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沟通和理解
父母与子女本就是两代人 ，

在价值取向、 思维方式、 行为特
征、 情感表达等方面都有很大的
不同， 想法和意见存在分歧也十
分正常。

父母有更多的人生阅历和社
会经验， 想法更结合社会现实和
客观情况。 特别是受教育程度高
的父母， 对子女的志愿填报干预
程度可能更高。 而考生则有着更
加好奇和渴望创造的心， 想法更
贴近自我期待和兴趣。

双方要想达成意见统一， 首
先， 是主动沟通， 促进双方互相
理解 ， 营造良好的家庭会谈氛
围。 其次， 是学会倾听， 找到解
决问题的办法 。 有效的倾听 会
让 我 们 发 现 对 方 真 正 的 需 求
是 什 么 ， 当 找 到 双 方 需 求 的
共 同 点时 ， 分歧自然也就迎刃
而解了。

考生要了解并坚持自己的
内心

上什么大学 ， 学什么专业 ，
归根结底还需要考生自己做出选
择。 首先， 要反思自己， 不要走
极端。 填报志愿前， 需要广泛搜
集信息， 从家长、 老师、 亲友、
学长那里获取建议， 然后再去判
断自己的决定是否合理。 其次，
要坚持自己， 努力获得认同。 向
家长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想法， 让
他们相信无论做怎样的选择， 自
己都会成为一个有理想 、 有作

为、 有成就的人。
家长要尊重孩子的选择
填报志愿过程中， 孩子才是

主体。 如果全部由家长代替， 忽
略了孩子的兴趣爱好， 不仅会挫
伤孩子的自信心， 也会让孩子产
生逆反心理， 影响今后的学习和
生活。

选择志愿时， 如果家长有其
他考虑， 可以跟子女讲道理， 平
等地沟通和交流， 最后还是要将
决定权交给孩子。 家长一定要引
导帮助考生， 使之做出较为正确
的选择。 不要轻易否定考生的选
择， 也不要无原则听从考生， 最
重要是 “提供选项”、 “提供信
息” 和 “提供建议”。

案案例例

怎样选择与自己高考分数匹配的学校？
高考成绩出来了， 小研考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分数， 卡在很多学校

的录取线边缘， 运气好能考上， 运气不好就落榜。 如果选保险一点的
学校和专业， 又觉得自己的分数浪费了。 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学校才能
最大程度用好自己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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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工商分局积极开展
“红盾护农，红盾助农”工作

□尹兆华

填报平行志愿 级差设计要合理
———高考志愿填报解析（下）

怎样了解一所大学？
小研在填报志愿前锁定了几

所心仪的大学， 去网上了解学
校时却发现信息良莠不齐。 问
亲戚朋友， 得到的建议也五花八
门,有人关注环境 、有人关注就
业……小研糊涂了， 到底应该通
过哪些渠道去了解一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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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案例例

与家长的报考意见发生冲突时，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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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研同学父母都是教师， 受家庭影响对教师职业产生了深深
的向往 ， 因此报考师范类院校的专业成为他的首选。 但是父母的
意见却与他相反， 认为教师比较清苦， 希望他能够选择金融、 计算机
等这些热门专业。 小研很苦恼， 不知道应该遵循自己内心还是接受父
母的意见。

学校本科招生信息网最权威
各高校本科招生办都有自己

的网站， 通常会凝练最核心的学
校相关信息， 包括： 学校历史发
展、 院系设置、 师资力量、 科研
情况、 就业情况等信息， 这些信
息比较客观和权威。 大家可以通
过学校的宣传片以及具体的专栏
了解大学的特色、 优势。

比如北京科技大学本科招生
网有“院长谈专业”栏目， 学院院
长亲自聊学院的专业有哪些， 每
个专业的内涵， 选择了这些专业
以后会学习哪些课程， 学了这些
专业将来可以从事哪个行业的工
作。 通过这样的栏目， 大家就可
以直接听到最权威的专家观点。

师兄师姐的声音最可信
咨询师兄师姐有两个优势：

一是有共同关注的校园话题和热
点 ； 二是师兄师姐作为 “过来
人”， 他们能够为大家提供最真
实的信息、 经验、 教训和思考。
咨询师兄师姐要了解几点： 一要
了解师兄师姐的学习感受， 听听
他们对专业的理解和认识， 未来
能够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 二要
了解学校的学习和文化氛围， 大
学的学习生活是怎样的， 课堂之
外有哪些实践活动平台； 三要看
师兄师姐对自己现状的满意度。
针对他们不满意的方面， 可以看
看自己是否能够接受。

走进大学去感受最直接
想了解一所大学， 有什么比

“走进大学校园” 给你更直观的
感受呢 ？ 大学的教学楼 、 图书
馆、 体育馆、 食堂、 实验室、 宿
舍， 甚至一个雕塑、 一棵树都可
能是一段历史、 一个风景、 一个
故事 。 在大学里走一走 、 看一
看， 亲身去欣赏校园风景， 去感
受青春气息， 去目睹大师风采，
方能真正理解一所大学的内涵。

参考近三年分数段最靠谱
目前 ， 除内蒙古 、 青海之

外， 其他省份全部实现大平行填
报志愿 。 所谓 “大平行志愿 ”，
是指考生可以填报若干个平行但
有逻辑顺序的院校志愿 ， 按照
“分数优先， 遵循志愿” 的原则，
将文史类、 理工类达到省级批次
控制分数线的考生， 按考生总分
（文化课成绩+全国性照顾政策
分） 从高到低排序并依次投档。

大平行志愿填报的结果使各
高校录取分数更加扁平化， 各高
校录取分数及考生层次也更加稳
定。 考生填报平行志愿， 可以参
考近三年各高校的录取分数， 以
此为标准上下略作浮动即可报考
分数标准。

“一冲、 二稳、 三兜底” 级
差设计要合理

考生填报平行志愿时， 所填
报的高校之间要适当拉开 “梯
度”。 考生在填报志愿前， 首先
要准确定位自己的分数， 确定自
己属于哪一分数段 ， 前面A、 B
学校志愿要填报自己 “跳起来够
得着” 的学校， 即往年录取分数
稍高于自己分数的学校 （高于考
生分数1-10分 ）。 中间C、 D的
志愿要 “稳 ” ， 要填报与自己
“实力相当” 的学校， 根据所选
学校往年的录取情况， 成功率达
到90%以上。 最后的E、 F志愿一
定要 “保”， 确保你的分数成功
率达到120%， 以确保自己能够
成功录取。 切记不要急功近利，
全部报考同一层次的高校。

高分进大学不浪费
谁都希望用最低的分数进最

好的大学， 如果是被 “兜底” 的
学校录取， 总是觉得心有不甘 。
其实， 高分进大学不浪费。 学校
和志愿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专业志
愿 。 同 样 分 数 的 考 生 ， 可 以
“冲” 进一所好一点的大学， 但
专业选择上就没有太多空间， 也
可以 “保” 进一所相对弱一点的
大学， 但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
或热门的专业。 高考填报志愿不
是市场卖白菜， 一定要把价格砍
到最低才不算吃亏。 考生还是应
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理想， 留出
一定余地， 保证录取几率， 不要
给自己留下遗憾。

不是所有孩子都可戴太阳镜
眼科专家表示， 儿童的眼睛

比较稚嫩， 长时间暴露于强阳光
下， 易造成眼部灼伤， 影响晶状
体代谢， 造成晶体透光性下降，
白内障发病年龄提前； 眼睛的视
网膜黄斑区一旦受到紫外线照射
损伤， 会导致黄斑退行性病变，
严重影响视力。 因此太阳镜对于
保护孩子眼睛是很有必要的。

但要提醒的是， 并不是所有
的孩子都适合戴太阳镜。 有些孩
子有先天眼疾并未被家长发现，

如佩戴太阳镜可能使病情加重。
比如下列几种情况：

一一是是屈屈光光不不正正、、 斜斜视视、、 弱弱视视
的的孩孩子子。。 有有先先天天近近视视、、 远远视视、、 散散
光光等等屈屈光光不不正正，， 以以及及斜斜视视、、 弱弱视视
的的孩孩子子，， 本本身身视视力力比比较较低低下下，， 戴戴
太太 阳阳 镜镜 会会 延延 迟迟 眼眼 睛睛 把把 影影 像像 送送
到到 大大 脑脑视视觉觉中中枢枢的的时时间间 ，， 使使病病
情情加加重重。。

二二是是色色弱弱色色盲盲的的孩孩子子。。 这这样样
的的孩孩子子对对几几种种颜颜色色缺缺乏乏辨辨别别能能
力力，， 当当戴戴上上太太阳阳镜镜后后就就更更加加不不能能
辨辨别别颜颜色色，， 影影响响生生活活和和活活动动。。

三三是是患患有有青青光光眼眼的的孩孩子子。。 戴戴
上上太太阳阳镜镜后后，， 进进入入眼眼内内的的可可见见光光
减减少少，， 瞳瞳孔孔会会自自然然开开大大。。 瞳瞳孔孔的的
这这种种变变化化对对青青光光眼眼患患者者来来说说，， 却却
更更增增加加了了眼眼内内房房水水循循环环的的障障碍碍，，
容容易易诱诱发发青青光光眼眼急急性性发发作作。。

(吕斌)

夏季到来， 很多妈妈都希望给孩子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
镜， 来抵御太阳对宝宝稚嫩眼睛的伤害。 那么， 孩子可以
戴太阳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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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马延景于 2016 年 1 月 23
日参加普通话等级考试， 取得一
级 乙 等 成 绩 ， 证 书 编 号
1116003000658，测试站点 ：西城
区语言文字测试分中心， 现证书
遗失。特此声明

丰台工商分局立足自身职
能，植根于地区实际，积极做好辖
区农民的服务工作，通过多种手
段， 将护农助农工作做到实处。

一是建立并发挥协会促进作
用， 实现产业化经营。 以地区优
势种植资源为纽带， 帮扶企业和
农民成立地区专业行业协会等组
织。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充分发
挥协会的指导、 协调、 咨询和服
务等功能， 积极为农户提供农作
物的产前、 产中、 产后及销售各
项帮扶措施， 促进辖区农作物经
济的健康发展。 同时， 为企业、
市场间搭建桥梁， 充分调动多方
资源， 努力构建 “商标品牌+协
会+龙头企业+生产基地 ” 的产
业框架， 实现互利多赢。

二是加强 “红盾护农” 的宣
传培训工作。 采取多种形式 “红
盾护农” 行动， 力争做到法律法
规商户人人知晓。 一方面要求市
场和场内商户 ， 采取横幅 、 标

语、 宣传单等形式在市场内开展
宣传互动， 引导农民自觉从正规
渠道购买农资。 另一方面分局将
市局检测结果、 媒体曝光的不合
格种子、 农资产品信息通过市局
市场监管系统相关模块， 及时转
发给市场主办方和商户， 严格落
实不合格农资下架工作， 实行信
息情况的动态监管 。 本季度目
前已抽检农膜3户， 化肥1户。

马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