醇厚的
酒。暑期读书，经典名著是大餐，也
可以品一品甜点，读一读“无用之
书”，比如木心的《文学回忆录》，蒋勋

的《汉字书法之美》，董桥的《董桥七
十》……无需为了某种目的去阅读，
全凭兴趣去阅读，沉浸在书本的情节
和优美的词句中，如“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一样闲适悠然，渐入佳
境。当书香氤氲、神思飞扬，心灵抵
达远方，那是秘而不宣的小确幸，无
用实则有大用。

培养良好阅读习惯的最佳方式
就是读自己喜爱的书。“世间确有一
些心灵是相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
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

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读书
的真益处。”林语堂如是说。木心也
有“找亲戚”之说。阅读时，当你与作
者心气相通，才能更好地引起共鸣，
理解书本汲取知识。因此，选择感兴
趣的书阅读，可抓住你的心，就像选
择一道自己喜爱的美食，能抓住你的
胃，阅读也就成了一种享受。当然，
如果你的爱好能和经典读书重合，那
就最好不过了。

为提升阅读的数量和质量，读书
还需讲究方法。阅读方法主要有三：
跳读、略读、精读。

跳读和略读，即先阅读书本的序
言、目录和内容提要，然后粗略阅读
或跳过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抓住关
键性的内容来读。一目十行、不求甚
解，可提高阅读速度，增加阅读量。
但也不是读完就了事，读后最好回顾
一遍所读内容，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一
下。青少年时期进行大量的阅读是
至关重要的，不仅能开阔视野、增长
见识、陶冶性情、涵养身心，也能为提
升记忆力和理解力打下坚实基础。

阅读不仅要拓展宽度，还应顾及
深度。要汲取书本的精髓，还需精

读，并且在读的过程中要养成做读书
笔记的好习惯。

读书不仅要眼到口到心到，更要
手到。胡适先生谈读书时专门讲到
了“手到”读书法，就是在读一本书的
过程中或读完一本书之后，除了用
眼、口、心之外，还要动笔。不动笔墨
不读书。对于经典著作或美文，需要
圈点勾画出好词好句，在字里行间做
批注，在书本空白处写上个人感悟、
见解或评析。这样的深度阅读，是读
有所感、读有所思、读有所想，是与文
本的对话、与作者的交心。投入思想
感情，有了新的体悟并流于笔端，是
让人真正受益的阅读方法。当一本
书密密麻麻留下你的笔迹和思考，细
微处是真知灼见、真情流露，这本书
就带有你的温度和情感，对你而言具
有特殊意义。

暑期正是读书时，只有把略读、
跳读、精读结合起来才能达到阅读的
广度和深度，取得理想的阅读效果。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最新鲜的活水来自书本，读书
让人的内心永远澄明。

（作者系海口市第一中学教师）

“如果需要退税，请出示您的护照和购物
小票”“在三亚，您可以吃到很多美味海鲜，我
们商场附近就有很多海鲜餐厅”……近日，在
三亚一家商场的客服中心，来自乌兹别克斯
坦的留学生张轩用流利的普通话解答游客们
的问题。

高挑的身材、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嘴角边
总是带着微笑……阳光、自信是张轩给人留下
的第一印象。去年10月，张轩从乌兹别克斯
坦来到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学习中
文。结束语言班学习后，张轩今年9月即将开
始为期3年的酒店管理专业学习。

张轩今年19岁，除了精通乌兹别克语、
俄语，还会说英语、土耳其语和中文。张轩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从小就爱看动画版的
《西游记》，那些生动形象的人物、有趣曲折
的故事让他十分着迷，“我还会唱《白龙马》
这首歌。”

在乌兹别克斯坦上学时，张轩结识了许多
中国朋友，从他们那里了解了一些中国文化和
故事，“我更加向往能到中国学习、生活”。

初到海南时，海南人的热情好客让张轩倍
感温暖。刚到学校时，张轩对校园环境还不太
熟悉，“有一次，我到学校食堂准备吃午饭，饭
卡里的钱用完了，不知道该去哪里充值。”正当
张轩犯愁之际，他的中文老师柴敏从旁经过，
帮他解了围。这件小事让刚到异国他乡的张
轩十分感动。

“老师和同学对我都很好，在这里学习我
感到很开心。”张轩说，三亚的风景很美，这里
有洁白的沙滩、蔚蓝的大海，在这里学习就像
在度假一样。

张轩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我很喜欢中
文，很享受学习中文的过程。”在柴敏看来，张
轩学习中文很认真，经常向老师和同学请教
相关问题。不到一年时间，张轩就通过了汉
语水平考试四级，并获得了海南省政府国际
学生奖学金。

“外国人学中文，发音是很难攻克的一个
难关。”张轩说，课余时间，他还会到学校图书
馆抄写汉字。此外，学唱中文歌曲也是他学习
中文的方式之一。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春天蓬勃的秧
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张轩在手
机里存了几十首中文歌曲，《我爱你，中国》
这首歌是他最喜欢的中文歌曲之一。“在学
校今年举办的首届国际留学生毕业典礼
上，我们一起合唱了这首令人振奋的歌
曲。”张轩说。

张轩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三亚有很多顶级
国际酒店品牌，是中国高端度假酒店最集中的
区域之一。在三亚，他不仅能在学校学习酒店
管理知识，还能到高端酒店实习，这也是他继
续留在三亚学习的主要原因。

今年暑假，张轩没有回乌兹别克斯坦，而
是到三亚一家商场兼职当俄语翻译。工作期
间，他经常向外国游客介绍三亚的美食和美
景，希望有更多人能感受到三亚和海南的魅
力。“我会努力学好中文，向更多人推介三亚，
传播中国文化。”张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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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9 年海南省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实施办法》，我省
今年高招志愿填报时间于6月
27日至8月5日进行。其中，本
科A批（文史类、理工类）实行平
行志愿的投档录取模式，设12
个平行的学校志愿。如何利用
好这12个平行志愿，最终被心
仪的学校和专业录取，是很多考
生关心的问题。

海南华侨中学教师宋献良
提醒，考生在填报志愿的过程
中，首先要把握好各个批次的填
报时间节点。“海南有5个批次
的录取投档，各个批次时间节点
不同，考生一定要了解清楚。此
外，很多考生、家长误以为‘提前
批’录取院校就是部队院校、公
安院校，其实很多师范类院校也
属于这个批次，专业和就业都不
错。考生和家长要仔细阅读招
生计划，看看‘提前批’录取高校
中是否有自己心仪的学校和专
业，不要轻易浪费这次机会。”

“考生填报志愿时要考虑三
个要素：学校、城市和专业。总的
来说，北上广地区的学校分数一
般会高于东北、西北、西南地区高
校，位于大城市的高校录取分数
要高于中小城市的高校。但是，
考生也可以在中小城市读完大学
本科后，再到大城市读研或就
业。”海南中学教务科科长梁振锋
提醒，考生、家长可以通过高校网
站等途径提前深入了解学校和专
业情况。

在志愿的填报技巧上，梁振
锋认为，12个志愿之间要有一定
的梯度，要遵循“冲一冲、稳一稳、
保一保、垫一垫”的原则，“1、2、3
志愿‘冲一冲’，4、5、6志愿‘稳一
稳’，7、8、9志愿‘保一保’，10、
11、12志愿‘垫一垫’。”

梁振锋同时提醒，考生一定
要保存好自己的报考卡和报考
密码，以防密码泄漏造成志愿被
篡改等后果。

日前，海南日报记者从多场高校招
生现场咨询会获悉，随着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不
断推进，海南正迎来巨大发展机遇，海南
高校对许多考生也产生了很大的吸引
力。这两年，本地考生报考海南大学、海
南师范大学的意愿明显增强。

6月30日，在海南中学举办的高考
填报志愿咨询会现场，海南大学设置的
咨询处被围得水泄不通，负责高招的老
师针对分数和专业等问题，向学生和家
长一一进行解答。

“2018年，海南大学进入‘部省合建’
高校序列，海南大学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许多考生和家长看到了海南大学未来的发
展优势，今年报考热情高涨，预计各专业的
录取分数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上浮。”海南
大学招生与就业处副处长林华说。

林华建议，高分考生可以考虑选择
该校的作物学、法学等优势学科。很多
考生认为农业是冷门学科，不愿意报
考。其实，海南大学的作物学一直是学
校的龙头和主干学科，已取得大量研究
和应用成果，为我国热带地区农业生产
及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目前，海
南大学作物学已入选“‘双一流’建设学
科”名单，并且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如
果考生有志在作物学领域深耕，到海南
大学就读是非常好的选择。

在高招咨询会上，海南日报记者注
意到，随着AI技术的高速发展与应用，不
少知名高校增设了人工智能、大数据、机
器人工程等热门专业，受到很多海南高
分考生的追捧。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
的工科试验班包含智慧人居环境和智能
交通方向，在海南投放5个招生名额；复
旦大学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在我省
也有招生名额；南京大学的人工智能专
业在海南有1个招生名额。

林华表示，海南将互联网产业列为
十二个重点产业之一，海南大学今年新
设立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智能科
学与技术专业，以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为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提供人才支持。

此外，海口经济学院新设立了智能
科学与技术、健康服务与管理、泰语等专
业，三亚学院新设立了智能科学与技术、
金融科技专业。

海南高考志愿新趋势

本地高校受青睐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高考志愿填报，关乎未来的人生发展方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高分考生和低分
考生填报志愿时分别有何技巧？是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还是就业前景好的专业？日
前，海南日报记者走进多场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邀请权威人士对学生、家长关心的问
题进行解答。

近日，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三班
主任、数学教师沈彬彬的手机成了
学生咨询的热线电话。“每到志愿
填报季，不少家长和学生都会因学
校和专业的选择产生矛盾。总的
来说，家长为孩子挑选专业时，更
多会考虑就业、薪酬。学生的选择
则更理想主义，主要考虑个人的兴
趣爱好。”沈彬彬说。

由于家庭情况的差异，家长们
的想法也各不相同。例如，有的家
长是律师、医生、会计，就希望孩子
能够子承父业。有的家长希望孩
子报考师范院校，将来当老师，就
业稳定。还有的家长反对女儿学

医，理由是8年学下来很辛苦。
“现在的考生是在互联网时代

成长起来的，接受信息的渠道很
多，很多人已经提前确定了报考目
标。作为家长，在做好‘参谋’的同
时，更应该支持孩子追逐自己的梦
想。”沈彬彬认为，家长应充分尊重
学生的个人意愿，让他们选择自己
感兴趣的专业。“正所谓行行出状
元，没有绝对的冷门、热门专业，只
要一个人能在一个领域做到极致，
将来就不会愁就业。”

大三学生王淼（化名）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扬长避短更能学
有所成。“我现在学的经管专业是

人们眼中的热门专业，但是我心里
也有些后悔。我一直对文学很感
兴趣，如果当年报考中文或新闻专
业，现在的成绩应该会更好。”

目前，越来越多高校通过经管
实验班、文科实验班、理科实验班、
工科试验班等方式实行大类招生，
大一时主要进行通识教育，等到大
一期末考试后才细分专业。这样
就给一些不确定报考专业的考生
提供了一年缓冲时间。

此外，报考专业被调剂的学
生，也可以通过部分高校大一期末
的转专业考试或辅修第二专业转
学自己心仪的专业。

很多知名高校的某个专业在
海南往往只有一两个招生名额，让
考生感觉比较棘手。对此，业内人
士建议，高分考生可提前向意向学
校招生办咨询，及时了解高校专业
设置等信息。

有老师建议，对于未达到本科

A批录取最低分数线，且家庭经济
困难的考生，可考虑就读专科院
校，未来通过专升本的方式获得本
科文凭。

“民办高校的学费较贵，一年
少则一两万元，多则五六万元，四
年下来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家庭

经济困难的考生不妨考虑报考专
科院校，入学后努力学习专业课，
最后再通过专升本考试获得本科
文凭。”海口实验中学教师蔡远芳
说，她接触到的不少考生就是通
过这种方式改变了个人命运，毕
业后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

要领一：形成梯度
专家建议：冲一冲、稳一稳、

保一保、垫一垫

要领二：提前咨询
专家建议：未达到本科A批录取最低分数线，可考虑专科院校

要领三：扬长避短
专家建议：家长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意愿

乌兹别克斯坦留学生张轩：

让更多人
了解中国文化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读书，打开暑期生活的幸福模式
■ 王槐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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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张轩在三亚一家商场兼
职当俄语翻译。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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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师说心语

留学生在海南

日前，考生和家长参加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 兰志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