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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6789'v,Lw!xy$z{|)}qprs~!i"(#$

%&'Q~!i()*+,"#-!.z/Q!0&'12346567$8
9:;<!b=BCPQR>?@(ABCDEF&'GHjIJ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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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到阴有阵雨
22℃~26℃
东风微风

后天明天
多云到阴
22℃~25℃
东北风微风

多云到阴
22℃~26℃
东南风微风

今天

钱元平钱元平 辑录辑录 任山葳任山葳 配图配图

今起我市再度进入梅雨期
享受了一个阳光、气温又不算太高的

周末，很多人甚至可能都已经忘了眼下还
是梅雨期。市气象台说，从今天开始，我
市将再度进入梅雨期，而且将一直持续到
27日。

雨水恼人，好在梅雨期的另一大特点
“闷热”在最近这几天不会来“凑热闹”。
一直到周五之前，我市的最高气温基本维
持在25℃~27℃，不会太热。

不过，从目前的预报看，等到周末，
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弹升，不仅表现在最
高气温将攀升至28℃~29℃，就连最低气
温也有26℃左右，恐怕到时候得过一个

“黏糊糊”的周末了。 石承承

词条：晕晕动
解释：有点晕。
例句：该两日没困爽快，头有眼晕

晕动。[这几天没睡好，头有点晕。]

人群中，有个家长引起记者
注意，只见他手上拿着厚厚一叠
材料，其中有两张表格已经填满
了学校和专业，按着名单上的学
校一所一所咨询。

“三分考试，七分填志愿，孩
子努力学习了这么多年，最终结
果还是体现在志愿上的。而且今
年又是新高考第一年，有80个志
愿可以填，我觉得真的不好填，
想尽量把每一分都价值最大化。”
这个陈姓爸爸之前已经做了很多
功课，把有意向的学校和专业都
挑选出来，当天来现场咨询招生
老师。

这个爸爸的话引起家长们的
共鸣，“这个志愿是不好填，而
且我们这一届是新高考第一年，
很多东西都有变化，增加了不确

定性。”旁边有个妈妈插话，一
群家长连连点头。

采访中，记者倒觉得考生们
相对淡定，很多学生对结束的语
数外三门课都没估分，“成绩马
上出来了，而且现在也是先知道
成绩再填志愿，所以就不估
了”。也有些考生已经有了明确
目标，“我对海洋科学很感兴
趣，所以我今天来就专门看设置
了这个专业的大学。”来自宁波
华茂外国语学校的徐同学目标很
明确，“我从高一开始就关注海
洋保护问题了，也定下了目标，
不过，我把国内有这个专业的大
学都填上的话，80个志愿还填
不满，不过，我会填和海洋相关
的其他专业，不要浪费每次机
会。”

80个志愿一定要有不同梯次，按“冲稳保”填报

高校招办负责人教您填报新高考志愿
“今年文理不分科了，以往的名次号还可以参考吗？”“我选考了物理、化学、地理，请问可以报考你们学校哪些

专业？”“今年的招生计划跟去年相比有变化吗？”今年是浙江新高考录取规则实施第一年，考生和家长们不免存在疑
惑。昨日，浙江省2017年高校招生现场咨询活动在宁波大学举行，省内外近200所高校的招办负责人和教育考试院专家
现场为考生解疑答惑。

2017年是实行专业平行志愿第一年，
如何填报志愿大家都没有经验。省教育考
试院专家介绍说，其实与原来填报志愿时
的考虑方法有相通之处，专家梳理了一种
建议性思路供大家参考。

“第一步可以选择不同梯次的院校。”
专家介绍说，可以根据考生位次和选考科
目一分一段表、各校往年投档线等资料，
选择不同梯次的院校。由于实行分段填报
志愿，各段考生所处位置与原相应批次相
近，选择范围可以有效缩小框定。原有的

“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选择院校的
办法依然可以使用。

“此外，要筛选不同梯次的专业。”他
认为。从选定的院校中，根据往年专业录
取情况，将其中不喜欢的专业或是估计录
取可能性不大的专业删除，筛选出拟报考
的不同梯次的专业。

同时，要根据考生本人意愿，比如院
校性质、地域、喜欢程度等排序，正式确
定志愿。这里要特别提醒，考生在填报志
愿时一定要特别重视院校的招生章程，确
保符合报考条件。 记者 李臻 文/摄

避免盲目对比位次、名次号

大多家长很疑惑，很多考生很淡定

体彩

福彩

一高校招办负责人接受考生和家长咨询一高校招办负责人接受考生和家长咨询。。

“文理不分科了，现在报你
们学校可以参考什么？”在传统
高考中，考分和名次号是填报志
愿的两个重要依据，但是新高考
文理不分科，在填报志愿时，参
考标准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所以
很多家长在咨询时第一句话就是
这么问高校招办老师的。

省教育考试院专家解释说，
考生位次，就是考生高考成绩在
相应招考类别中的全省排位，是
新高考分段填报志愿、分段投档
录取的核心依据。在选考科目符
合要求的前提下，位次在前的考
生先投档；位次相同，则志愿顺
序在前的考生先投档，全部相同
的则全部投档。

那么，新高考中的考生位次
和原高考中的名次有什么区别？新
高考由于考生选考科目不同，高校
对选考科目的要求也不同，实际上
已无传统意义上的名次号。考生位
次，是新高考在不分文理和批次、实

行专业平行志愿、分段投档录取规
则基础上，根据某类所有实考考生
成绩形成的全省排位。考生名次，则
是原高考基于文理分科、分批招生
录取规则而形成，是分文理两类、分
批排名的。新高考，同一个考生在同
一类别里只有一个位次；原高考，同
一个考生可能有多个名次。

需要注意的是，新高考实行
分段录取，首段以外的第二段或
第三段的分段比例是累计数据，
所以位次是包含前面各段考生
的。由于原高考各批投档名次号
不包含前批次已录取的考生，在
参考往年第二批或第三批名次号
数据时，应结合当年前一批或前
两批的控制分数线及相应的成绩
分段表分析。

另外，新高考实行以专业
（类）为单位的平行志愿（与原
高考以院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不
同），考生参考位次和名次号时
要避免盲目对比。

80个志愿按“冲稳保”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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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一句宁波话

承承看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