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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信息学奥赛，省常中摘得2金5银2铜

又有两名同学保送清华
本报讯 日前从省常中传出

喜讯：7月底在四川省绵阳南山中
学举行的第 33 届全国青少年信
息 学 奥 林 匹 克 竞 赛（CCF NOI
2016）中，该校再获佳绩——共斩
获2枚金牌、5枚银牌、2枚铜牌，7
人获得国内名牌大学的保送和加
分待遇，均来自该校创新班。

省常中信息学“金牌教练”曹
文介绍，本届信息学奥赛，全国共
有 400 多名“种子选手”参加，比
赛持续一周。省常中 9 名队员获
得了 2 金 5 银 2 铜的好成绩，其
中：高二（11）班沈睿、高杰摘得金
牌并进入国家集训队（全国前 50
名获得者），延续了该校连续九年
输送国家集训队选手的辉煌；高

二（11）班陆晗、高二（10）班赵亮、
高一（10）班周润龙、高一（11）班
蔡昊源、堵君懿获得银牌；高二

（10）班王宇晗、高二（11）班唐天
一获得铜牌。

因为站在了信息学最高领奖
台上，名校向获奖学生抛来橄榄
枝。除赵亮已在去年保送清华大
学计算机系外，今年省常中另有7
位学生与高校签约，其中：沈睿、
高杰获清华大学保送资格；蔡昊
源、周润龙获得清华大学降 60 分
录取协议；陆晗获得上海交通大
学致远学院 ACM 班降一本线录
取协议；唐天一、王宇晗获得中国
人民大学降60分录取协议。

（毛翠娥）

何时开始学，什么孩子适合学，将来有何出路⋯⋯
关于信息学竞赛，这些可能是你想关注的

曹文介绍，参加信息学竞赛的“种子选手”，都有这样的共性：脑子聪明，成绩优异，综合素质高。
这几名学生，年级排名均在前10名之内，周润龙基本稳定在前3名。尽管为“应战”联赛、竞赛需停课
1~4周，但基本不影响学科成绩。

高中两年，沈睿只参加过一次校内期中考试，虽此前停课了一段时间，但依旧轻松考出年级第6名。
“真没什么窍门，成绩够好，才有精力忙竞赛，不然老师、家长也不同意啊！”虽是一句戏言，但的确如此。

关于学信息学，以下这些信息，可能是你想关注的。

2016年夏季剑桥A Level
全球统考成绩公布
常外国际部首秀表现不俗

一名学生以满分夺得
数学全球最高分

本报讯 11日，从常外国
际部传来喜讯：在 2016 年夏
季剑桥A Level全球统考中，
第一次参加考试的高一、高二
学生便取得不俗成绩——高
二（AS）年级 3A 以上学生 6
人（有望冲击世界前二十大
学），4A 以上学生 4 人（有望
冲击世界前十大学），其中
Sean 同学更是以满分一举
夺得A Level数学全球最高
分。此外，高一（IGCSE）学
生的表现也让人振奋，全 A
学生 2 人，3A 以上学生 15
人。

常外去年通过剑桥大学
国际考试委员会认证成为授
权考试中心，国际部目前开
设剑桥A Level数学、物理、
化学以及经济等学科。数学
作为中国学生的强项，是所
有学科中表现最优异的。常
外国际部包括Sean在内的9
名高二（AS）同学提前一年修
完A Level数学并参加全球
考试，6名同学获得A以上成
绩。而在中国学生并不擅长
的 经 济 学 考 试 中 ，高 一

（IGCSE）有 2 名 学 生 取 得
A+，高二（AS）则有 3 名学生
取得A等级.

高一（IGCSE）的蒋宜涵
同学，获得了 4A+的佳绩。

“最初是因为成绩不是特别
优异才选择国际班，没想到
国际班给了我更多的机会与
可能。”小姑娘说。国际班的
学习氛围比较自由自主，这
也给了自己培养自主学习能
力的机会。“自己想学时，才
是效率最高的时候。同样，
这样考前也会比较轻松，查
漏补缺就可以了。”就读国际
班，除了在学习方式上的转
变，蒋宜涵改变最大的就是
性格。“初中时我比较内敛，
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但在
国际班培养了个性，演讲、辩
论等活动让我敢于表达自
己，并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据 了 解 ，国 际 上 对 A
Level课程认可度极高，手持
A Level 课程证书，可申请
几乎所有以英语授课的大
学。所以，越来越多的中国
学生选择了 A Level 课程。
据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剑
桥国际资格证书大中华地区
的考试总量较去年增加了
13%，达到 86000 人次。其
中 ，中 国 大 陆 地 区 有 超 过
71651 人次报考了剑桥国际
资格证书的考试，较去年增
长了 15%，远超过 10%的全
球增幅。

（毛翠娥 实习生 章璐）

这几名学生，都在小学中高
年级阶段起步信息学，初中就

“征战”比赛。蔡昊源说，程序员
听起来很高大上，当初是出于好
奇学习。沈睿则是受身为电脑
老师的老爸的影响，认为写程序
可酷了。总之，兴趣第一位。

什么时候学最合适？曹老

师建议小学四升五的暑假开始
接触，在熟练操作计算机的基础
上，先学习计算机语言。这个年
龄段，孩子具备的数学知识结
构，基本能达到入门信息学的门
槛。如果年龄再小，学生的逻辑
思维能力不够，学起来吃力。

曹老师说，初中学信息学，

也不算晚，但小学起步，初、高中
的内容衔接紧密，更早出成绩。
新高三生赵亮，高一就因站在信
息学最高领奖台上，被保送清
华。沈睿，当时也获得了"达一本
线录取清华“的优惠。而其他学
科竞赛，鲜有学生在高一获得保
送资格。

信息学主要是编写程序，利
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现实
问题。所以，数学好，逻辑思维
强，才有能力学好信息学。

几名学生的实力，都不容小
觑：从小学围棋的高杰，小学时曾
拿下全市围棋冠军，高一在数学

竞赛中获省一等奖；在上学期的
期末考试，周润龙是全年级唯一
的数学满分，蔡昊源仅扣了1分。

曹老师说，信息学和其他学科
的学习相辅相成，对强化数学思维
能力、语言能力等，也有促进。这
一点，在沈睿身上有明显体现：初

中阶段的他，在年级上还处于中游
水平，进入高中后，蹿至年级前位。

记者发现，在信息学上“玩”
得顺溜的，基本是男生。曹老师
表示，在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上，
女生略逊一筹。每年纳新，女生
仅一两个，甚至一个都没有。

据了解，信息学日常训练主
要针对各种题目，用各种算法，
编程序解决问题。用不同数据
优化程序，以求达到最好结果。

学信息学，到底要投入多少
时间？

他们都说，虽然学得早，但

小学、初中花的时间并不多，到
高中后才真正“走心”。蔡昊源
初中就读于常外，他说，初中阶
段的信息学兴趣班，上学日每周
两节课，周末利用一天，学得比
较轻松。到高中后，除了平时、
周末、寒暑假，赛前要停课，一般

停1~4周。
日常接触电脑，不可避免要

玩游戏。这几名孩子也都玩过
游戏，不过自控力较强，视玩游
戏为放松方式，更高级的玩法就
是设计游戏。沈睿就设计过一
款名为《魔塔》的游戏。

曹老师说，保送政策调整，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留下了一批
真正喜欢信息学的孩子。这也
是几个孩子想表达的，千万不能
带着功利心去学。

很多信息学的高端人才，投身
IT 行业成为精英。曹老师介绍，
这些竞赛选手，9成大学专业选择
计算机，其中一半出国深造，毕业
后就职于腾讯、百度、谷歌、Face-

book 等 国 内 外 知 名 IT 公 司 。
2011届毕业生、在国际比赛中拿
到银牌的蒋中天，而今在谷歌任
职。还有一些毕业生，在国外知名
院校从事教学工作。 毛翠娥

何时学较合适？ 小学四升五暑假可入门

什么样的孩子适合学？ 数学好是前提

学信息学要花多长时间？ 大赛前需停课1~4周

竞赛选手的出路是什么？ 投身IT行业成为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