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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仲一晴

首先,你要知道你所用的笛子是什么调的吧,
对于初学者而言,喜欢流行歌曲的话，梆笛 F 调
应为首选,曲笛就选D调比较理想。

其次，你要知道最基本的指法吧，一般来讲，
入门指法为以筒音为 5，从远离吹孔那一侧起，
各个孔所发的音依次为 6、7、1、2、3、4。其中，
第三孔为 1音，该孔边就有一个英文字母，标明
依这样的指法，为该笛所命名的调。如第三孔
旁边标有字母“F”，则表示该笛是F调（以筒音作
5）。

第三，你多少要懂得一点乐理知识啦，最
起码应该知道什么是拍子，即节奏，这样看谱
才有了基础，否则就只能闭着眼睛吹奏了，要
想这样练会笛子不是不可以，但恐怕很不容易
哟。

第四，需要练一练“气功”呀，练急吸慢吐，平
稳呼出。如果觉得书上讲的呼吸方法不太好理
解，那你只要记住“吸气时如闻花香，吐气是如吹
火杖”，也许会管用一些。至于肺活量，应该不成
问题，你把笛子看成自己的嘴巴的话，想一想，你
说话需要多大肺活量，那吹笛子用多大肺活量大
概就差不多够用了。

第五，没有老师教的话，手底下无论如何也
该有本教材或乐谱什么的吧，平时呢，喜欢什么
曲子时不妨多吹一吹，最好是自己熟悉的、旋律
较为流畅的经典一些的歌曲，突击先吹会一首。
但长音还是要练一练的哦，找准笛子上的每一个
音，在吹响它的同时，尽量延长这个音的发声时
间，每次练上个十分八分钟还是可以的吧，这就
叫练长音，目的是固定口型，稳定气息，好处大大
的啦。

最后，自然要强调一下“拳不离手、曲不离
口”，持之以恒。学练笛子，肯定会有时感觉到
枯燥乏味的，特别是感觉不到进步时，真想一
脚踩坏它！哈哈，这可要不得，你得对它有感
情才对呢，要相信自己！只要吹响了它，你就
算会吹了，这就是进步——当然这不等于你已
经吹得很好喽，那就接着练呗，功夫不负有心
人哪！

吹笛子好好玩啰，愿你早日登堂入室，成为
行家！

（程峰）

在青青文化培训中心的陈校长的印象
里，前几年，家长完全不是这个理念。“以前，
孩子们也会要求培训老师，在暑假里放假一
段时间，他们可以和父母一起出门旅游。今
年不同了，很多家长在放假之前就给我们提
建议，要求一个月的室内课程上完后，就出
去举办夏令营。孩子们远离父母，和同学们
一起生活，改变改变这些独生子女的生活习
惯。”她说。该培训中心的暑期夏令营中，最
远的是去内蒙古，需要十多天时间，也有不
少父母为孩子报名参加。

夏令营对孩子成长真的有用吗？靖江
外国语学校的戎敏老师认为，如今的孩子大
多是独生子女，又久居高楼，很多孩子没有
机会体验到自然的生活环境，而夏令营活动
是一种很接地气的人生体验，它使学生融入
到社会的大课堂中去，对久居都市的儿童是
一次很好的提升自己能力的活动。让孩子

在自然环境中关心别人，在克服困境中建立
自信，在团队竞赛中与人合作，在学习过程
中积累能力，所以参加夏令营的学生各方面
能力都普遍得到提高。

戎敏老师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孩
子在夏令营活动中也是一种学习，而且能学
到很多从书本学不到的东西。夏令营活动
不仅增长了他们的见识，而且培养了孩子团
结协作的精神。你想，几十个孩子聚在一
起，同吃同住，这无疑是培养他们团结协作、
吃苦耐劳的精神的最佳场所。”

如今的夏令营形式多样，种类繁多，就
记者了解，有英语夏令营、培训类夏令营、体
育训练类夏令营、科普教育类夏令营、体验
类夏令营、军事类夏令营、游学夏令营、潜能
训练夏令营、学习方法训练夏令营、励志夏
令营等等。

那为什么今年的夏令营特别火爆呢？

陈校长说，以前培训机构怕承担风险，孩子
们哪怕出一点点状况，带队老师都会心惊胆
战。现在，是家长们强烈要求举办夏令营，
不希望孩子整天整月整年地呆在教室里，也
不希望他们一直在父母身边接受无微不至
的照顾。而是出去走走，和同龄人在一起，
体验团队生活的乐趣。

戎敏老师提醒，一个优秀的暑期夏令营
活动，内容的专业性非常重要，活动内容的
设计要“学”和“玩”兼顾，适合孩子们的特
点；操作机构的专业性更加重要，学生活动
的组织难度很大，需要有经验、专业的机构
来操作，还需要有一套系统的操作规范，确
保孩子的人身安全。选择好合适的夏令营，
孩子们就可以整装待发啦！

此外，听取孩子的意见也很重要。选择
孩子自己喜欢的夏令营，才能让他们乐于参
与，并从中得到锻炼和收获。

今年暑假，家长偏爱夏令营

暑假里，孩子们又
像候鸟一样，从学校
飞进了培训班。近
日，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今年不少社会培
训机构都提及一个新
现象，家长们纷纷要
求组织夏令营活动，
让孩子走出去，离开
父母自己生活几天，
锻炼独自生活的能
力。

【核心提示】
江苏 2014 年高招本一批次正在录取进行

中。前天，记者第一时间打探到南京部分热门
高校最新出炉的录取线及热门专业录取详情。

从录取情况来看，今年各校高分考生普遍
集中于财经类专业及老牌优势专业。需要关注
的是，南财大理科尚有部分缺额，南工中外合作
办学专业有100多个缺额计划，南中医新增专业

“中医药资源与开发”有近20个缺额计划。
按照录取进程，明天，江苏省教育考试

院将公布本一批次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
专业及人数，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须在 7 月 17
日9:00-15:00期间自行上网填报本批次征求平
行院校志愿。

南京大学：今年进档考生全部录取
南大招办主任赵鸣介绍，今年该校最低录

取分文科373分，理科385分。经济类专业依旧
是考生填报的热门首选，比如经济学专业、工商
管理专业。此外，基础类学科也受到考生青睐，
比如数学专业，投档分达 393分，物理专业投档
分达388分，化学专业投档分达388分。赵鸣介
绍，今年江苏生源质量较好，学校增投数十个计
划，所有进档考生100%录取。

东南大学：最高分录取在建筑学专业
东大招办老师江莉莉表示，今年江苏省内

生源很好，理科最热门的专业及其最低录取分
数线为：建筑学400分，土木工程389分，信息工
程 389 分，其中最高分考生为 405 分，录取在建
筑学专业。医学院热门专业为七年制临床医
学，最低录取分为373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热门专业增投计划全部录取

今年南航在江苏理科顺延录取至376分，为
最大程度地提高考生专业志愿满足率，对于考
生报考比较热门的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
动力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交通
运输（机场运行与管理）、交通运输（民航运输与

管理）等专业均增加投放了计划，专业志愿满足
率达到 100%，未出现调剂录取考生。最高分
394分，录取专业为飞行器设计与工程。文科计
划增加近10人，投档分为363分，最高分376分，
录取专业为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南京师范大学：师范类专业依旧热门
南师大今年录取线文科 347 分，理科 359

分。考生进档后加上高等级加分再安排专业。
文科最高分 372分，录取在汉语言文学（师范），
理科最高分 384 分，录在数学与应用数学（师
范）。文理科强化班、师范类、新闻类、金融财经
类、法学类专业，报考的考生较多。学校增加了
40多个计划，将服从专业调剂的进档考生全部
录取。

文科类最低录取分数中，文科试验班类（文
科强化班）362 分，法学 360 分，金融学专业 360
分，会计学 360分，汉语言文学（基地班）359分，
汉语言文学（师范）359分，财务管理358分，英语
（师范）358分。

理科类最低录取分数中，理科试验班类（理
科强化班）369分，理科试验班类（工科强化班）
368 分，法学 366 分，经济学 366 分，金融学 369
分，外国语言文学类367分，会计学367分，新闻
学 366 分，英语（师范）372 分，数学与应用数学
（师范）372分。

师范类专业还是很热，汉语言文学（师范）
359分，英语（师范）文科358分，英语（师范）理科
372 分，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372 分，物理学
（师范）367分，化学（师范）和生物科学（师范）均
为366分。

河海大学：水利土木等录取线较高
河海学工处副处长渠燕军介绍，今年投档

比例控制在1.02%以内，有几个不服从志愿的考
生，经过电话征询意见均改为服从，目前零退
档。最高分理科 386分，录在大禹强化班，文科
367分，录在财务管理专业。较热门的专业主要

是水利、土木、能源等传统优势学科，选测科目
物理、历史A+加 3分，A加 1分，经过等级加分，
这些专业录取线都在376分左右。

中国药科大学：少数考生因不服从退档
药大招办主任戴亮介绍，今年该校录取的

理科最高分为379分，被录取在基础药学理科基
地班；文科最高分为 350分，被录取在工商管理
专业。热门专业包括：基础药学理科基地班，最
低投档分 372 分，药学专业最低投档分 366 分，
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班最低投档分
368分。

南京工业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缺额较大
南工招办主任周辉介绍，今年该校本一批

次增投不少计划，考生的录取机会有所提高。
文科最高分 358分，录取在城乡规划专业，理科
最高分376分，录取在建筑专业。优势专业报考
人数多，分数线也相对较高。根据规则，物理、
历史A+加3分，A加2分，另一门选测科目A+加
2分，A加 1分，经过等级加分后，理科录取线较
高的有：建筑学367分，机械工程358分，土木工
程363分，化学工程与工艺357分、电气工程363
分；文科较高的专业是金融学342分，会计学346
分。有少量不服从分配的考生被退档。中外合
作办学专业缺额较大，有 100多个计划没招满，
将进行征求平行志愿。
南京林业大学：文理科最高分录在园林专业

南林大招办主任潘卫兵介绍，今年该校本
一批次录取的理科最高分 369 分，文科最高分
358分，都被录取在园林专业。高分段考生集中
的专业包括：会计学、园林专业、风景园林、会计
学（CIMA）。具体投档分数如下：会计学(文科
339分，理科352分)，园林（文科338分，理科350
分），风景园林（文科 341分，理科 355分），会计
学（CIMA）（文科 339 分，理科 354 分）。今年还
有两个专业也很热门：国际经济贸易专业只收
理科生，投档分 348 分，城乡规划专业文科 337

分，理科348分。
南京财经大学：管理学和经济类很热门
南财大招办主任衣琳介绍，今年该校录取

文科最高分 365 分，理科最高分 374 分，都被录
在会计学专业。热门专业主要集中在管理学科
类和经济学类。其中管理学类有会计学专业，
投档分为文科 350 分，理科 361 分，审计学专业
文科投档分 345 分，理科 357 分，财务管理专业
文科 345 分，理科 356 分；经济学类有金融学专
业文科 344 分，理科 357 分，金融工程专业文科
339分，理科352分。需要关注的是，本一批次文
科已经招满，理科因有考生专业不服从，尚有部
分缺额，将进行征平。
南京中医药大学：新增专业有近20个缺额计划

南中医学生处副处长张同远介绍，该校今
年文科录取线343分，理科351分。部分热门专
业录取线：文科本硕连读录取线 347分；理科本
硕连读 358 分，中医学（五年制）356 分，药学类
351分。今年只有少数考生被退档。提醒本一

“滑档”的考生，今年南中医新增专业“中医药资
源与开发”尚未录满，有近20个名额投放入本一
征求批次。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江苏增投10多个计划
南农招办主任倪丹梅介绍，今年该校文科

投档分343分，理科投档分350分。热门专业为
金融会计、生命科学基地班、生物类本硕连读、
风景园林、投资学等。在江苏增投10多个计划，
录取进档且专业服从调剂的考生。

小贴士：如何查询录取情况？
录取期间，考生可通过以下方式查询录取

情况：1.通过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查询，
考生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在高考录
取结果查询栏目，输入自己的考生号和准考证
号进行查询；2.通过各市、县(市、区)招办查询；3.
通过所报考院校招生网站查询；4.考生还可拨打
电信声讯电话16887799查询。

南京热门高校本一录取线出炉 财经类专业猛吸高分考生
部分高校尚有缺额，明天将公布本一征平信息

南京财经大学、南京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新增专业有近20个缺额计划，河海大学水利土木等录取线较高，东南大学最高分录取在建筑学专
业，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江苏增投10多个计划——

吹笛子好比练“气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