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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燕）日前，市教委公

布“2017年度上海市科技教育特色示范学

校”名录，其中共包括 40所学校，浦东有 4
所学校上榜，数量位居全市各区之首。

记者了解到，市科技教育特色示范校

是表彰沪上中小学开展科技教育的最高荣

誉，评选范围面向全市中小学（含中职校），

上一次评选是2010年。今年浦东入选的4
所学校分别是：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

学、上海市建平中学、上海市航头学校，以

及上海市民办尚德实验学校。

普及一个不拉
提升促成拔萃

浦东此次上榜的 4所学校，既有公办

学校也有民办学校，既有市实验性示范性

高中，也有位于农村地区的九年一贯制学

校。他们在开展科技教育的过程中，有一

个共同点——兼顾普及和提升。

被誉为“沪上高中四大名校”之一的

华师大二附中，每年都会面向全体学生开

展科技夏令营、科技冬令营等科技教育活

动，学生的科技社团活动也搞得有声有

色。多年来，学校围绕“激发兴趣、发掘潜

质，培养未来科学界的领军人才”的培养

目标，逐步完善“三步走”科技教育课程，

科技教育已融进二附中的基因之中。

另一所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建平中

学，则将科技教育作为创建“国际数理高

中”的重要抓手。学校创新性地拓展学生

的学分认定内容，完善科技学分制，突出

科技学分的含量。该校还设立了“特色三

好生”“建平中学学生金苹果奖学金”，每

年对科技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进

行表彰。尚德实验学校每年都会举办为

期两周的校园科技节，师生参与率达

100%。学校还会不定期地根据当下的科

技热点举办专题讲座，以及“少年科学讲

坛”等科普活动。

在普及的基础上，这些学校也不约

而同地关注到了一个特殊人群：在科技

创新方面有天赋的学生，并努力提供有

利于他们成长的环境，帮助他们实现自

己的科技理想。

华师大二附中鼓励学生根据个人的

兴趣爱好开展课题研究工作，不少学生的

创新课题项目在国内外各级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中获得佳绩。据校方统计，自

2001年以来，每年都有学生参加“国际科

学与工程大奖赛（ISEF）”，先后荣获 20多

个奖项，获奖总量位居全国第一。顾宇

洲、白雪霏两位同学，还因在科技创新活

动中的优异表现，被国际天文联合会用他

们的名字命名两颗小行星——“顾宇洲

星”和“白雪霏星”。

而处于浦东南片农村地区的上海市航

头学校，十余年专注于科技教育，从呵护每

一颗年轻的创意之心入手，逐步引导部分

有天赋的学生养成求新、求变、求异的思维

方式，最终成为“小小发明家”。校方介绍，

2013年至今，学校有 100多位学生在上海

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海未来工程师

大赛等各类市级大赛中获一等奖。两位同

学获“上海市明日科技之星”称号，一位同

学获上海市“明日科技之星”提名奖，一位

同学获“科技希望之星”奖。如今该校学生

每年申请国家专利10多项，至今已累计获

批专利600多项。

校内“软硬”齐备
校外借助资源

在校内建设创新实验室、创客工场，在

校外与高校、科普场馆开展合作——盘活

整合校内外的有效软硬件资源，也是这四

所学校科技教育成功的秘诀所在。

航头学校以科技教师陆文龙的名字

命名了一个工作室，13 名成员涵盖了语

数英理化美术劳技等各门学科。该校还

建设了“寻迪”科技创新和“远航”地理创

新实验室，在其中陈列和展示无人驾驶

飞机、3D 打印机、虚拟现实等高科技设

备及技术。尚德实验学校则在校科技楼

内建起了一个“创客工场”，微型或小型

机床均可供学生使用。此外，“校园智慧

之光科技馆”“尚德太阳能光伏发电站”

“新能源应用实验室”等专用科技特色工

作室，也都成为学生创新探索的“孵化基

地”。

在校内齐备软硬件的同时，4所学校

积极探索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合作，开

展校外科技基地的建设，逐步形成长效运

行机制。

建平中学与上海市青少年科学社建

立战略合作关系，成立科学社建平分社，

引进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专家教

授，定期定点向学生课题开展一对一的辅

导，提升学生课题的品质。华师大二附中

则利用学校周边的中科院药物所、上海中

医药大学、微创医疗、国家蛋白质研究中

心等专业的科普资源，为学生开展科普教

育。此外，该校学生还组建了多支团队前

往上海科技馆、上海集成电路展览馆进行

志愿者服务，参与科普宣传活动。

尚德实验学校充分利用科普教育基地

的丰富资源，拓展学生的科技视野，培养学

生的动手实验能力。去年该校还与上海科

技馆和上海自然博物馆联手开展“馆校合

作教育”项目，“探讨生物种类多样性的成

因”“带着问题走进博物馆寻找答案”等主

题活动很受学生欢迎。

本报讯（记者 吴燕）2017 年上

海市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将于明后

两天举行。全市共设 19个考区、146
个考点、3320个考场，其中新区共设

27个考点、740个考场。

根据考程安排，6 月 17 日（星期

六）上午 9：00—10：40 考语文，下午

14：00—15：40考物理、化学；6月18日
（星期日）上午 9：00—10：45 考外语

（英语科目含 5分钟听力试听），下午

14：00—15：40考数学。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须

凭《准考证》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地点

参加考试。开考前30分钟打预备铃，

考生可进入考场；开考 15分钟后，迟

到考生不得进入考点。

根据考场规则，考生进入考场可

携带的物品包括：黑色字迹的钢笔、水

笔、圆珠笔、2B铅笔；直尺、圆规、三角

板；无封套橡皮等文具（有特殊规定的

科目除外）。

严禁随身携带进入考场的物品则

包括：手机（一旦带进考场，不论是否

使用均做作弊处理，取消当次考试所

有科目的成绩）；具有无线接收、传输

功能的各种通讯工具和设备，包括智

能手表和手环；计算器、录放设备、涂

改液、修正带等物品。

需特别注意的是，英语科目考

试由听力和笔试两部分组成，听力

考试结束后直接进入笔试环节。英

语听力考试通过东方广播电台 FM
（调频）89.9 兆赫、AM（中波）792 千

赫（三线单位除外）播出。听力考试

由考点校园广播统一播放，考生不

得携带具有收音功能的设备或电子

工具（包括小型便携式收音机）。英

语考试时间为 6月 18日的上午 9：00
至 10：45，其中 9：00 至 9：05 为试音

时间。9：00-9：15到达考点的考生，

须进入备用考场考试。之前听力试

题不重放。

■本报记者 符佳 通讯员 王蕾

又到毕业季。大学里最惹眼的风景，

莫过于身穿各类学位服、在校园里拍照留

影的毕业生们。然而，这个6月，在上海立

信会计金融学院浦东校区，一对身着婚纱

礼服的新人占据了校友朋友圈“头条”：更

名后的母校依然实现了4年前毕业典礼上

的承诺，为这对毕业生校友送出了“最美毕

业礼物”——校园草坪婚礼。

事情要从 4 年前的那个 7 月说起。

2013年原上海金融学院的毕业生晚会上，

学校以抽奖的方式送出了两份大礼：毕业

5年之内，学校承诺免费为一男一女两位

幸运毕业生举办校园草坪婚礼，由校领导

担任证婚人。当时，这两份礼物分别被

2009级财务管理 1班的陈同舟和会计 2班

的一位女生获得。这份被媒体称为“史上

最浪漫毕业奖品”，在上海高校圈里引发

热议，本报也作了报道。当时，陈同舟在

接受采访时大方向记者表示，女友毛华珺

也是本校同届毕业生，两人都将进入银行

工作，抽到这份奖品之后，他们开始思考

婚姻这一终身大事，也对未来有了更具体

的想象。

4年后的又一个毕业季，上海金融学

院已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合并组建为上海

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在当年就读的浦东校

区里，这对“幸运恋人”的爱情修成正果：6
月 11日，他们在师长亲友的见证下，在校

园举办了草坪婚礼，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许玫还担任了证婚人。

“感谢母校，让我们梦想成真。”陈同舟

说，和恋人领取结婚证后，他第一时间联系

了学校。虽然学校已经更名，但校方表示

将谨遵“立信”的校训，信守承诺。于是，他

们共同商定校园草坪婚礼的相关事宜，校

方还安排专人负责落实。

“我们家与立信真有一种特别的缘

分。”无巧不成书，在婚礼上，新郎母亲透

露，她的叔公正是立信会计学校的创始人

潘序伦先生。新人家长表示，校园见证了

这对新人的爱情和成长，母校赠送的草坪

婚礼是一份最珍贵的祝福，其特殊意义是

其他任何形式的豪华婚礼都无法取代的。

新娘毛华珺则在微信上留言：“感谢母校给

了我们一个这么美好的婚礼，这会是最难

忘的回忆。”

“母校厉害了，这个承诺我还记得！”

“非常感动，当年最美的毕业大奖竟然成真

了！”校园草坪婚礼的消息一传出，2013届

毕业生们纷纷转发帖子，为母校点赞，甚至

还有今年的应届高考生留言表达了对立信

会计金融学院的向往：“我记着了，填报志

愿就是你了！”“每年我们都要送走一届毕

业生，但我们希望他们人离校心不离校，感

受到母校永远关注着他们。”“草坪婚礼”奖

品的设计者表示，这份礼物虽然送给两位

毕业生的，但表达的却是母校对每位毕业

生的祝福和牵挂。

浦东4校获评市科技教育特色示范校
盘活学校内外资源 兼顾普及与提升

2017年上海中考本周末举行
开考15分钟后不得进考点 手机带进考场算作弊

兑现4年前约定的“最美毕业礼物”
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在校内为毕业生办草坪婚礼

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送出草坪婚礼，校领导还担任了证婚人。 □校方供图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丁

宏奇）本市中考恰逢双休日，浦东共有

27个考点。浦东交警提醒考生和送

考家长：看清考点地址，切勿只看校

名；要对指定考点周边道路环境做到

“心中有数”，确保能提前赶到考点，不

误考。

警方提醒考生，根据路途的远近，

合理选择交通工具。路途较远，沿途

道路环境较为复杂的，可选择P+R模

式；预定出租车，考前进行有效确认；

选择自备交通工具的，要对选定的交

通工具进行检查，进行适当维护和保

养。

警方建议送考家长事先对指定考

点门前道路及周边路网交通环境进行

勘查，熟悉主线路和备用线路情况，合

理计算出行时间，留出提前量。同时，

尽可能多地了解考场附近的轨道交

通、公交线路站点，以及共享单车集中

停放点，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

据悉，27个中考考点中有 4个属

于“建平系”，学校名字相近，考生特别

容易跑错。它们分别是：建平西校（源

深校区，源深路383号）、建平实验中学

（枣庄路111号）、建平中学南校（峨山

路638号）、建平香梅中学（东绣路463
号）。警方提醒考生和送考家长，不要

只看学校名字，而要看清准考证上的

考点地址。

同时，警方提醒考生家长文明出

行，避免危险驾驶行为。送考家长在

开车途中，严禁使用移动电话、浏览电

子设备。行驶途中，严格遵守交通法

律法规，严禁闯红灯、路口不按导向车

道行驶、遇前方拥堵强行进入路口等

交通违法行为。

警方还特别提醒送考家长，应在

考前一天晚上，指导考生准备好考试

必备证件和物品。临出门前，再次检

查确认，避免赶到考点后方才发现准

考证忘在家中的“悲情”。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昨天下午，儿

童文学作家萧萍走进浦东新区华林小学，

与学生分享“非吼叫妈妈的亲子作文

操”。本次活动也是浦东图书馆联合新区

妇联推出的“阅读齐步走”少儿阅读推广

服务项目之一。

“作文一定要写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吗？”萧萍从儿子沐阳的“作文恐惧症”切

入，与台下数百名小学生拉近距离，并邀

请他们上台表演情景剧：学生或表演“吼

叫妈妈”，或演绎“委屈少年”；或成为“泼

辣女生”，或再现“被欺负男孩”，现场笑

声不断。萧萍表示，学生关注生活细节，

抓住矛盾冲突，无需惊天动地，就能写出

一篇情真意切的作文。

“阅读齐步走”今年已举行近 20次

活动。浦图相关负责人介绍，包括“故事

妈妈讲故事”“约会大咖·亲子共读”“故

事部落微群”“图书小管家”等少儿品牌

活动，借助这一平台走进了惠南、高桥、

祝桥、三林等地的公共文化场馆与学校，

打造属于浦东的少儿阅读大磁场。

浦东交警提醒考生

看清考点地址 切勿只看校名

“阅读齐步走”浦图少儿活动进校园

华林小学学生跟着作家学写作文。 □徐网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