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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 有 朋 自 南 非 来 ，不 亦 乐
乎”⋯⋯9 月 8 日，在武实小教育集团教
师节庆祝表彰大会上，来自科教城常州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南非留学生激情热
舞，为在场的老师们带来了更多欢乐。

今年是武进区实验小学改名并成立
新教育集团后的第一个教师节，集团所
属学校武进区实验小学、武实小教育集
团花园分校、人民路小学和李公朴小学
的老师们，都带来了自己的“拿手好戏”，

《“鼓”舞师魂》、《花园雅韵》、《男“生”》
《悦动青春》等等节目，引得现场老师们
的阵阵掌声。 （徐佳 新峰 文摄）

武进区实验小学

外国留学生
热舞为教师节助兴

本报讯“对于教师这个称号，我们
无上荣光；对于教师这个称号，我们无比
清晰⋯⋯“9 月 8 日，武进区锦绣小学教师
节表彰大会暨师德建设月启动仪式上，该
校35位新教师齐声朗诵《我们是谁？》，展
现了青年教师积极成长的心态，拔节成长
的心愿以及对教师职业的深刻解读。

整场表演由孩子、家长和老师共同
完成。《师恩难忘》，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出
眼中的老师；家长们响应学校“绿色教
师节，走心，不走礼！”的号召，把自己对
老师的感谢制作成一段 VCR；《魅力教
师秀》，老师们介绍了自己眼中的同事；

《我型我秀》，展现了锦绣教师的多才多
艺⋯⋯大会还举行了隆重的师徒结对仪
式，宣读了“优秀教练员”、“教科研先进
个人”、“优秀教研组、最佳办公室、优秀
办公室”、“十佳班主任”的表彰决定，举
行了颁奖仪式。
（曾旦 陶新峰 文摄）

武进区锦绣小学

新教师
齐声朗诵庆节日

本报讯 “全国中小学生英语风采
大赛”常州赛区即日起开始接受报名。
记者从常州赛区主办方常州日报社了
解到，常州中小学学生均可报名，全程
免费参赛。所有参加初赛的选手均可
免费领取并学习“中教+外教”线上培
训课程，分赛区决赛十强及全国总决赛
选手，将由剑桥大学外语考试部联合大
赛组委会颁发参赛证书，总决赛前十强
的选手将受邀免费前往关岛游学。

“21 世纪·学而思网校杯”全国中
小学生英语风采大赛面向全国中小学
在读学生全面展开，针对不同年龄段选
手划分为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和初
中三个组别。全国共设立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天津、重庆、成都、常州等
39 个分赛区，所有分赛区比赛均以线
上评测的方式进行，让全国各地的学生
都能够不受时间、空间和经济条件的限
制，随时随地在线参赛。

本次大赛测评体系权威，英国剑桥
大学外语考试部提供全程学术支持并
参与命题，共同打造权威专业的全国性
英语赛事；赛制设计合理，采取线上+
线下模式相结合，赛事活动丰富多彩，
既可足不出户参加初赛、复赛、决赛，又
有机会站上国际舞台，展示自我风采。
大赛组委会不收取报名费用和培训费
用；考核方式先进，赛程中采用人机对
话“语音测评”的考评方式，紧跟中高考
教育改革步伐，遵循学生英语学习规
律，以科技手段推动中小学生英语综合
能力全面提升；比赛奖项丰富，分赛区
决赛及全国总决赛获奖选手将获得由
大赛全国组委会及英国剑桥大学外语
考试部联合颁发的权威证书，全国总决
赛获奖选手将有机会免费参加美国关
岛文化之旅。

大赛常州赛区报名已经开始，只要
是国家承认的具有招生资格的中小学

在校学生均可报名参加。具体报名方
式为：

团体报名：学校须先向分赛区组委
会申请团体报名，由分赛区组委会收集
学校团体信息后，每位参赛选手再自行
进入大赛官方网站完成后续报名流程，
报名后立即参加初赛考试。

个人报名：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完
成①大赛官方网站报名，网址 fc.21st-
century.com.cn。②微信报名，扫描右
侧二维码或微信搜索“中小学生英语风
采大赛”，关注
大赛官方公众
号，进入报名界
面 完 成 报 名 。
报名完成后，使
用电脑登陆大
赛官网即可参
加初赛。

陶新峰

优胜者将由剑桥大学外语考试部
颁发参赛证书、总决赛前十强选手获免费关岛游学

“全国中小学生英语风采大赛”常州赛区开始报名

ACT 取消上周六位于中国、日本、
澳门、台湾、新加坡等地的考试！取消原
因，竟然又是试题泄露！

影响：部分大学的早申请需注意

本次考试取消无疑对早申请的同学
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像乔治城大学、伊利
诺伊香槟大学、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
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
学均无法使用10月份ACT成绩。

对于申请这些大学的学生，请立刻注

册 10 月 28 日和 12 月 9 日 ACT 考试。10
月 28 日的考试有部分学校仍然承认早申
请（一般学校只认成绩参加的月份，而不
是出分日期）。目前，推迟到 11 月 11 日
的香港地区考试已无考位，但日本、韩国、
越南等地 10 月 28 日依然有考位。而对
于非常优秀的同学或者对于早申请成绩
很在意的同学，建议立刻报名 SAT 考试，
多给自己一次机会。

专家提醒：留学家庭要更早安排好备考

常州新东方前途出国负责人王冬全
表 示 ，近 几 年 美 国 本 科 申 请 季 开 始 前
夕，都容易出现 ACT 或者 SAT 的考试
临时取消事件。为避免此类事件，各留
学家庭一定要更早安排好备考与申请
计划，不能把宝押在最后的高三上学期
的 9~10 月。

此外，美国本科的提前规划性越来
越重要，高一开始着手托福的基础培训，
高一结束前最好能出个托福基础分，高一
暑期全力冲击托福，高二开学开始接触

SAT/ACT,高二下正常出一次分，高二
暑期再全面冲击最后的托福与高三上的
SAT/ACT。王老师建议托福还不错的
学生，最好在高一暑期可以安排一次美国
大学的 summer school，短期来讲对于
申请有很好的支持作用，长远来讲是学生
未来留学美国本科 4 年的提前探索。常
州地区一直做得不错的 AFS 交换生项目
也是同样的效果。

有关于美国本科申请的讯息咨询，欢
迎扫描上方的留学小助手二维码

ACT 考试上周六又取消，“出国党”该怎么办？ 新东方留学专家为您支招

本报讯 上周五清晨，青龙实验小
学全校 1400 多名学生聚集在操场，迎
来自己的入学礼，正衣冠、学拜师；点朱
砂、明心智；击鼓明志；在入学礼成后，
金伟平校长给一年级全体小学生上了
一堂生动的开笔课。金校长在黑板上
铿锵有力地书写“天、地、人”三个大字，
也带孩子们走近这三个汉字。天，至高
无上，在所有青小老师的眼里，同学们
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的希望，所以，他
们就是青小的天！地，大地厚土，承载
万物以平等慈悲、博大的能量，老师期
许孩子们能在青小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幸福而快乐地成长！天地之间孕育着
无数的生物，在所有的动物里，只有人
是懂得鞠躬、谦逊的直立动物。人之所
以能够鞠躬，是因为内心会思考，明白
个体力量的不足，需要与他人合作。金
校长让大家在写这个人字的时候内心
默念学校校训：自信、自强！他期望每一
位青小学子“开笔求勤奋，读书博古
今”——我们要仰望天空，更要脚踏实
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写好一个“人”
字，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辈子
的努力。希望一年级的小朋友，人小志
不小，在今后求学路上要勤学习、懂仁
义、识礼仪，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这一课在常州晚报小记者吴天晟/
青龙实验小学六（3）班笔下有这样的实
录——

一年级小朋友在老师和同学们的
帮助下，正了衣冠，完成了拜师礼，点了
朱砂，终于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小学生。
接下来，金校长亲自为大家上了开笔
课。金校长教我们写的第一个字是

“天”，只见他伸展四肢，形象地说：“天
字下面的大就像一个人，那一横就像一
个人的头，意思就是做人要顶天立地。”
当我们认认真真跟着金校长书写了

“天”之后，他又教了我们写“地”。“大地
是坚硬的，我们每个人的双脚踏地的。”

说完，我们就在金校长的指引下，用自
己的双脚感受了大地那坚实。最后，金
校长在“天”和“地”之间，有力地写下了

“人”：“一丿自信，一乀自强。”原来，金
校长是借此告诫我们：做人要顶天立
地，脚踏实地。写“人”只需要两笔，但
是做人，却需要学一辈子。“开笔求勤
奋，读书博古今，希望同学们能够在今
后的日子里，学习做人。”金校长语重心
长地说。

至此，随着下课铃声的响起，2017
年度的入学礼也接近尾声，带着老师同
学、家长满满的期待，我们的新学期正
式开始了。 （曹燕楠 王芳 文摄）

新学期，校长上了堂独特的“开笔课”

天地人，寓意深

城事 乐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