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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江苏省天一中学
获悉，学校在2020年各类学
科竞赛中成绩再创新高。其
中，以数学学科的竞赛成绩最
为亮眼。

据了解，2020年全国高
中数学联合竞赛成绩揭晓，天
一中学共有蒋昕童、陆圣为、
秦楷等19人获得江苏赛区一
等奖（原国一），再创天一中学
数学竞赛历史新高。其中，蒋
昕童、陆圣为、秦楷、曹杰4名
同学入选省队，即将代表江
苏出赛。此外，另有吴昀泽等
67 人获得江苏赛区二等奖
（原省一），邹宇晨等20人获
得江苏赛区三等奖（原省二）。

据悉，数学联赛含金量居
五大学科竞赛之首，难度最
高。数学联赛题目讲究求新
求变，没有套路可循，每次做
题都是一次创造，锻炼的是解

决数学问题的能力。数学联
赛也是衡量一所学校实力的
重要指标。各省高考的前几
名基本都有竞赛经历，这也将
对强基计划的校测起重要作
用。

另外，在第34届中国化
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天一中学
白杨硕、陈礼明、金昊天等5
人获得国一。其他奖项成绩
将在近期公布。在第37届全
国中学生物理竞赛中，天一中
学朱鹏飞、高钰杰、王怿轩3
名同学获国一。据悉，其他奖
项成绩将在近期公布。在
2020年全国生物奥林匹克竞
赛中，张涵宾、虞寒烨、朱鹏飞
等8名同学获国家二等奖，张
炯辰、朱谦益、缪彦瑒等7名
同学分别获得国家三等奖，杨
照、何欣怡同学获得江苏赛区
省一等奖。 （素馨）

天一中学2020年
学科竞赛成绩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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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女生数次随锡剧剧组登台演出
学校民族经典文化传承“有一套”

2021年空军招飞工作已
全面启动，值得一提的是，此
次还招收女飞行员。

日前，东部战区空军招飞
中心在无锡市教育考试院设
检测站，对无锡市的上站考生
进行初检，全市共52名高中
生顺利通过初检，其中6名为
女生。

据悉，此次空军招收高中
生飞行员要求符合招飞身体

基本条件，文理科、男女不限，
外语限英语或俄语。

全市共有114名高三学
生（含27名女生）上站检测，
初检主要有两项内容：初步体
格检测和文化摸底考试。

根据相关要求，初检合格
的学生还要经过复检、政审、
定选环节并且高考文化成绩
超过一本线才能最终录取。

（素馨）

无锡52名高中生
顺利通过空军招飞初选

前洲中心小学是无锡市首批
锡剧特色传承学校之一，锡剧文
化在前小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我
们为喜欢锡剧的孩子们搭建了许
多学习和展示的平台。学校祁达
锡剧团的学生在区级、市级、省
级的各项演出和比赛中积累了丰
富的舞台经验。短短4年，一个
有梯队且训练有素的戏剧社团已
经初步形成。”锡剧团指导老师
韩静波说。

“锡剧训练时间为每天下午
三节课过后，大约一个半小时，
雷打不动。”韩静波解释道，基
本功训练包括压腿、踢腿、圆场
和形体，唱腔训练则是跟着专家
老师学唱，逐字逐句教。惠山区
锡剧传承中心的殷玉婷老师与强
明老师每天下午都会前来授课。

“我们根据冯其庸老先生的故事
创编了‘少年冯其庸系列’三部
曲，演绎他的人生经历。”教务处
副主任张磊说，为迎接学校110
周年校庆，锡剧团学生正在排练

《少年冯其庸之一——避灾》，将
于12月为全校师生呈现。

李艺灵于二年级被选入锡剧
团，并随大型原创锡剧《好人俞亦
斌》剧组去南京和北京演出。“她
的舞台经验很足，入戏也快。这次
被选上《追梦路上》一方面是自己
努力，另一方面是老师们对她无
所保留倾囊相教。”在韩静波眼
中，李艺灵是一个有灵气并且很
刻苦的姑娘。唱锡剧讲究一定的
功底，海选时老师会关注学生的
音准和长相。李艺灵跳过拉丁，
体态也很不错。韩静波表示，李
艺灵开始学习锡剧后，家人也很
支持，今年受锡剧影响她转为学
习民族舞了。

正是因为在学校有接触锡剧
的机会，李艺灵有了舞蹈外的另
一选择，她已经决定充分考虑专
业前景后报考相关院校。前小“班
班有特色，人人有特长”的办学特
色，让不少学生找到了自身兴趣
所在。

四年级学生多次随剧组外出演出

每周五中午经典吟诵社团开
展研究性学习；每周二、周三、周四
下午民乐排练厅都会传来演奏声；
每天下午放学后，锡剧排练教室里
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锡剧进校园”
试点工程……自 2019 年学校的
《民族经典文化课程基地建设》成
功立项省小学特色文化建设工程
项目以来，学校开发民族经典主题
课程，重点打造民族经典文化课程
基地实施平台。目前，该校开设有
20多种民族经典文化课程，许多课
程融入了乡土特色。

为了“让每一块土地都说话，
让每一寸土地都育人”，学校完善
已形成的校园景观并设置多个功
能区域，分为与课程主题相对应的

“一堂二廊三场”，为学生的主题学
习提供载体。“我们建构国学传诵、
民乐传艺和翰墨传创三大主题学
习活动领域，设有诗文传诵堂、吴
地习俗廊、其庸立志廊、民乐演艺
场、翰墨传创场和交互虚拟场。”该
校副校长陆丹介绍。

课程基地建设离不开与学校
实际情况相符的校本教材。学校
骨干教师花了2年时间自主开发
12册《国学经典选读教材》，收录了
冯其庸诗词《忆太湖》以及经典唐
诗。此外，由学校老师组织编写的
校本教材即将全部完成。其中民
乐校本教材根据低、中、高不同年
级编写，目前已经全部完成；水墨
校本教材《宽堂流韵·水墨童心》
已经进入出版阶段，教材中的范
画以及步骤都由本校师生完成；
《海燕诗作》《锡剧校园读本》和
《吴地习俗汇编》三本教材已经进
入编写阶段。

“我校民族经典文化课程基地
建设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
学习内容，将经典与现代相结合，
旨在丰富儿童校园生活，让孩子在
民族经典课程学习中‘乐在其中’，
构建有利于转变学生学习行动的
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真正动起
来，促进素质全面发展。”该校校长
孙琴芬说。 （杨涵）

多方位营造民族经典文化学习氛围

上周五晚，由惠山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与堰桥街道联合打造的大型原创锡

剧《追梦路上》登上了南京紫金文化艺术节的舞台。在这部戏中扮演“小花”的

演员是前洲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李艺灵，她也是剧组中年龄最小的主演。

一直以来，滨湖区在教育资
源配置、育人模式变革和教育体
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形成了优质均
衡发展的“滨湖道路”，“十三五”
期间，滨湖教育深化对“优质均
衡”的内涵认识，努力实现办学
数量与质量的“同步落子”、教育
的普及与个性的“双手联弹”，着
力从“成就人、发展人”的视角进
一步提升区域教育的均衡度和优
质度。

●教师更懂幼儿

提到无锡市育红实验幼儿
园，“玩美”二字，几乎是标签——
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涂鸦，而是
在玩乐中教会学生们成长，让
教师们更懂幼儿。走廊、操场、
过道……在幼儿园的角角落落都
是孩子们的“涂鸦世界”。

此外，育红实验幼儿园还将
目光聚焦在户外资源，今年暑假
期间专门进行了升级改造。日前，
无锡市育红实验幼儿园的前瞻性
项目《玩美旅行：幼儿涂鸦课程的
深度建构》召开了新学期研究小
组会议。围绕“项目式学习”的开
发研究，育红实幼的教师们立足
于“梦幻彩绘场”“生活素描墙”

“种养写意园”等四个实施路径，
组成了四个研究小组，聚焦涂

鸦，开展研讨。
新的学期、新的开始，“玩美”

旅程将继续前行，促进幼儿更灵
动和全面地发展。

●校本提升战略

同伴调解员、同伴小红帽、同
伴升旗手……在河埒中心小学，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铁三角”
小组，同组内相互促进、组外各
队PK，既有合作协助，也有竞争
机制。

从一堂课走向一门学科，从
一门学科走向多门学科，在“同乐
课程”之下，学校尝试着由多位
不同学科教师组成“教学研共生
体”，打破各门学科分割、分立的
传统课程教学思维模式，运用多
品种、多层次、多种文化重构的
理念，不拘一格地采用新形式互
助互通，发挥整体效能，形成“大
课程”。

近年来，“校本提升战略”是
滨湖区全面提升教育质量的“供
给侧”。这种自主规划、自挖亮点、
自我提升的办学路径，让滨湖的
学校发挥了各自特长。经过十多
年的实践，“校本提升战略”经历
一个迭代升级、持续优化的过程，
如何在落实“立德树人”与质量

“走在前列”上实现双平衡、双促

进，这成为了滨湖教育人必须跨
越的重大关口。

●强劲师资力量

为倾力打造各学段的教育
“金名片”，近年来，滨湖教育人用
心办教育，用爱育学生，全力做到
优质资源全覆盖、教育公平全到
位、教育质量全提升。

除了常规的培训、公开课外，
立人高中青年教师自发组织成立
的“青团子俱乐部”，以青年论坛、
名家讲坛、读书交流会等为着力
点，从校园这片沃土中汲取精神
养分，相互抱团，共同成长。

拿得起、叫得响的师资队伍，
是滨湖教育强有力的发展后盾。
在全市首建的“教师发展中心”

“教师成长基地”，搭建的“希望之
星班”“名师工作室”等各级专业
研修平台，为不同发展阶段的教
师提供了丰富而适宜的研训课
程，成为了滨湖教育人专业发展
的“强力引擎”。

近年来，滨湖教育人用心办
教育，用爱育学生，全力做到优质
资源全覆盖、教育公平全到位、教
育质量全提升。优化资源配置，是
滨湖教育转型发展的“先手棋”，
强劲师资力量，是滨湖教育的“驱
动力”。

滨湖实现办学数量和质量的同步落子

作为无锡市最年轻、最具活
力的板块，承载着数以万计涌入
的新市民家庭的希望。2020年是
经开教育迈开步伐加速奔跑的一
年。

●教育设施规划布局

今年5月，无锡市观山实验幼
儿园开园，作为配套设施，为周边
小区提供了大量学额。在这所崭新
的幼儿园里，有充满野趣的自然生
态果园，潺潺灵动的“江南风”水
养植物水渠，还有陪同孩子们探索
自然生命成长的玩伴。

不光是学前教育，经开区在整
个区域教育配套设施上也加大了投
入。根据新的发展形势，还有市民
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经开区在
成立之初就开始着手启动教育设施
中长期布局规划。经过一年多的时
间，现在初步形成一个到2035年
的规划，目标是到2035年，经开
区全区要布局学校80多所，目前
已有35所，今后的建设任务还有
近50所。另外，根据《无锡经济
开发区教育设施规划布局》和三
年建设计划，经开区今年已启动
了尚贤万科小学等3所学校改扩
建项目，还有东 中学等十余所
学校新建项目，总投资超过 30
亿元。

●筑得暖巢引凤来

如今这片教育热土名校、名园
汇聚，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名师”

“名校长”的加持。2011年，余志明
作为优秀师资被引进到太湖格致
中学，成为了市首批名师工作室、
市首批初中语文新课程发展基地
带头人。今年4月，经开区成立“种
子工作室”，余志明再一次成为了

“领路人”。今年暑假，余志明的“领
路”工作室又与江苏省第5批乡村
骨干教师培育站相结合，吸纳的优
秀教师从 12人一下子扩充至 26
人，承包了今年下半年“锡慧在线”
课堂全市初一年级语文课的录制
工作。

经开区非常重视人才队伍培
养，成立以来共招聘新教师 199
人，引进成熟型教师46人，新增区
级以上骨干教师63人，通过内培
外引，打造一支力量雄厚的师资
队伍；成立“领雁”工作室、“领路”
工作室、“护航”工作室，发挥名师
名校长引领示范作用，带动教师
队伍整体快速成长；聘请江南大
学副教授挂职副校长，尝试教育
人才引进新模式；制定《新教师三
年培训计划》和《校长专业素养提
升计划》，夯实教师队伍和管理人
才成长基石。

●锤炼教育文化品牌

经开教育外修师德师风，内炼
文化品牌。在这里，每个学校都在全
力打造具有各自特色的品牌课程。

经开区首届“青少年足球超级
联赛”火热开赛，首场揭幕战上，尚贤
教育集团代表队的小将们勇猛果敢，
开场不到10分钟就率先夺下3分。在
尚贤万科小学，校园足球被打造成立
德树人的育人工程、五育并举的素养
工程和体教融合的探路工程。学校每
班有足球队，每周有友谊赛，并从每
个年级遴选出优秀的“苗子”进入校
队培养。2019年，尚贤教育集团万科
校区成功申报全国足球特色学校。

作为尚贤万科小学的“同胞兄
弟”，尚贤融创小学将科技教育的种
子播撒在学生心间。学生危婧伊与
刘昕雨编写了一套智能测温消毒系
统，收获了第六届全国青少年创意
编程与智能设计大赛二等奖的好成
绩。为了让科技课程更接地气，激发
更多孩子的兴趣，尚贤融创小学特地
开设了机器人、无人机等科技类社
团，邀请外聘专家，联合家校共育。

未来，经开教育将继续向着教
育现代化、均衡化、特色化和国际化
跨步迈越，全力推进教育改革创新，
全面提升教育现代化水平，办好人
民满意教育。

经开迈开步伐 加速奔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