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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临界点 调整好心态
再过几天就是元旦袁然
后就是期末考试袁之后就是
寒假遥 对经过数月艰苦备考
的高三生而言袁不少考生的
备考状态已到临界点遥 越是
这个时候袁考生越要调整好
心态遥
疲惫的心态要适度放
松遥 经过数月高强度的备
考袁 考生的身心已比较疲
惫袁渴望着放假后好好休息
一番遥 其实袁只要高考还在
不远的将来袁备考还有任务
要完成袁考生就不会完全放
松下来袁 即使放假也是如
此遥 所以袁考生感到疲惫袁正
是高考前的常态遥 考生要学
会调整袁 通过适度放松袁让
疲惫的身心得以休整遥 比

如袁可通过阅读小说尧慢跑尧
听舒缓的音乐袁让疲乏的身
心放松袁 让紧绷的神经缓
和遥 张弛有度袁就如同自我
野充电冶袁才能牢牢把握复习
效率遥
失落的心态要尽快提
振遥 复习时间过半袁考生之
间的差距渐渐拉开遥 一些考
生成绩不佳袁唯恐自己的实
力够不着预期的梦想袁因而
心情低落遥 对这种失落的心
态袁 考生要有清醒的定义袁
否则既不能让自己的成绩
有起色袁更会影响后续的复
习状态遥 考生要从这种失落
的尧 负面的情绪中跳出来袁
切不可陷入其中不能自拔遥
考生可通过和老师尧家人聊

天袁坦言自己的担心袁寻得
他们的精神支持遥 或适当阅
读一些名人传记袁从中获得
积极的影响遥 也可阅读一些
过来人的心得体会袁在过往
高三生的成功经验中汲取
奋起的能量遥
烦躁的心态要归于平
静遥 面对没完没了的试卷尧
还没有看完的辅导材料袁以
及没有背会的知识点尧怎么
也不会做的试题噎噎有的
考生会心烦气躁遥 如果考生
眼中看到的只是困难袁那一
定会被吓倒袁 就会为此气
结袁 随之而来的就是烦闷
了遥 高考复习好比移山袁再
大的困难袁也难敌一点一滴
的野挖掘冶遥 考生要让烦躁的

心态平静下来袁运用正确且
适合自己的方法袁把摆在前
面的学习难题一点点解决
掉遥 当然难题不会一下就全
部消失袁但只要考生专注于
学习本身袁 而不是困难本
身袁 心态自然会平静下来袁
难题自然是越来越少遥
备考到了临界点袁对考
生而言是一大挑战遥 相信考
生能战胜这一挑战袁不仅在
成绩上获得丰收袁更极大地
提升战胜困难的自信心袁为
将来的高考助力遥
渊刘海燕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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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发布叶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曳

超八成受访学生喜欢思政课
本报讯渊记者 邱乾谋冤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召 开 一 周 年 之 际 袁 教
育部日前发布 叶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
施纲要曳遥 教育部社会科学
司 有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袁2017
年为 野高校思政课教学质
量 年 冶袁86.6% 的 受 访 学 生
表示野非常喜欢冶或野比较

喜欢冶上思政课遥
叶实施纲要曳在主要内
容中规划了课程尧 科研尧实
践尧文化尧网络尧心理尧管理尧
服务尧资助尧组织等野十大育
人冶体系袁并详细规划了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
工程的实施内容尧 载体尧路
径和方法遥
今年5月至10月袁教育部

组织开展了以领导带队尧专
家听课尧校地特色尧课题专项
等多种形式的思政课建设情
况大调研遥 本次大调研涉及
普通高校2500多所袁 涵盖高
职高专尧本科尧研究生各阶段
10门思政课曰建立了由2516
所普通高校的3000堂思政
课尧30000 多份 学 生 问 卷 所
组成的全样本数据库遥 根据

对课程数据的统计分析袁专
家平均打分为82.3分袁 课程
优良率达83.2%曰86.6%的受
访学生表示 野非常喜欢冶或
野比较喜欢冶 上思政课袁
91.8%的受访学生表示非常
喜欢或比较喜欢自己的思
政 课 老 师 袁91.3% 的 受 访 学
生表示在思政课上野很有收
获冶或野比较有收获遥 冶

全国独立设置高职院校 1341 所
本报讯渊记者 邱乾谋冤
2015 年袁全国独立设置高等
职业院校 1341 所袁 全日制
在校生 1048.6 万人袁比上年
增加 42 万人袁 形成了世界
最大规模的专科层次全日
制高等职业教育袁成为推动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
要力量遥 这是记者日前从
2016 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
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报
告中了解到遥
高职院校布局遍布城
乡袁成为服务地区发展有生

力量遥 院校布点不断向中
小城市延伸袁 形成了覆盖
区域广泛尧 分布更加均衡
的院校网络袁615 所高等职
业院校布点在地级及以下
城市袁240 所院校在 160 个
县级城市办学袁 为城乡居
民野在家门口上大学冶提供
了极大便利袁 成为服务区
域尧 推动城乡均衡发展的
重要力量遥
高职专业设置对接产
业袁基本覆盖国民经济主要
行业遥 注重适应产业发展要

求袁 开设各类专业 1040 种袁
专业点数超过 3.4 万个袁基
本覆盖各产业领域袁60.7%的
专业点与当地支柱产业密切
相关遥服务新兴产业尧民生需
求的物联网应用技术尧 生态
农业技术尧康复护理尧健康养
老等专业点增长迅速遥
根据评估结果袁全国高
等职业院校按地区大致分
为三类遥 第一类为具有较强
适应社会需求能力的地区袁
包括 7 个省份袁其中东部有
4 个省份袁占一半以上曰第二

类为具有基本适应社会需
求能力的地区袁 其中东部 5
个省份袁 中部 3 个省份袁西
部 4 个省份曰第三类为适应
社会需求能力较弱的地区袁
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展和
产业升级面临挑战的地区袁
其东部有 2 个省份袁中西部
有 10 个省份遥 区域间高等
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
力发展不均衡袁总体呈现东
强西弱的分布袁显示出高等
职业教育发展与地方经济
产业的相关度遥

高三生明年 1 月关注 4 件事
统测已于 12 月结束遥 1 月 5
日起袁考生可登录北京教育
艺术类尧高水平艺术团尧高
考试院网站查询或打印本
水平运动队招生简章发布 人此次统测结果遥 通过高水
1 月袁 具有高水平艺术 平艺术团统测袁并不代表获
团尧高水平运动队尧艺术类 得艺术特长生资格遥 北京教
等招生资格的院校会陆续 育考试院高招办有关负责
发布有关招生简章袁对招生 人提醒袁拟以高水平艺术团
计划尧报名条件尧报名方式尧 艺术特长生资格参加 2018
选拔程序尧录取原则等详细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袁
说明遥 考生要仔细阅读袁按 且拟报考项目在全市高水
报名程序提交相关审核材 平艺术团招生统测范围内
的统考考生袁不仅要参加北
料遥
2018 年高水平艺术团 京市高水平艺术团招生统
渊上接第 1 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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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袁还要参加招生高校组织
的相应项目的测试遥 考生报
考的项目不在全市统测范
围内的袁要及时参加高校组
织的校考遥 全市统测及招生
高校测试均合格的考生才
能取得高水平艺术团特长
生资格遥

叶考试说明曳发布
叶2018 年普通 高 等 学
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北京
卷考试说明曳 一般在 1 月
与考生见面遥 北京教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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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院高招办相关负责人提
醒袁叶考试说明曳 是高考北
京卷命题的依据袁 也是考
生复习备考的重要参考资
料遥 它不但明确了高考的
性质尧考查范围和内容袁也
对考试的形式尧题型尧分值
等作出规定遥 对考生来说袁
是准确了解高考内容和形
式的一种方式遥 对这份重
要材料袁 高三生和家长要
及时关注袁了解相关要求尧
变化点袁以期用好叶考试说
明曳指导复习备考遥

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日前联合家乐福举办野给贫
困地区孩子送福袋冶活动遥 来自北京青基会的百余名爱
心小天使身穿红色马甲袁 在北京 10 余所高校学子阳光
志愿者的陪同下袁为贫困地区的小朋友募集福袋遥
蓝宝潮 摄

报高水平艺术团
选学校拉开梯度
渊上接第 1 版冤
高校艺术团的招生简
章中会对招生计划尧 报名
条件尧 报名方式尧 选拔程
序尧 录取原则等详细说
明遥 报考高水平艺术团的
考生袁要先评估自己的 文
化课水平和艺术特长水
平袁结合所关注学校往 年
的录取情况袁看自己的 成
绩是否满足遥 选择学校贵
在野精冶而不在野多冶袁并不
是考的越多袁录取几率 就
越大遥 实际上不同学校对
于不同特长尧项目的需 求
也不一样袁建议权衡报 考
学校的情况和自身水平 袁
择优选择遥
不同的学校在招收高
水平艺术团学生的项目和
要求上有所不同遥 比如中
国 政 法 大 学 2017 年 高 水
平艺术团招生项目涉及民
乐尧管弦乐尧声乐和舞蹈四
大项遥 从艺术团建设来说袁
舞蹈是法大目前需求较大
的项目遥 报名中国政法大
学相关项目的考生要已参
加国家级等级测试机构统
一水平测试并已获得业余
考级最高级证书袁 但舞蹈
类考生要求相应放低遥
有的特长项目报考的

人数较多袁竞争激烈遥 中国
政法大学招办主任宋婧博
建议袁考生选择学校时袁要
综合考虑学校的高水平艺
术团招生情况和学校的招
生整体情况遥 高水平艺术
团招生情况包括招生项
目尧 各项目的招生计划和
优惠分值尧 录取专业及测
试时间尧测试地点等遥 学校
的招生整体情况包括学校
层次尧 学校录取分数水平
等情况遥 报考高水平艺术
团要做到科学尧理性袁注意
不同分数层次的高校报考
区分袁拉开一定分数梯度遥
在报考高水平艺术团的同
时袁不影响高考复习遥
考生可在不妨碍高考
复习整体进度基础上袁 根
据学校的招生计划尧 所报
考项目的优惠分值尧 测试
时间尧 测试地点等情况以
及个人的时间和精力确定
报考几所学校遥 从某种角
度来说袁 艺术团考试也是
一场博弈遥 如果考生同时
报考多所学校袁 要查看各
学校测试时间是否冲突 袁
对学校做好排序袁 避免因
时间没排开袁 在参加最想
考取的学校测试时袁 由于
精力不足而发挥失利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