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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第一次考托福，竟然
获得 118 分（满分 120 分）的高分，
这名牛人出自常外国际部 AS 班

（高二），一名叫Sean的本地生。
上周五下午 4:00，记者在常外

国际部见到 Sean 时，他刚刚完成
2016 年夏季 CIE 全球统考的一场
考试。问他感觉如何，他一脸轻松，

“还不错”。国际部的老师说，作为
一枚学霸，Sean 的学习能力毋庸
置疑。

Sean 4月初参加了托福考试，
原 定 目 标 110 分 ，最 终 成 绩 118
分。据悉，托福考试分听、说、读、写
四部分，每部分满分30分，这一次，
Sean 除了口语获得 28 分，其他三
项满分。托福“118 分”是什么概
念？记者查阅了众多专业的知名留
学网站，信息显示美国前10大学的
本科申请条件中给出“托福”要求的
基本为100分。这一信息在常外国
际部了解升学的老师处得到了证
实，他说，118 分可满足顶尖学校
对托福成绩的要求。

谈及托福成绩，Sean 显得很平
静，说没去特意复习，不过因为是第

一次考，所以在考前做了两套题熟悉
考试流程。谈及学英语的心得，他说
就是在“沉浸式”学习环境中多使用英
语交流，另外拿非常关键的“背单词”
来说，建议不要死记硬背，而是把它放
到平时的阅读与使用中去增强记忆。
此外，有意识地增加接触英语的频率，
至于通过什么方式去接触英语，那“关
键是兴趣”。就他而言，喜欢刷英剧、美
剧，一般是遮着字母看，偶尔遇到没字
幕的也直接看，现在基本上都能看懂；
他还喜欢看英文原版书籍，手机也下载
BBC 等可以接触地道英语的APP，不
过对于初学者他建议先从类似“VOA
慢速英语”这样难度稍低点的逐步适应
然后过渡到语速较快的BBC。

小学念到高中，Sean 就是那个传
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在别人眼里
他学得轻松，成绩稳居前茅，他说抓住
课堂是根本，与其将课堂笔记记得漂
漂亮亮的，还不如彻底弄懂等。在常
外国际部众多的社团活动中，他选报
了国际象棋，不过偶尔也会帮助国际
部校刊社的同学修改英文稿件，目前
他已接受校刊社的邀请负责英文版内
容的编辑。 （和梦菊 毛翠娥）

常外国际部这位高二男生是怎么做到的

首次“裸考”托福，拿到118分！

本报讯 红梅实验小学六（3）班的周
昊懿，是个小机器人迷。让他没想到的
是，竟然一路“折腾”到了美国的赛场
上。5 月 2 日~9 日，周昊懿和另外两名
小伙伴——六（2）班的陈卓远、陈缪南，
在学校两位科学老师的带领下，远赴美
国新墨西哥州参加“2016RoboRAVE
国际机器人大赛”。此前，他们的“创新
工程”项目——硬币拾取器在亚洲公开
赛上斩获一等奖，从而获得参加国际赛
事的资格。

常州娃的“硬币拾取
器”亮相国际赛事

RoboRAVE 国际机器人大赛，是

一场集机器人创意、设计、竞技的狂欢
Party。对学生动手能力、科学素养、团
队合作能力、综合管理能力，都有一定的
要求。

本次大赛全国有 15 个国家的 570
支队伍参加，红梅实小是唯一参赛的江
苏代表队。周昊懿、陈卓远、陈缪南的作
品是“硬币拾取器”，因为有国内赛的基
础，所以这一次更加游刃有余，出发前更
多的准备是苦练口语。

周昊懿介绍，大赛现场像一场嘉年
华，选手们需要使出浑身解数向入场观
众介绍自己的项目，从而获得投票。因
为，正是观众的投票决定了奖项的归
属。“我们分工合作，一人负责拉人，两人
负责讲解。”带队的袁元老师说，三个小

朋友落落大方，很多观众被他们的作品
所吸引，还提出了一些问题，像创意来
源、有没有遇到困难等。

尽管最终无缘奖项，但周昊懿一
行都说不虚此行，“锻炼了口语与胆
量，见识了高科技，更激发了学机器人
的兴趣。”

四~六年级将全面普
及创客教育

据了解，上学期开始，“创客”纳为红
梅实小的校本课程之一，每周 2—3 课，
30 多名四、五年级的孩子，利用中午自
习的时段进行活动，学习入门级的编程
和小车的搭建、控制。在此基础上衍生
出创客社团，以主题项目的形式让学有
余力的孩子参与。

校长苏渊表示，信息化时代，不提倡
将一个知识以死记硬背的方式灌输到儿
童脑袋里，而是要全方位锻炼孩子解决
问题的能力、动手能力和创造力，创客教
育就是很好的活动载体。

在创客课堂上，孩子们做出了除草
机、扫地机、旋转飞椅等一个个生活化的
作品。同时，学校积极组织孩子们外出
参赛、交流，搭建展示的平台。就在本周
六 ，又 有 4 名 孩 子 将 前 往 上 海 参 加
scratch（一个编程软件）day 的展示活
动。

校方透露，在征集家长的意见后，
下学期开始，四~六年级全面普及创
客教育，在信息技术课、综合实践课
上增添“创客”的内容，其中，四、五年
级 安 排 5 个 课 时 ，六 年 级 增 至 10 课
时。“届时，学生上课将更多地和硬件
相结合。”

为营造氛围，今年暑假，红梅实小
还将组织创客夏令营，并向社区、社会
开放。 （毛翠娥）

学生机器人作品亮相美国赛事

红梅实小四~六年级将普及创客教育

本报讯 17 日，2016 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化工生产
技术赛项在常州工程学院拉开帷
幕。来自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工程
技术职业学院等全国 49 所高职院
校参赛队的 147 名选手聚集常州，
比拼技能，切磋技艺。

在三天的赛事过程中，各个高校
参赛队选手将参加理论知识、仿真操
作、精馏操作等三个竞赛项目的考
核。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以“工匠”精
益求精的标准严格要求自我，励练技
能，充分展示了新一代高职生扎实的
理论基础和精湛的技能水平。

（沈琳）

全国近150名高职生常州切磋技艺夏任波，中共党员，高级技师，现
担任江苏省数字化电化学加工重点建
设实验室高级实验师，常工院“夏任波
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工作期间
取得国家发明专利 7 项，实用新型专
利 1 项；获商业部“中国商业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1 项。获“常州市有突出贡
献技师”、“常州市企业首席技师”、“常
州市职业院校十大就业明星”等荣誉
称号。2004-2009 年就读于常州刘国
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期间连续
多次在省、市技能比赛中获冠军，被学
校评为“优秀学生”、“优秀团员”、“优
秀毕业生”、“就业创业明星”等。

2004年的夏天，对于初入刘国钧
高职校的夏任波来说，曾经茫然过，觉
得进入职业学校前途黯淡，亦不知道
未来是何许样子。班主任史庭足一番
话鼓舞了他：“学问是金饭碗，技能是
铜饭碗！这就像人们在穿金戴银的时
尚打扮里趋之若鹜，可金的总有一天
会贬值，而铜的却能在历史长河的洗
礼下历久弥坚。”这番话让他化茫然为
动力，使他开始了一段在职业学校的
全新生活。

用无数艰辛和汗水
换来大赛冠军

在校五年，夏任波在技能训练上
精益求精，不敢有一丝懈怠，多次在全
省、全市级技能大赛、创新大赛中荣获
一、二等奖。不懈的努力，他只是想离
自己的校友——全国冠军张伟东更近
些，因为他知道，“技能成就人生之路，
梦想是靠自己走出来！”

夏任波不怕苦不怕累，在技能上
不断挑战新高度。在参加 2007 年常
州市职业院校技能竞赛期间，他不仅
白天在学校数控实训室练习，而且由
于机床系统不同，傍晚还要拿着50斤
左右的工具箱从学校出发到常州科教
城，等科教城学生实训结束了，借用他
们的机床训练。每天从下午4点干到
晚上 9 点多回校。在科教城，他们模
拟赛场环境：5 小时的时间，现场完成
一套图纸，老师掐表计时。这帮血气

方刚的小伙当然谁都不愿服输，水平自
然也就在紧张训练中提高了。

曾经连续一个多月，他们每天晚
餐就是盒饭，5 分钟吃完继续干。也许
是饮食太仓促了，到后来他吃点什么
就胀肚，比赛结束后去医院检查，结果
被诊断得了胃炎，之后将近一个月都
只能吃药、喝粥。即使养病期间，他也没
有停止训练。每天训练完回到学校都要
将近 10：00。尽管如此，到了第二天的
早 8：00，他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车间开
始新一轮练习。经过近 3 个月集训，夏
任波和同伴们信心满满地走进赛场，最
后在数控车项目上就拿回了3个常州市
第一，荣誉中包含无数艰辛和汗水。

以高技能被常工院聘
请，完成多个重点项目

2009 年，夏任波完成 5 年学业，面
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他信心满满，因为他
的技能过硬，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并且
已经有两家企业高薪聘请他，他由就业
转向择业，这就是学好技能带给自己的

优势。由此他模仿刘国钧提出的著名的
“三个一点点”（“货色要比别人好一点
点，成本要比别人轻一点点，价钱要比别
人高一点点”）总结了三句话：技能比别
人扎实一点点，为人比别人诚恳一点点，
就业就会比别人容易一点点。

由于在校期间的优异表现，常州工
学院也向夏任波抛来橄榄枝。他终于以
一名教师身份踏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
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他，不满足于在校所
学，觉得还要深入系统地学习自己感兴
趣的技术，还要继续让心中梦想走得更
远。为此，工作期间，他向同事学习、向
实践学习；工作之余，从早到晚泡在实验
室，如饥似渴地像海绵一样吸取各种专
业知识。为了更好地参与技术革新和技
术攻关，他从未停下求知的脚步。

2010 年、2011 年，夏任波和他的团
队合作完成了重点实验室与江苏省特种
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合作的“爆破
试验用输油管”项目；与常州宝菱重工合
作完成“月牙飞剪刀片”项目。期间，他
还与常州某医疗器械公司合作研究“人
工髋关节球数控电解机械复合加工技

术”。经过夜以继日的研究、实验，这
一技术艰难地从图纸中“走”了出来，
由设想变成了现实。人工髋关节纯粹
依赖进口的瓶颈终于被打破了，病患
医疗成本得到了有效降低。该项技术
获得了 2011 年常州市首届科技创新大
赛二等奖。

常工院为他建立“夏
任波技能大师工作室”

2013-2014 年期间，夏任波作为主
要完成人（排名第三）完成国防科技工业
基础成果推广子项目“带冠叶间流道数
控电火花加工技术研究”，撰写项目研究
报告两篇，项目经费50万。带冠整体叶
轮的加工被业界称为皇冠上的明珠，带
冠整体叶轮较镶嵌式叶轮强度更高，工
作时间更长，为我国在航空发动机技术
上赶超欧美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4-2015 年期间，夏任波独立承
担完成与中国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
研究所共同研发的“非公路重型液力自
动变速器”项目，项目经费 49.8 万。该
重型液力自动变速器配装于采煤机等超
大型工程机械及矿山机械，目前国内无
任何一家企业能研发及生产此类变速
器，全球所有超大型工程机械及矿山机
械所需重型液力自动变速器均由欧洲极
少数几家变速器公司垄断。此项目研制
成功填补了国内此类重型液力自动变速
器的空白。

2014年，常州工学院以夏任波为领
衔人，建立“夏任波技能大师工作室”。
近两年工作室也是成绩斐然。

夏任波说，成功的艰辛只有自己懂
得，外人看来的一帆风顺，实则也有无
奈。他与实验室并肩成长，一起经历逆
境，接受挑战。他懂得人不光只能适应
顺境，也要拥有战胜逆境的勇气与耐心。

经过多年磨砺，夏任波已具备了解
决数控车、加工中心、电火花、电解等多
工种关键性操作技术及复杂工艺难题的
能力。他始终坚信：只要怀揣梦想，不畏
崎岖，铿锵前行，就一定能够为自己打开
一扇扇通往光明的未来之窗！

（程珏 皇甫）

刘国钧高职校走出的“就业明星”夏任波

常工院为他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

本报讯 每个周末，新北区春江镇
的四年级男生佳宝，都会来到位于百
丈街道的常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新北
分部上书法课。与大多数学员不同的
是，他是一名免费学员，不仅学费免
除，物料费也不要掏钱。

佳宝家境贫困，爸爸早早离世，家
里还有年迈的爷爷奶奶和一个姐姐，
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妈妈一个人身
上。小佳宝很渴望上兴趣班，但懂事
的他从不跟家人开口，因为他知道这
得花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新北分部
获悉后，决定帮佳宝圆梦。和小朋友

沟通后，发现他对书法比较有兴趣。考
虑到佳宝家住得远，书法老师两次送课
上门，带着笔墨纸砚来到佳宝家，一笔一
划教他写毛笔字。现在，佳宝妈周末得
空，便将他送到新北分部来上课。

为困难家庭的孩子提供免费上兴趣
班的机会，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新北分部开
设“希望课堂”，通过镇政府、社区了解周
边居民的情况后，主动对接困难家庭。新
北分部主任黄晨介绍，大部分困难家庭还
是认可这种做法的，超过9成困难家庭的
孩子都会来上课。据统计，目前，已有60
人次享受过“希望课堂”的免费课程，累计

免收学费达2万多元。
于 2014 年 6 月正式投用的市青少

年活动中心新北分部，建筑面积6800多
平方米，通用、专用功能教室60余间，教
育设施、设备等总投入达 6000 余万元。
开设包括书法、绘画、舞蹈、钢琴、跆拳道
等在内的艺术课程40多项。

黄晨表示，秉持公益性原则，跟市
青少年活动中心总部一样，新北分部坚
持 15 元/课时的低收费。分部的成立，
辐射到圩塘、百丈、魏村、新桥、孟河、罗
溪等地。近两年来，培训学员达 6000
人次。 （教宣 毛翠娥）

截至目前，60人次困难家庭的孩子免费上兴趣班

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新北分部开设“希望课堂”

本报讯 13 日，国家艺术基金
项目——“竹刻艺术青年人才培养”
培训班在江苏理工学院开班。

据了解，培训班由该校艺术设
计学院副教授郭琳主讲，并邀请留
青竹刻大师、非遗传承人现场授

课。以讲授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共
82 课时，旨在通过培训，以出精品、出
力作的方式提升“竹文化”艺术的软实
力和竞争力，为竹刻艺术可持续发展
培养亟需的创作人才。

（钱峰 井莹 吴婷）

江苏理工学院

竹刻艺术人才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5 月 9 日至 11 日，由
教育部主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现代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
赛项在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举
行。代表江苏出征的常纺机电系电
气 1431 陈宇杰、机电 133A 王家
起两位同学组成的团队，荣获“现代
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赛项团
体二等奖。这已是该校连续四年夺

得该国赛的高等级奖项。
此次大赛共有代表全国各省市的

71 支代表队 142 名选手参赛，竞争异
常激烈。此次大赛考核知识面几乎涵
盖了全部专业教学内容，考核题目又
灵活多变，对选手的能力要求高。常
州纺院代表队前期通过省赛的选拔并
代表江苏省参赛。

（黄晓伟 夏建春）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常纺院学子获二等奖

本报讯 经严格评审，我市第十
二届教师“华英奖”获奖名单已揭晓，
共有省常中虞俊等50名教师入选。

教师华英奖每 2～3 年评选一次，
名额50个，每人奖金5000元。

（华英宣）

又有50名教师获得“华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