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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常中教育集团常外

AP课程班

本报讯 普高生进入高考
冲刺阶段之时，选择另一条升学
路的学生已手持录取通知。来
自省常中教育集团常外 AP 课
程班的信息，截止 4 月初，该课
程班的同学全部被国外名校录
取，47 位同学共收到 172 份录
取通知，平均每人收到3~4份通
知，最多的收到了8份offer。

据悉，向同学们抛来橄榄枝
的，不乏康奈尔大学、南加州大
学、弗吉尼亚大学、纽约大学、北
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布兰
迪斯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凯
斯西储大学以及加州体系的各
个名校。

中心升学指导王钢老师介
绍，本届 AP 课程班，八成同学
在提前阶段被录取。申请时，中
心并不建议“广泛撒网”，而是对
自我精准定位后针对性选择院
校，既提高了命中率，也避免同
学间恶性竞争。

省常中教育集团自2008年
起在常州地区率先引进 AP 课
程，十年来，学校在人才培养国
际化的探索中积极实践和锐意
创新，已形成一整套成熟的办学
思路和课程模式。

AP课程班将国内高中核心
课程的精华和美国优质高中课
程的理念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选修和必修开设 10 多门 AP 课
程，为外教授课或双语老师英文
教学。在专业升学团队的指导
下，所有同学都能进入国外名
校，其中 80%的学生进入美国
排名前50的大学。 （毛翠娥）

标化成绩并不特别拔尖，
他们缘何被世界名校相中？
除了学术提升，省常中教育集团常外AP课程班还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发展平台

4人进了纽约大学，3人相
约罗切斯特大学，康奈尔大
学、佐治亚理工学院等名校位
列录取单⋯⋯省常中教育集
团常外 AP 课程班本届学生收
获颇丰。

是什么让学生赢得名校
青睐？他们用几个关键词分
享“秘诀”：出色的标化成绩不
是国外名校录取的唯一标准，
坚韧的品格，丰富的活动，探
究的精神，清晰的规划，甚至

你的“怪癖”，都有可能打动招
生官。而这些都促使 AP 课程
班砥砺前行，为学生们提供探
索自我的平台。

他们的成长史，也与 AP
课程中心的育人目标相契合

——努力培养学生终身学习
的愿望和能力，帮助学生掌握
时代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知识
和技能，塑造优质的科学与人
文素养，培养责任和担当意
识，提升创新和实践能力。

去美国读大学是我一直
以来的梦想，所以中考毫不犹
豫报考了省中教育集团常外
AP 课程中心。从高一开始，
我就有着明确而清晰的目标，
并为此不懈努力。

在平时的学习中，我认真
对待每一节课，每一次作业。
给自己制定了明确的计划，提
高学习效率，排除外界干扰，
全身心地投入学习。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也遇
到挫折和困难，遇到自己认为
跨不过去的坎。这时，是省常

中的老师和升学指导们，给我
支持和鼓励，让我重拾信心；
给我引领和方向，帮助我战胜
困难。在 ED1（提前录取第一
批次）被纽约大学 defer（延后
考虑）后，我没有放弃梦想，而
是更加认真努力地坚持，最终
这份执着让我在 ED2（提前录
取第二阶段）收获了喜悦。

学习的道路上，不可能一
帆风顺的，当我们遇到困难的
时候，只要能坚持到底，一定
能柳暗花明又一村。坚持，一
直是我学海中的航标灯。

他们这么说：
AP 班中西教学结合的方

式让我更好地了解了不同教
育方式的特点和利弊，从而对
教育专业有了更深的兴趣。

王沁怡
AP 课程给我提供了充足

的空间去培养批判性思维能
力，我开始留心观察周围的事
物，逐渐对环境保护产生兴
趣。我在课余时间走出课堂，
围绕环境保护开展了一系列
活动，为申请“加分”。

蒋祎

不同于其他同学，美国出
生却在中国读书长大的我比
别人多了一分机会，也多了一
份迷茫。但在这三年国际班
的生活中，与国际衔接的教育
方式、多元化的活动、优秀而
幽默的外教老师，将我们逐步
引入一个全新的视角。

在各种丰富的课外活动
中，我重新认识外界。如，曾
在汉藏携手活动中与一位西
藏女孩结缘，得以亲身经历藏
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

贺雨西

在申请美国大学的过程
中，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通常
是决定他（她）进入什么等级
的大学的重要因素。

与我而言，公益演出对我
受益最大。

最初，班里几个同学因为
兴趣组建了一支乐队，但大家

也只是聚在一起享受音乐的
快乐。怀揣着让自己的音乐
被聆听的期望，乐队成员寻找
演出机会。在打了 N 通电话
后，终于市区有一家商业中心
给了我们机会。

高一、高二的暑假，乐队
得以在吾悦广场演出。台上

两三个小时，背后付出了诸多
努力，最大的挑战并不是准备
曲目，而是要真正独自完成一
场面对社会的演出。拉赞助，
找场地，没有家长的庇护，所
有的问题都是我们几个人来
扛。我本并不突出的社交能
力和组织能力也因此有了显
著 提 升 。 两 次 演 出 得 来 的
6000多元收入，悉数捐给了市
儿童福利院。

能从活动中有所成长，这
是我参加活动的“初心”。我
想，这也是打动招生官的重要
一点吧。
他们这么说：

刚开始的时候，就像在迷
雾里一样，不知道目的地在哪
里，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到达。
只能不停摸索，磕磕碰碰。过
着与之前 15 年完全不一样的

学习生活：背陌生的单词，看
枯燥的长文章变成了家常便
饭；停不下来的背诵、抽测、模
考 ；间 歇 奔 赴 外 地 上 课 、考
试。就这样慢慢地，在迷雾
中，走出一条路，那条路的尽
头，是等待已久的通向新世界
的大门。虽然度过了很漫长
且痛苦的迷茫黑暗的时光，但
仍然无比庆幸着，能在还算不
晚的时候找到自己想抵达的
世界，并为之奋斗。 王若愚

在这三年，我最珍贵的体
验就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探索在学科上的兴趣，并且付
诸行动。对我来说，在课外对
于生物和鸟类的研究和科研
活动，让我在提前了解大学生
物学习，明确了自己专业上的
兴趣和未来大学专业规划。

方萌

成长于一个有宗教信仰
的家庭，我觉得宗教带给我最
多的，是看待事物的批判性思
维和求知探索的欲望。我很
幸运我的父母没有急于将他
们的见地强加于我，而是给我

足够的开放度去探索。在这
个过程中我发现很多社会问
题可以通过宗教来解释。从
佛教的角度可以说教育的最
终 目 标 是 帮 助 孩 子 改 善 自
己。我们所学不是为了工作

或金钱，而是为了完善自我，
从而能以不同方式看待世界，
继而给社会带来一些改变和
帮助。在申请的过程中，我也
在文书材料中表达了很多类
似的感悟。

他这么说：
成为 Cloud9 航拍社团的

一员，不仅只是让我学会熟练
操作无人机和剪辑后期视频，
更让我学会用另一个角度去观
察事物，去思考问题。 李文涛

录取学校：纽约大学

录取学校：布兰迪斯大学

我的经历比较特殊，在经
历一年普通高中的学习后，通
过 AFS 项目赴美交流一年，回
国后加入 AP 班。三段不同的

经历，让我感受到了不同教育
体系的特点。AP 课程中方和
外方结合授课的方式不仅拓
宽了我的视野，也进一步激发

了我的兴趣，并更明确未来发
展方向。

读 AP 班让我有更多的机
会接触外面的世界，比如参与

公益活动，和同学一起组织环
保项目，在帮助他人和社会的
同时提升了自己的素养和实
用技能。

省常中教育集团
常外常外APAP课程班课程班
招生说明会时间

4月29日上午9∶30
5月19日下午2∶30

地点:省常中8号楼3楼太雷厅
省常中国际部：88109732
升学指导中心：89996919

平均每人收到平均每人收到
33~~

44份录取通知份录取通知

曹家铭

录取学校：罗切斯特大学

关键词：兴趣 申请文书中，对宗教的感悟是“亮点”
张玮

录取学校：佐治亚理工学院 关键词：多元 3种教育体系的经历，更明确发展方向
丁飞

关键词：坚持 目标明确且坚持不懈，终达彼岸

关键词：活动 受益诸多的公益演出，为申请“加分”
张佳宇

左一为张佳宇左一为张佳宇

毛翠娥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