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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教育
幼儿生家长群：

89672273
小学生家长群：

59670954
初中生家长群：

65472317
高中生家长群：

60473283

嗨嗨
这里是家长交流孩子成长的自由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倾诉孩子成长的烦恼

在这里，你可以分享同城家长教子心得

在这里，你也可以寻求教育的最前沿资讯

请加入晚报教育

QQ群

高中毕业去当兵，
是个好出路吗？

兔兔爸-高一：问下
大 家 ，高 中 毕 业 生 去 当
兵，好吗？

雨后彩虹-高一：直
接考军校，我们有一亲戚
也是当兵两年回来再上
学

旸旸-高二：考上大
学还是没考上？

兔兔爸-高一：考的
高职

旸旸-高二：高中毕
业了还有高职啊？就是
大专？

兔兔爸-高一：现 在
高 中 毕 业 去 当 兵 ，和 上
完 高 职 去 当 兵 ，哪 个 合
算

骏骏高二：现在去，
万一考上军校呢

雨后彩虹-高一：部
队去考军校的机会难的，
上完高职当兵年纪太大
了吧

快乐-高一：高职在
读去，回来拿毕业证书

考拉-大一：进了大
学去当兵更合算

czshow 高 三 ：大 学
当兵退学费的

旸旸-高二：当兵就
等同于工作了

铃铛：问题是你想当
兵就给当的啊？

苇妈-高一：现在当
兵好难的

三高一：我社区的一
个劲地叫去登记

上善若水高三：年满
18周岁都要登记的

雨后彩虹-高一：登
记了就必须去吗？

铃 铛 ：登 记 了 去 体
检，一般人总归不过，但
服兵役是国民应尽的义
务

现在当兵体检也严
格的好伐

三高一：近视眼能当
兵吗？250度

骏骏高二：视力不好
的飘过

雨后彩虹-高一：我
们楼下的已当兵回来了，
当时是眼睛不好，还是去
激光的

时间：上周三 出处：晚报教育高中群

群言无忌群言无忌

得作文者，得语文！得语文者，得高考！
6月7日，如何以作文扭转自己命运？
让我们拭目以待——

江苏高考作文“命题解密王”

邵顺文2016年江苏省高考
作文题目“命题解密”
暨高考作文提分攻略

邵顺文，被誉为“江苏
中高考作文命题解密王”，

“江苏中高考作文资深研究
人”，我省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高考作文题连
续押中者，中国作协会员，
冰心散文奖获得者。散文
作品《读树》《一株被刀遗忘
的芦苇》《步步莲花》《阳光》
等被列入全国各地中考高
考阅读理解试题。他应邀
在江苏省金陵中学等许多
知名学校讲授中考高考写
作技巧。他为江苏省南京
外国语学校、江苏省南师附
中、江苏省天一中学、江苏
省金陵中学等多所名校培
训了多名优秀学生。其中
陆超然为2015年高考江苏

省理科第二名（香港大学），
李晗为2014年高考淮安市
理科第一名（清华大学）、谷
新远为2013年高考淮安市
文科第一名（语文 168 分，
北京大学）。

地点：镇江市京口区
梦溪路 5 号东宫职工学校
204大教室

高考押题时间：
5月29日（星期日）
晚上7∶30~9∶30
短信预约：
13813813722
微信预约：
13813813722
友情提醒：全省限100

名学生入场，预约从速，额
满即止。

本报讯 上周六，天合国际学
校闹腾一片，一年一度的夏日游园
日如期举行。瓢泼大雨并未阻挡
家长、孩子的热情，上百个家庭走
进校园，亲子共乐。

数十个摊位，辟为美食区、趣
味游戏区、手工制作区、兑奖区等，
孩子们穿梭于其中，吃喝玩乐。“迷

你钓鱼台，凭借的是稳中求胜的技
巧与耐心；“飞镖射击”则需要循序
渐进的手感与平衡；“超级乒乓”和

“大灌篮”则更容易展现出一个小
小 Team leader 的不凡领导力和
团队执行力⋯⋯Face paintxing

（面部彩绘），是最受欢迎的摊位之
一。三位老师，几乎没有停歇的时

候。寥寥数笔，一个个生动的形象
呈现出来，有可爱的小猫咪，有新
鲜的草莓，还有美丽的花儿⋯⋯助
教徐老师说，之前在网上百度了一
些脸谱彩绘图案，所以画起来游刃
有余。

据了解，这些摊位，都是由学
生和外教设计的。孩子们忙前忙
后，不亦乐乎，来帮忙的还有家长
义工。天合国际的初一男生金亮
吉，和小伙伴设计了“激光迷宫”的
游戏，可以赚取积分兑奖。他说，
在科学课上玩过这游戏，将游乐园
的活动和课堂结合起来，还挺有劲
的。

二实小的小姑娘安琪，带着两
个小弟弟一起来逛吃逛吃。三个
人赢了 400 多积分，乐坏了，还总
结经验哪个项目赚得最多。她说，
每个项目都很有意思，不过更实在
的是多赚点积分兑大奖。

（黄琬茹 毛翠娥 文 陆研 摄）

觅渡教育集团三年级孩子的成长礼

校友爷爷书信寄期盼
本报讯 近期，觅渡教育集团

三年级开展了“十岁成长礼”系列
活动，同学们参观瞿秋白纪念馆，
走近校友院士墙，表演秋白小话
剧，更深入地了解了觅渡校友瞿秋
白、屠岸及六位院士的事迹。他们
的事迹让觅渡的孩子们感到自豪，
他们的精神更让孩子们感到敬
佩。于是，三年级的孩子们决定给
屠岸爷爷和四位院士爷爷写信，表
达觅渡师生的祝福，希望他们有机
会能回到母校走一走，看一看。

让大家惊喜的是，很快就陆续
收到了校友爷爷们的回信。他们
首先祝同学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更为同学们进入十岁这一特殊的
成长阶段送来了祝福，同时也对同
学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当第一封来自中国科学院院
士庄逢辰爷爷的回信转交到同学
们手中时，大家沸腾了。庄爷爷在
信中回忆了自己十岁时的情景，并
勉励同学们：“从小就树立崇高的
人生理想，锻炼健康的体魄，培养
高尚的情操，做到德、智、体全面发
展，长大后成为建设祖国的生力军
和主力军。”

接着，著名作家屠岸爷爷寄来
了热情洋溢的亲笔书信，他在信中
祝愿同学们的“十岁成长礼”圆满

成功，祝同学们健康、茁壮成长，成
为对国家、对人类有用的、有贡献
的人。他还赠上了亲笔题词的自
传书籍《生正逢时》。

中国工程院院士蒋亦元爷爷的
信也随即而来，他满怀期待：“你们
是祖国的未来。将来无论从事什么
工作，都要求创新、求突破。”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庄逢源
爷爷的信几经周转，也终于和同学
们见面。他希望孩子们成为一个
有责任心的人，培养自己的兴趣，
保持旺盛的求知精神，做一个有益
于社会的人。

（邹文艳）

上百个家庭去“天合国际”逛吃逛吃⋯⋯
夏日游园火爆进行

听在常外国旗下讲话的国际友人说——

光学英语还不够，更要懂英语国家的文化
本报讯 本周一上午，常州外

国语学校升旗仪式后的国旗下讲
话，首次出现了国际面孔。常外国
际部外教主管 Matt 从自身的“全
球化”经历和视角出发，作了主题
为“心怀梦想，从这里走向世界”的
演讲，高二 A Level 课程 1 班的王
智慧同学为其做了双语翻译。

Matt 在演讲中强调，全球化
背景下，掌握一门全球通用语言非
常重要。据他引自国外网站的数
据，目前英语和汉语已经成为全球
最受欢迎的两大语言，而英语毫无
疑问则是目前全世界使用最普遍
的商务语言。不过随着全球化进
程的深入，单纯会说英语已经无法
满足社会的需要，除此之外还要懂
英语国家的文化。对此，他举了一
个跨国公司招聘员工的例子来说
明，通常跨国公司老板更倾向于雇
用那些在国外生活和工作过的人，

因为这些人不仅懂英语，更了解西
方文化，在跨东西方文化沟通方面
更具优势。

据了解，Matt 是一位韩裔“欧
巴”，从小成长在美国，不过他对
中国非常着迷。Matt 的汉语水
平给现场的师生留下深刻印象，
他不仅用流利的中文作了自我介
绍，更在其演讲中穿插使用了各
种网络流行用语，比如在谈到学
习英语国家文化的重要性时，他
风趣地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然
后重复了三遍“Learning Eng-
lish is not enough”。

所以，Matt 认为，想要了解英
语国家的文化，除了学习书本知
识外，更多的还是需要去到当地
生活和学习，通过与当地人互动
交流进行深入了解。这也就是为
什么现在那么多同学想要读国际
课程，并选择出国留学的原因，因

为“他们希望在这个竞争激烈的
世界拥有一种大多数人所没有的
优势。” （和梦菊）

省人社厅指定的常州地区唯一
心理咨询师培训鉴定机构

心理咨询师
●资深教授执教，规范的教学管理
●7月底开班，11月中旬常州考试
●参加培训可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考试不合格可免费再学
另：维修电工（可考电工操作证）、

育婴师6月初开班

常州地区公共营养师培训鉴定机构

公共
营养师

常州市职业技能训练中心
网 址：http://www.czks.cn/

http://cy.czhrss.gov.cn/
联系电话：0519-8811687013912334598
报名地址：局前街28号4楼416室（市第一人民医院向东100米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