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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

本报讯（记者 胡瑾中）近日，
2018年4月省选考成绩揭晓，本次
选考余姚七中2018届高三学生成
绩再创佳绩：选考科目满分再添1
人（政治），化学最高分97分。两次
选考单科成绩85分以上达235人
次，三门选考总分最高分为294分
（满分300分）。政治、历史、地理单
科最高分达到100分，物理、化学单
科最高分为97分，创学校高考成绩
历史新高，实现了在原有基础上质
的飞跃。昨天，校长胡长煊向记者
由衷表示：“这些成绩表明学生在原
有基础上有了重大提升，可以说，在
七中学习，学生成绩不一定最好，但
进步很明显。”

教学质量是打造幸福教育的核
心内容，也是一所学校办学水平的
重要标尺。七中领导班子深谙“不
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
以成江海”的道理，多年来在教育教
学管理上重细节、重过程，形成了具
有自己特色的程序化、精细化的管
理体系。学校在制度制订上，体现

“细”字，从细节入手，把精细化管理
落实到每个教师和学生身上，做到
处处有人管，事事有人抓，时时有人
查，强化责任，明确分工。但“布置
不等于完成”，制度的落实，关键在
于执行力。学校在执行力度上，紧
扣“精”字，要求师生们想尽办法
做到执行时的精益求精。通过日复
一日地抓细节，抓管理，学校较好
落实了“谁的课堂谁负责”“谁的
班级谁负责”“谁的宿舍谁负责”

“谁的岗位谁负责”“谁的分管谁负
责”等岗位责任制，规范教学形成
良性循环，使学校气正心齐，教师
舒心工作，学生快乐学习。

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高低取决
于教师素质的高低。教研组作为学
校实施教学管理、开展教学活动的
基层组织，对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提高课程实施水平和学校教育教学
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一直以来，七
中把教师专业发展和教研组建设放
在重要而突出位置。学校有详细的
教研组、备课组考核细则，每学期
根据细则评比出A、B、C等第并
进行奖励。坚持教研组备课组常规
活动制度化，做到有切实可行的计
划，有明确的主题，有研讨过程的
材料积累；集体备课活动常规化，
集体备课定时间、定地点、定内
容、定中心发言人，借助集体备课
组研究活动实现教师个人知识和能
力的最大化。自全市推行示范教研
组评比以来，七中的数学、英语、
语文、物理、政治、地理等教研组
陆续被评为市示范教研组，这一成
绩在全市普高中居于领先地位。

为了助力学生提高成绩，全校
各教研组多管齐下，群策群力。高
三年段邀请各高考学科专家举办专
题讲座、召开励志报告会，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坚持培优补缺并重，
关注每一层次的学生；重视学生竞
赛辅导，每个学科都由经验丰富的
骨干教师担任辅导老师。功夫不负
有心人，近3年，七中高考升学率

超过97%，一段、二段上线率超
额完成上级指标。2017年高考，
全校一段上线共计33人，取得了
重大突破。学生学科竞赛表现稳中
有升，多人次在浙江省级、宁波市
级及余姚市级比赛中获奖，作文类
竞赛成绩尤其突出。如在第十九届

“语文报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
中，共有15人次获省三等奖以上
奖项。其中，张慧敏同学的作文获
得国家级三等奖，李娅和谢静静同
学的作文获得省一等奖。

在秉承严谨务实的办学传统的
同时，七中坚持以文化立校，以体
艺增色，积极践行“多样化办学、
多元化发展”的教育思想。“全面
提升学生体育素养”是宁波市普通
高中特色创新项目，2013 年以
来，七中积极构建以全面提升学生
体育素养为主要内涵的体育特色创
建活动，努力使学生的体质素养达
到较高水平。如今，作为省中学生
体育协会田径分会理事单位，七中
体育学科特色愈发凸显，竞技性体
育成绩不断提升。在全国中学生柔
道锦标赛上，七中柔道队顽强拼
搏，摘金夺银；余姚市中小学生田

径运动会上，校田径队不畏艰难，
连续 4 年勇获团体季军，并于
2016年获宁波市体育先进单位。

发展群众体育，提高学生体育
素养也是学校的培养目标之一。七
中建有柔道队、田径队、篮球队、足
球队等，为有特长的学生提供发展
机会。同时，学校有13门体育类选
修课程供学生选择，再结合学校组
织的各类群体性体艺类活动，大力
发展学生体育素养。每年组织优秀
运动员参加省级比赛，都能获得较
好名次，目前，学校有6名学生获得
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为他们下步
深造打下了基础。

2016年体育高考，该校一学生
综合分获体育理科类全省第一名。
2017年体育高考，共有9位同学参
加，5位学生上体育类一段分数线。

针对艺术类特长生，学校因势
利导，加强艺术教育。除设专属的
美术教室和音乐教室外，配齐、配强
专职高考辅导美术、音乐教师，平常
对有专长的同学进行辅导，助力他
们实现艺术梦。2017年高考，市七
中有23名美术生参加高考，共有
16人上艺术类一段分数线。今年
美术术科考试，共有22名美术生参
加，平均分达84分，其中一位学生
成绩为92分，名列全省103名。

静水流深，闻喧享静。地处渚
山南麓、饮马河畔的余姚七中，春天
的校园碧草如茵，绿树参天，师生们
正偏隅一角，孜孜不倦。在谈到学
校下步发展时，胡校长强调，学校将
继续坚持“学生满意，家长放心，社
会认可”的办学标准，以“崇德、修
学、健身、进取”为育人目标，根据每
一位学子的个性特长，积极摸索“百
花齐开放”的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
让学生择高处立，向宽处行，做最好
的自己，从而不断推进学校教育教
学质量稳步上升。

择高处立 向宽处行

余姚七中力争每个学生都有进步

■本报记者 韩宇雯

浙江省高招委日前印发《关于
做好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
通知》，并提出实施意见。与去年相
比，今年相关政策总体保持稳定。

统一考试及综合素质评价

我省新高考实行统一高考和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相结合，考生自主
确定选考科目，高校确定专业选考
科目及其他选拔条件要求，综合评
价、择优录取。

2018年我省统一高考招生，报
考科类分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
类。普通类考试科目为3门必考科
目和3门选考科目；艺术类、体育类
考生除文化科目外，还须分别参加
艺术类专业考试和体育术科考试。

目前，2018年高考生的选考科
目考试已结束，6月统一高考只剩
语文、数学、外语（含听力）。考
试时间：6月7日上午考语文，下
午考数学；6月8日下午考外语（本
次外语考试对象限于当年高考考
生）。具体考试时间按教育部规定
执行。

语文、数学提供一次考试机会，
成绩当次有效。外语和选考科目提
供两次考试机会，成绩2年有效，考
生自主选用其中1次成绩。语文、数
学、外语每门满分150分，按得分计
入考生总成绩；选考科目按等级赋
分，每门满分100分。考生满分750
分。

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需进行综
合素质评价。内容包括品德表现、
学业水平、运动健康、艺术素养、创
新实践等五方面。综合素质评价坚
持全面评价、客观记录、民主评定、
公开公正、简便实用的原则，根据规
定程序形成。往届生和其他高中应
届生须进行思想政治品德考核。

高考志愿填报及分段录取

高考志愿实行网上填报，浙江
省教育考试院网站（www.zjzs.net）
为唯一填报志愿的网站。考生须在
规定时间内参加相应段（批）志愿填
报。未按时完成志愿填报的考生视
为自动放弃该段（批）报考资格。考
生在填报志愿前须认真阅读有关高
校招生章程，准确了解招生专业选
考科目范围、单科成绩、体检等各项

具体要求，确保本人填报符合条
件。有选考科目要求的专业，考生3
门选考科目中须至少有1门符合要
求方可填报志愿。

普通类提前录取和第一段、艺
术类第一批和第二批第一段、体育
类第一段同时填报志愿，填报时间
为6月26日至6月27日。普通类第
二段、艺术类第二批第二段和体育
类第二段同时填报志愿，普通类第
三段单独填报，具体填报时间另行
公布。

高考招生录取实行“院校负责、
省教育考试院监督”体制。

普通类专业平行志愿
及录取

普通类考生分别按实考人数的
20%、60%、90%分三段，分段线在
高考成绩发布时一并确定公布。普
通类考生位次根据所有考生高考总
分由高到低排序确定。

平行录取分段填报志愿、分段
录取，实行专业平行志愿。以一所
学校的一个专业（类）作为一个志愿
单位。考生每次可填报不超过80
个志愿。投档时，直接投到考生所

填的具体学校的具体专业（类），投
档比例为1:1。

普通类提前院校传统
志愿及录取

有政审、面试、体检等特殊要求
的军事、公安、定向招生、三位一体
综合评价招生、定向培养士官试点，
及经批准的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
院等院校、航海类等专业实行提前
录取。普通类提前录取实行以院校
为单位的传统志愿。考生可填报不
超过5个院校志愿，每个院校志愿可
填报不超过6个专业志愿和专业服
从志愿。不再设院校服从志愿。符
合相关院校、专业报考条件的一、
二、三段考生在规定时间内一并填
报志愿，录取分段进行，投档比例不
超1:1.2。提前录取高校（专业）可
参考我省普通类分段线，在第三段
线上提出最低文化成绩要求。

艺术类、体育类志愿及
录取

艺术类录取分两批。艺术类第
一批（专业校考为主）实行传统志

愿，设院校志愿2个，每个院校志愿
设3个专业志愿和专业服从志愿；按
院校确定的拟录取名单投档；除自
主划线的院校外，其他高校专业的
艺术类文化分数线不低于我省普通
类二段线的65%。艺术类第二批
（专业省统考本专科专业）根据考生
综合分成绩按各类别实考人数的
60%、90%分两段填报志愿、分段录
取，投档比例为1:1；实行专业平行
志愿，以一所学校的一个专业作为
一个志愿单位，考生每次可填报不
超过30个志愿。实行三位一体招
生的艺术类专业安排在相应批次提
前进行。
体育类录取实行专业平行志愿，分
两段填报志愿、分段录取，具体办法
同艺术类第二批。其中，特招生文
化分录取最低控制线不低于普通二
段分数线的75%。

高校特殊类型招生规定

高校自主选拔、高校专项计划、
高水平艺术团、地方专项计划等特
殊类型考生，按有关政策规定，根据
招生院校确定的相应录取标准，在
普通类提前录取的最后一天单独投

档，其最低文化要求原则上不得低
于普通类第一段分数线。

高校自主选拔及高水平艺术团
招生合格考生，在6月26日至6月
27日与普通类第一段等志愿填报同
时进行；已填报志愿但又放弃录取
的考生，只能参加普通类第二段及
之后录取。高水平运动队投档在普
通类第一段专业平行志愿投档之前
进行，文化成绩原则上要求不得低
于普通类第二段分数线的65%。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三
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在6月25日
前完成录取工作，被录取的考生不
再参加后续的志愿填报和录取。报
考上述高校的考生，须在5月27日
登陆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浙江省高
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系统”，网上确
认参加测试资格。其中，获得多所
院校测试资格的考生，同时还须自
主确定优先录取顺序，高考成绩揭
晓后，同时被多所院校拟录取的，按
此顺序确定正式录取院校。

已确认保送录取的学生不再参
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其
他高校不再录取。

2018浙江普通高校招生实施意见出台
政策总体保持稳定

本报讯（记者 韩宇雯）余姚
中学教育教学指导基地学校建设启
动仪式暨余姚中学、余姚八中两校
教师师徒结对签约仪式于近日举
行，以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充
分发挥优质名校的示范引领作用。

记者从余姚八中了解到，今后，
余姚中学将通过管理融通、教研联
动、教师交流、学生互动等方式，在
教学管理、师资培训、教育科研和学
生发展等方面给予余姚八中全方位
的指导。

余姚中学资深教师团队将为八
中的教育教学和管理问诊把脉，每
学期进行至少一次的全方位调研，
八中每学期选派部分骨干到余姚中
学蹲点学习、挂职锻炼，通过参与式
管理实践提高相关人员的管理水
平；建立两校结对工作制度，定期会
商、交流，共享资料；余姚中学指定
各选考学科的名师、骨干教师与八
中青年教师开展结对帮扶，八中每
学期安排青年教师到余姚中学跟岗
学习，参与课题研究；八中每学期选

派交流生到余姚中学参加学习并进
行两校学生交流联谊活动。

余姚八中和余姚中学的“联姻”
可追溯到2014年。八中整体搬迁
至城区后，依托余姚中学先进管理
思想和优质教学资源的辐射引领成
立了“姚中联办班”。三年多来，余
姚中学分批次派遣教学名师和学科
骨干到八中担任教师专业成长指导
教师，并为“姚中联办班”学生开展
拔高性培优辅导，促使八中不断提
升教育品位和教学质量。

目前，“姚中联办班”已成为八
中享誉姚城的教育品牌，第一届毕
业生在2017年高考中取得了历史
性突破，全校一段线录取人数达到
68 人，其中 985、211 高校录取 8
人；第二届毕业生在宁波和余姚的
多次联考中成绩位居全市前列。三
年来，八中新增宁波市学科骨干1
人、余姚市学科骨干7人，宁波市教
坛新秀 5人，余姚市教坛新秀 13
人，去年获评浙江省二级特色示范
高中，并荣获余姚市先进学校称号。

两校“联姻”共写教育新篇

余姚八中成余姚中学教育教学指导基地学校

■本报通讯员 陈姜帅

在前不久举行的宁波市庆祝
“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劳模先进表
彰大会中，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阳明
学院模具3102班毕业生、现得力
集团模具设计师同珠杰获得宁波市
五一劳动奖章奖章。“模具是产品
的基础，我愿打好这坚实的基
础。”言辞恳切的童珠杰是集团年
轻员工的学习楷模，也是宁波职业
技术学院阳明学院一张闪亮的名
片。

2010年 9月，童珠杰于进入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模具设计与制造
专业就读，从高中时期就开始接
触、学习模具加工的他，不仅掌握
了扎实的模具加工理论，还通过一
次次模具设计比赛积累了宝贵的实
践经验。他在阳明学院专业教师和
企业兼职教师的指导下，童珠杰进
一步掌握了CAD、UG等软件使用
的精髓。让他至今觉得受用并印象
深刻的是他的毕业设计，全班分小
组各完成一副模具设计与加工制
作，他所在的小组共有8名同学，
搭档完成一款洗衣液瓶子的挤压管
模具设计和加工制作，看似简单的
部件，操作性要求却极高，加工出
来的管子，不但要求外形结实美

观，还要和工厂里生产出来的产品
一样能够正常使用，这对于未毕业
的学生来说难度极大。“我们小组
的8名同学分工明确，共同努力，
从模具设计到模具编程，再到模具
加工、装配、试模、打样等程序，
这件毕业设计作品最终获得了评委
老师的一致好评。”童珠杰回忆，
这也让他对于阳明学院基于“三模
三岗”模具专业现代学徒制下综合
实训教学的学生培养模式一直心存
感激，“因为更加纯粹的学习环境
让我有更多的时间静下心来学习专
业知识，还能在学习期间真正动手
进行模具制作，对模具设计师生涯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2年 7月，童珠杰进入得
力集团顶岗实习，在模具车间做模
具钳工。工作中，他不断汲取新知
识，将在校期间所学的理论与一线
工作经验相结合，不断丰富模具设
计的相关经验，半年后从模具钳工
转型为模具设计师。经过3年坚持
不懈的努力，童珠杰于2015年参
加宁波市“技能之星”模具设计电
视大赛，取得了第一名的佳绩，同
时被宁波市总工会评为宁波市首席
工人。去年，童珠杰获评年度得力
集团优秀员工，他将怀揣着梦想，
在模具设计路上不断前行。

童珠杰：

所谓匠人，就是坚持

校园短波

教师邵潮峰教师邵潮峰((左左))正在辅导学生作业正在辅导学生作业。（。（市七中供图市七中供图））

为了进一步加强家校联系，使家长了解孩子未来的职业前景，近日，
余姚技师学院（筹）高级技工班召开学生家长会。图为高级技工班学生正
在操作相关实训设备。 通讯员 郑轶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