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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28 日中午，教务处学

习委员会在学前系合班教室一成功举办

了第二届学科学习帮扶活动“开讲了”

第一期。本期活动主要针对的是学前儿

童心理与健康的学习和交流。此次活动

由学委会曾昶斐同学主持，主讲人是学

校教师张琬婧、吴昌鸿、朱诗思。邀请

的嘉宾有教务处陆子吉老师和心理学科

组的老师。

首先，张琬婧老师分析同学们对

于心理学这门学科学习的看法，主要有

以下三点：

1. 心理学学科知识抽象、概括性

强；

2. 教育对象是幼儿，幼儿的发展

变换快；

3. 学科知识量大，需要不断的记

忆和巩固。

针对这三种看法同学们的提问主

要有以下四点：

1.用案例来诠释理论知识比较困难；

2. 对记忆、想象、思维等概念的

理解和用法容易混淆；

3. 心理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不知

道如何运用，尤其是在幼儿园的实践中

运用有困难；

4. 除了死记硬背以外，理论知识

怎么记才比较容易，需要记忆方法。

张琬婧老师依次耐心解答：首先

要把教材上的案例看懂，学会在材料中

找依据、找关键，用什么理论解释了什

么现象。其次要留心生活中的儿童心理

现象和案例，主动与老师交流你的理

解、思考，增强理论知识记忆的同时也

能增强分析能力。第二，知识点混淆往

往是因为理论知识记忆不够深刻、理解

不够准确，需要思考自己没弄清楚的原

因是什么，借助老师的帮忙使自己弄明

白，请老师介绍实用的记忆方法。第三，

对于刚进入幼儿园的学生来说，短时间

内无法理实联系是正常表现，要想突破

具有一定困难。所以可以先模仿幼儿园

教师的方法、学习幼儿园教师的经验并

观察记录，对应教材知识点找到该方法

的心理学依据。通过不断的练习和时间

的积累，便会从模仿积累转变为自己有

方法有依据。其次，对幼儿在幼儿园发

生的心理表现及时记录及时收集，积累

成为自己的案例素材，更多的与教师交

流自己的分析看法，学以致用。

吴昌鸿老师也针对学习心理学提

出了一些建议。除了课堂所用的教材以

外，学生还应该多阅读课外有关心理

学、儿童心理的书籍，可以看看外国的

心理学教材，文字表达更浅显易懂，便

于理解。同时还向同学们推荐了刘金花

的《儿童发展心理学》作品，也分享了

自身学习心理学的感受和经验。

最后由朱思诗老师对心理学进行

解说。学习心理学的自身动力在于有没

有兴趣，要想学习好心理学这门课程，

必须要对它产生兴趣，而不是被迫去学

习。要学会对身边的心理学现象产生疑

问，要喜欢研究心理，再把这样的感受

迁移在学习儿童心理学上，更有益于自

己的学习。             教务处供稿

什么是分类考试？

分类招生考试是国家授权高职院

校独立组织考试录取的一种方式，在高

考前完成录取。分类考试面向应往届高

中毕业生及中职毕业生进行，在《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中有 8 科考试成绩等级

在 C 等以上，即有资格报名。按教育部

规定，考生参加分类招生考试，若被正

式录取，无需参加 6 月全国统一高考，

未被录取的可继续参加全国统一高考。

分类考试招生录取的新生，其招

生性质、在校培养、毕业文凭等，与参

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录取的新

生完全相同，享受与全国普通高考录取

学生同等待遇。同时，按照高等学校学

生资助政策有相关规定，学生在校三年

可享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等；学校还开通了国家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

在生源地申请办理助学贷款；对家庭经

济仍有困难的同学，学校将采取困难补

助、勤工助学、减免学费等多项措施，

帮助其完成学业。

今年我校分类考试考什么？

1．普通高考生测试内容

测试内容为职业技能适应性测试，

包括心理素质、综合能力、职业潜质及

基本体态，技能适应性测试满分为 100

分。报考我校学前教育（中外合作办学

中澳班）的考生增加英语校内测试。

2. 中职毕业生测试内容

测试内容为文化素质及职业技能测

试。文化素质测试为语文、数学、英语

三科（各科满分100分，总分为300分）；

职业技能测试包括心理素质、综合能力、

职业技能及基本体态，技能测试满分为

100分。报考我校学前教育（中

外合作办学中澳班）的考生增

加英语校内测试。

3. 艺术类考测试内容

普通高考生，须参加我

校组织的艺术专业测试。

中职毕业生，须参加文

化素质测试及我校组织的艺

术专业测试。

文化素质测试为语文、数学、英

语三科（各科满分 100 分，总分为 300

分）。

（一）艺术专业测试内容：

1. 美术类统考

（1）考试科目及分值

素描 100 分、色彩 100 分、速写

100 分，合计总分 300 分。

（2）考试内容

素描科目一般采用人物头像、石

膏像、静物图片摹写或默写等方式考

查；色彩科目一般采用静物、风景图片

摹写或默写等方式考查；速写科目一般

采用人物动态写生、摹写或默写等方式

考查。

（3）注意事项

考生自带绘画工具（其中不含严

禁使用的定画液、喷画胶、蛋清液等画

面固定材料）。

2. 音乐类统考

（1）考试科目及分值

视唱练耳（口试）60 分、专业主

科 240 分，合计总分 300 分。其中，专

业主科为：声乐演唱、器乐演奏、少数

民族特色、作曲理论，此四项任选一项。

（2）考试内容及要求

A. 视唱练耳

视唱练耳是音乐类考生必考科目，

其中视唱由考生本人现场抽取题目。

B. 专业主科

声乐考生自备两首曲目（中外作

品均可），考试现场抽一首背谱演唱，

民族、美声钢琴伴奏。声乐考生可根据

自身情况加试器乐。

器乐考生自备两首曲目（中外作

品均可），考试现场抽奏一首曲目，时

间不超过 8 分钟。器乐考生可根据自身

情况加试声乐。

作曲理论考生考查基础理论（基

本乐理及和声）、写作（歌曲写作及旋

律写作）、钢琴或其它乐器演奏；

加试：考生考完专业主科需加试

朗读，考试现场抽一段文章朗读。

（3）注意事项

考生钢琴伴奏自带，若考生没有钢

琴伴奏，需提前登记，由考点提供；少

数民族特色考生，声乐演唱需用少数民

族语言，器乐演奏需用少数民族乐器。

3. 舞蹈类统考

（1）考试科目及分值

形体测试120分、舞蹈表演100分、

模仿 80 分，合计总分 300 分。

（2）考试内容

A. 形体测试科目采用软开度、形

象、身高、躯干比等方式考查；

B.舞蹈表演科目采用节奏、姿态、

乐感、表现力等方式考查；

C. 模仿科目采用音乐形象模仿、

舞蹈动作模仿等方式考查；

分类考试现场情况

3 月 17、18 日，在我校时光校区

顺利完成了 2018 年分类考试招生（高

职综合评价）测试工作。本次测试，共

有近千余名考生到校参加考试。

为确保分类考试招生工作顺利推进，

学校多次召开分类考试招生工作专题会

议，统筹安排、系统部署分类考试招生每

个阶段的工作，为顺利完成分类考试招生

技能测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为保障考试安全顺利进行，近 500

余名教职工和学生志愿者参加了为期 2

天的考务工作和后勤工作。考试当天，

校领导对学校各考场进行巡考，看望一

线工作人员，并就考试现场具体问题进

行安排和解答。

随后我校将对考生的技能测试分

数进行统计，按照会考成绩和技能测试

分数的比例对考生最终成绩进行折算，

并按照省招生考试院的规定，做好相关

录取工作。       

招生与就业处供稿

教务学委会开展第二届学科学习帮扶活动“开讲了”
杨 城

全方位解读 2018 贵阳幼高专分类考试
杨  苑

金手指
郭荣兰

希腊哲人柏拉图曾说过一句话：

“对一个小孩最残酷的待遇，就是

让他‘心想事成’。”

是的，凡事心想事成的小孩，

一直在父母的保护伞下成长，他要

什么就有什么，正如金手指一样一

直享受心想事成的果实可是，没有

遭遇挫折打击难道就是件好事吗？

万一有一天长辈的保护伞不再能够

遮风避雨则一生中难道真的事事都

能够心想事成吗 ?

曾经有一个大学男生告诉我，

他未来找另一半的条件——貌美、

漂亮是一定要的啦！而且最好也是

大学学历，有一栋别墅、一辆奔驰

轿车、还有 1000 万现金做为嫁妆这

样我就可以减少奋斗 20 年了。有人

多么盼望能减少奋斗 20 年，也希望

生活中有金手指以便能心想事成。

可是，你的斗志在那里？

心灵寄语＞＞＞

生命难道只是茶来伸手、饭来

张口吗？岂不知人生是一连串奋斗

的过程，充满昂扬斗志的人生才有

意义啊 !

                      

       学生工作处

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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