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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别人家的孩子”。中招录
取尚未开始，省常中新一级创新班的
3 名牛娃，凭信息学特长已被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相中。

此前，在清华、北大组织的 2019
年信息学体验营中，3 人表现不俗而
获奖，其中，孙若凡、刘铭江分别获得
北大的一等奖，二等奖，秦铁荥拿到
清华的二等奖。

3 人都是应届初中毕业生，孙若
凡、秦铁荥毕业于正衡中学，刘铭江
来自二十四中。

近日，记者和这 3 名孩子聊了
聊，发现其开挂的信息学经历背后都
有共同点：数学足够好，兴趣足够浓，
自学能力超强。

他们初中尚未毕业，就获
得清华、北大的青睐

清华、北大的信息学体验营，面
向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

（NOIP)一等奖的获得者，高中生占
绝对比例。这 3 名学生，在初中阶段
就拿到 NOIP 2018 提高组（高中级
别）的一等奖，从而入围。体验营期
间，3人以出色的解题能力，赢得了获
奖证书。

省常中信息学金牌教练曹文老
师说，初中生参加“清北”体验营的人
数，本就屈指可数，获奖的，更是凤毛
麟角。

巧的是，3个人都是进入初中后，
因数学出类拔萃，被老师推荐学信息
学，此前基本零基础。刘铭江师从曹
文老师，孙若凡、秦铁荥跟着市一中
的林厚从老师学习，身为初中生的他
们，和一帮高中生一起上课。

数学好到什么程度？3人在小学
都有“华杯赛”参赛经历，都拿过奖，
其中，孙若凡、刘铭江都曾以复赛一
等奖的成绩闯入全国赛，并获得金
奖。彼时，读六年级的刘铭江报考的
是初一的“华杯赛”。

天资+勤奋助他们走上升
学“绿色通道”

编程学习不过两年多，就获得清
华、北大的青睐，天资是一方面，勤奋
也必可不少。

去高中“旁听”信息学时，孙若凡
总是坐在第一排；每天完成校内学习
后，总要做两道编程题，寒暑假一天

花七八个小时在其上。用他的话说，
“每天不做题自己就不舒服”。升初
二后，他转攻难题，专刷“省选”、国赛
题，晚上琢磨到深夜，“有时做完一道
题，不知不觉就过12点了。”

“解出一道难题，感觉很美妙。”
这是 3 人共同的感受，或许这就是

“真爱”了吧。升初三后，他们在编程
上投入的时间并未减少太多，能力越
来越强。模拟赛中，孙若凡常以总分
第一的成绩碾压高中的学长。

在孙若凡、秦铁荥初中班主任白
艳看来，两个孩子爱钻研，自主学习能
力特别强。为了备战、参加信息学联
赛，秦铁荥曾请假一个月，返校后的期
中考试依旧位于年级前3名。刘铭江
的学科成绩，同样位居年级前列。

因手持 NOIP 2018 提高组一等
奖，且名次居于前列，在今年的高中
自主招生中，3 人均免笔试进了省常
中创新班。

什么样的孩子能学好信息学？

3个人目标一致：争取进省队，在
国赛中有所斩获继而拿到清北的“保
送”优惠。

现在有信息学特长加分，小升
初、初升高乃至高考都有优惠，一定
程度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加
入。那什么样的孩子能学好信息
学？3名学生以过来人的身份讲了几
点——

第一，要具备较好的数学思维能
力，因为信息学的学习，对数学功底
有一定要求，初高中阶段就运用到高
等数学知识；

第二，要保持浓厚的兴趣，竞赛
学科难度大，需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
力，如果只抱有功利心去学，很可能
学得不踏实；

第三，要有自控力。信息学的学
习过程需要用电脑编写程序，没有自
控力的孩子会以此为由迷失在网络和
游戏中。秦铁荥说，初一有一阵在机
构培训，一小半的学生都在玩游戏。

第四，要有一定的自学能力。信
息学竞赛学习的都是大学内容，难度
大，知识点多，老师讲课后，还需要学
生花很多时间去理解、消化和提高。
也因时间成本高，难度大，难出成绩，
3年下来，当初和孙若凡、秦铁荥一起
学编程的学生，有一半人放弃了。

毛翠娥

凭借信息学特长

（头）常州3位“准高一”学生被清华、北大相中

近日，钟楼区翰林河景
幼儿园大班级部举行了“点
燃希望，逐梦远航”的毕业
典礼。活动分感恩篇、古韵
篇、互动篇、活力篇、祝福篇
等几个篇章，. 每个孩子都
是舞台主角，自信快乐地展
现自我，给幼儿园生活画上
圆满句号。

陈艳 谢宏 图文报道

翰林河景幼儿园 每个孩子都是主角
本报讯 16日，300多名解小娃们

带着创意与激情齐聚校园，开启了一
场主题为“飞机”的科技创新与亲子活
动之旅。孩子们在远航滑翔机、吸管
小火箭、竞速无人机、冲浪纸飞机4个
挑战项目中任选一样进行大比拼。

看，“远航滑翔机”赛趣味性与挑
战性兼具，孩子与家长们在不断探索
实践中尝试让自己的飞机滑翔得更
远；仅靠一张A4纸与1根吸管制作一
个飞行装置，靠吹气来比飞行距离，

“吸管小火箭”比赛吸引了很多孩子与
家长参与，五（4）班的姚柯敏制作的

“小火箭”竟飞出13米的距离；最具挑
战的是“竞速无人机”，孩子们需要要
操作遥控飞机绕杆、钻洞，成功飞完赛

道，用时越短越好，该项目考验了小朋
友精细的操控能力，精准的空间想象
能力，以及耐心。此次挑战赛，是学校
于6月初举行的“灵‘机’一动·放飞梦
想”“让大脑开始奇妙的旅行”的夏季
头奥课程的后续。第一阶段，孩子们
在老师的带领下，研究、制作飞机，并
玩起飞机游戏。

仲夏季节，解小校园总会掀起
“让大脑开始奇妙旅行”的头奥狂欢，
2017 水 中 头 奥 ，2018 车 行 天 下 ，
2019 灵“机”一动，“我们用创造力优
化课程，基于解放理念、头奥思维，锻
炼学生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养。”校
方如是表示。

（陆卫华 周文伟 毛翠娥）

300余解小萌娃比拼“玩飞机”

本报讯 22 日，西新桥
小学举行常州市义务教育

“新优质学校”风采展示暨
五十年教育回望活动。

展示活动分《四季的吟
唱》《快乐体育》《我们就这
样长大》《科创未来》四部分
节目的表演，以小见大折射
出学校丰富的课程设计理
念。作为部分特色课程，舞
台展示了语文课程之“经典
诵读”、阳光体育之“高品质
俱乐部”、葫芦丝品牌活动、
人工智能科技活动的无限
魅力。大合唱《我和我的祖
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把
活动推向高潮，与会人员共

同 高 歌 庆 祝 祖 国 70 年 华
诞。

据悉，秉承“让每一个
儿 童 幸 福 栖 息 ”的 办 学 理
念 ，以“ 心 智 自 由 生 命 舒
展”为办学目标，用“幸福教

育”架构学校的德育课程和
学科课程，整体思维，多元
融 通 ，学 校 发 展 驶 入 快 车
道，该校于2018年成功创建
成“新优质学校”。
（洪敏亚 毛翠娥 图文报道）

西新桥小学

展示“新优质学校”办学内涵

凭借信息学特长

常州3位“准高一”学生被清华、北大相中

【不一样的毕业礼】

西横街小学 学生搭帐篷夜宿学校
25 日傍晚，西横街小学

校园内突然出现了很多帐篷，
颜色、大小、形状不一，有点像

黑柳彻子《窗边的小豆豆》里
描述的场景——穿来穿去、
喊来叫去的是 88 名毕业生，

他们很兴奋。对于部分孩子
来说，露营是第一次，更不用
说是在学校里。同住一顶帐
篷，小伙伴们雀跃不已，做游
戏、表演节目，个个兴奋得难
以入眠。

继下午开完毕业典礼、
在校园冷餐会上大快朵颐
后，孩子们又夜宿学校，与
老师、同学共度小学最后一
晚。他们以这样特殊的方
式和母校告别。

吴晓慧 毛翠娥 图文报道

勤业小学 140余名毕业生南京研学
19 日，勤业小学 140 余

名毕业生在老师、家长代表
带领下前往南京开展毕业
研学活动。

在南京理工大学，孩子
们先后参观了军事科技馆、
机器人实验室，并观看了航
模表演。简短但不简单的
毕业典礼设在在南理工图
书馆门口进行，孩子们穿着
学士服合影留念。

下 午 ，师 生 一 行 来 到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 胞 纪 念 馆 ，献 花 圈 、默

哀、庄重宣誓后，参观了纪
念馆。

徐建峰 文 赵渭 图

第一升学 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