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天，陈老师告诉我们：五
年级全体同学要在第七周星期
五的活动课上，进行一次计算
比赛。

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的心中充满了期待，同时也
有一丝不安。期待的是，我可
以参加这次比赛，有机会证明
自己——我能行；不安的是，我
怕自己发挥不好，结果不理
想。尽管心有不安，我还是很
认真地进行准备。上课时，我
悉心听讲，生怕漏掉任何一个
知识点。回到家里，完成作业
后，我也会主动找一些计算习

题来练习，加强巩固。虽然有
些累，但是我觉得特别有趣，因
为我总会在计算的过程中发现
一些小窍门。

到了比赛那天，我坐在考
场里，看到同学们的脸上呈现
出淡定的神色时，我的心却不
由得紧张了起来，好像要蹦出
来似的。

“丁零零，丁零零……”一
阵急促的铃声响过，考试开始
了。我拿到试卷后，先扫视了
一下考题，发现这些题目的类
型，都是我练习过的，我的心情
稍稍放松了些。于是我赶紧填

好相关信息，开始作答。
在考试的过程中，教室里

很安静，静得只听见同学们写
字时发出的“沙沙”声，显然，每
一个同学都在非常认真地答
题。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我终于把题目都写完了，长长
地舒了一口气。一看表，马上
就到交卷的时间了，我把试卷
再次认真地检查了一遍，这才
放心地交给了监考老师，与此
同时，我那焦急、紧张的心情也
随着那优美动听的下课铃声烟
消云散了。

几天后，老师宣布了这次
比赛的获奖名单，竟然有我的
名字，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是
的，在准备比赛的这段时间里，
我紧张过，害怕过，但是都被我
一一克服了；期待过，付出过，
最终也收获了！

这次比赛虽然结束了，但也
让我深刻地意识到了一个道理：
只有努力付出，才会取得成果。
我将一如既往地努力学习，去攀
登一个又一个知识高峰。

香洲区立才学校
503班 郑澌桐
指导老师 毛曜

紧张的计算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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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们必须了解的
国际学校入学条件

很多家长和同学们都想要
了解，究竟国际学校的入学考
试会考什么内容? 国内的国际
学校学费昂贵，入学也比较困
难，那为什么家长们还是络绎
不绝的把孩子们送去国际学校
呢?下面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国际学校截然不同的课程
体系；学生压力小，能获得智商
和情商的全面发展；国际学校
启发了孩子的思考能力，让他
们有了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国际学校不只是有利，也
有弊，在选择学校时要注意学
校的资格，切莫选择了不好的
学校。

想入读国际学校，需要先
参加入学考试。国际学校的入
学考试一般是分为笔试和面试
两部分，今天为大家详细分析
每个阶段的入学测试吧。

幼升小环节

多数院校仅面试。一年级
入学笔试的学校，从数据看北
京地区仅一所。面试采取1：1

模式为主，最多的是两位面试
官同时参与。

每家学校选派的面试官不
太一样，一般有以下几种类型：
小学部校长、一年级班主任、学
科教研组长、心理咨询老师。多
数学校的面试官是外籍人士，采
用英语(精品课)或双语面试，故
申请此类学校的小朋友需要具
备简单的英语日常对话能力。

面试过程并非从小朋友进
入面试教室的一刻开始，而是
从家庭进入到校园里即开始。
等候的小朋友往往有游戏空
间，在等候和游戏过程中，孩子
所展示出的礼仪和行为习惯，
家长与小朋友互动的方式，这
些代表家庭教育水准的内容也
会进入面试团队的视野。

小学阶段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申请
插班入学就需要参加笔试了，
笔试的难度会随年级增高而不
断增大。考试科目多数为：英
语、数学 (英语答卷)、中文三

科。个别全外籍国际学校默认
申请人为外国人，故没有中文
测试。三科笔试均达到录取分
数线方可获得面试资格。

数学考试的难度不会超越
年龄段的能力之外。当下的申
请人群体以传统教育领域的模
范生为主，可以说数学笔试的
难度对多数考生都挑战不大。
但是用英文注解的数学题可能
需要提前搜索一些网络上的资
料，来熟悉一下，以免因为看不
懂注解无法解题。

二年级到五年级的英文测
试中已经包括个人论述题型
了，低程度的写作能力还是需
要申请人具备的。

初中阶段

从六年级开始进入国际学
校的初中阶段，入学考试科目
多数为：英语、数学、中文三科，
并会参考之前学校的教师推荐
信和成绩单。六年级开始会增
加英文现场写作2-3篇的考试
内容，这也是对于很多申请人

挑战最大的部分。申请初中以
上过程的国际课程项目，已经
需要具有较好的英语阅读和写
作能力了。

高中阶段

进入民办的“国际高中”，
可作为录取依据的标准化考试
有SSAT、托福、雅思;参加学
校的多学科入学考试是更普遍
方式，考试科目根据学生申请
的院校和课程项目，为3-10门
不等。

公立学校国际班采取的录
取模式是中考调档线或者中考
成绩+英语测试模式，公立生源
读本校国际班是很好的选择，
熟悉的老师和环境会帮助学生
很快进入状态。

民办国际高中针对中考生
的入学门槛儿也在逐年提高。
申请人如凭中考分数申请入
学，已经从去年的500分增加
到了520分以上，同时附加了
对中考英语、数学单科的分数
要求。 （刘钊）

11月 17日下午，一男子驾
车载着同事赵女士准备一块回公
司上班，刚把车停进吉大建业路
的停车场，坐在副驾驶的赵女士
就嚷嚷着要试试这车，过把手
瘾。为什么她要选择这个时候玩
车呢？

因为赵女士根本没有驾驶证，
马上就要报名学车，想先体验一下
车感。看着空旷的停车场，周边也
没多少车，路过停车场的人更少。
在这里试驾，既可以过瘾，又不会
出事。大概男子也是这么想的，就
把驾驶座让给了赵女士。

然而，意外发生了。赵女士
上车第一脚就错把油门当刹车，
这辆小车失控加速，径直冲向停

车场临时搭建的铁栏。
铁栏应声倒下，走在铁栏边

的两岁半男童轩轩被卷入车底。
赵女士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吓坏
了，赶紧下车查看情况并报警。
而此时，带着轩轩出门的邻居老
奶奶吓得赶紧俯下身，拼命把轩
轩拉扯出来，被救出时轩轩已是
头破血流，全身有着不同程度的
受伤。几分钟后，拱北交警和救
护车抵达现场，经诊断，轩轩并无
生命危险。

酿成事故后，赵女士固然是
要负责任，可是明知赵女士不具
备驾驶资格，仍然把车给她开，这
位男士自然是少不了连带责任
的。 （杨小江）

女子无证驾车
两岁半男童卷入车底

11月4日上午8时左右，交
警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鞍
莲路一名男司机驾着小车，突然
撞上了停在路边的小车，还连撞
两辆！接报警后，香洲交警大队
的钟警官立即赶到现场查看。

抵达现场后，钟警官发现肇
事车辆竟是一辆教练车，而被撞
的两台小车均有不同程度的受
损，起亚小车右前轮有几处被刮
蹭掉漆，另一台五菱宏光左前轮
有轻微磨损。难道是教练驾车闯
了祸？钟警官望向身旁的两名男
子。

这时，一位自称姓刘的男子
说是他开的车，可当钟警官要求
出示证件时，刘某却说自己还没
有驾驶证。没有驾驶证竟然还敢
开车？还连撞两车！正当钟警官
要对刘某进行处罚时，一直默不
作声的另一名男子道出了实情。
原来，刘某是旁边某驾校的学员，
而说话的男子正是刘某的教练严
某。

查看车辆受损情况后，交警
认定教练车负全责，本以为自己
要负全部赔偿的刘某瞬间秒变

“钢化脸”，可没想到接下来交警
说的话却让刘某大吃一惊，这起
事故刘某并不用负责，而是由教
练负全责，具体赔偿数额由驾校
方保险负责。

法律法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规定，学习机动车驾驶，应当先学
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
关知识，考试合格后，再学习机动
车驾驶技能。

在道路上学习驾驶，应当按
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
路线、时间进行。在道路上学习
机动车驾驶技能应当使用教练
车，在教练员随车指导下进行，与
教学无关的人员不得乘坐教练
车。学员在学习驾驶中有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造成交通事
故的，由教练员承担责任。

刘某一听，心里既是愧疚也
是内疚，因为自己的走神酿成这
起事故，还要教练背锅，实在对不
住教练。教练严某虽无奈，但也
表示自己没履行教练职责，才会
导致这场事故的发生。（杨小江）

学员司机驾车 意外连撞两车

白蕉镇新环中心小学于
2007年9月1日由原来新环片区
的五所小学合并而成的一所中心
小学，也是目前新环片区唯一一
所小学，占地面约37056.65平方
米，建筑面积为9335.82平方米，
现有32个教学班，学生1500多
人，教职员78人，是目前斗门区
规模较大的学校之一。

近年来，学校把足球作为立
德树人的载体，以足球特色为突
破点，以“魅力足球，特色发展”为
主旋律，全面推广校园足球运动，
积极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健康成长。因此，2015
年学校被斗门区授予足球项目特
色学校，2017年被认定为“广东
省首批校园足球推广学校”，同
年，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如今，学校
已经形成了“人人都参与，班班有
球队”的校园足球氛围，加上常规
的足球课，在校学生基本达到全
员参与足球。

在近两年来，学校在努力开

展好校园足球运动和校内联赛的
同时，也积极参加镇级以上的校
园足球活动和比赛。2016年以

“激情·活力·健康·向上”为主题，
自编并录制了《足球操》《啦啦操》
参加市的大课间比赛获得二等
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荣誉，见证
了学校足球运动成长的历程，实
现了足球成绩每一年上一个台阶
的大好势头。

在发展校园足球运动中，白
蕉镇新环中心小学将秉承“天道
酬勤，厚德载物”的办学理念，坚
持“质量立校、教研兴教、全面育
人、创建特色”的办学思路，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在上级
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全校教职员
工的团结协作和攻坚克难，加强
发挥自身优势，办学特色日趋明
显，增强办学底蕴，凸显学校特
色，建设新型亮点，彰显学校品
位，最大化地提升办学效益，新环
中心小学已成为一所家长更满
意，社会更认可，领导更放心的素
质教育学校。 （兰添）

魅力足球 特色发展

事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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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
情”。二十年后，我怀着激动万
分的心情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刚下飞机，微风拂面，就看
见等候多时的父、母亲，他们高
兴地笑着。父亲母亲脸上多了
许多条皱纹，头发也花白了。
我问道：“爸、妈，渔女还在吗？
我想去看看。”“在！去看看
吧！”母亲回答。

珠海被有轨电车覆盖，我们
坐着电车几分钟就到了。望着
手里捧着夜明珠，看着我笑的渔
女，眼眶中顿时有泪水在打转。

接着，我让父母先回家，自
己去母校参观。来到了二十一
小，校门变成了感应门，地上有
几个扫地机器人在扫地，楼顶有

许多块太阳能收集板。以前的
花花草草大多还在，显得很温
馨。当我走到操场时，突然有人
一下拍了一下我后背。回头一
看，一个一米七的人冲我笑。这
人是谁呢？几秒后，我想起来
了，他是小学同学曾朝阳啊！

我们走向一边，叙起旧
来。在谈话中，我知道曾朝阳
已经成为了一名作家，去年他
拿到了儿童文学最高奖项——
国际安徒生奖。我们边走边
笑，谈着小时候的故事……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那美
丽的故乡——珠海！

香洲区二十一小
508 高培豪
指导老师 王婧琪

二十年后回故乡
有一位骄傲、自信的剪刀

大侠来到森林里。
他大摇大摆，踏着方步走

来。一枝美丽而又博学的山茶
花看到他就小声嘀咕：“什么剪
刀大侠，不就是一把骄傲的剪
刀嘛。”剪刀大侠被山茶花的话
气坏了，他怒气冲冲地说：“你
说什么？我可不是一般的剪
刀，我就是战无不胜的剪刀大
侠！”说完，他把山茶花的叶子
剪掉了。

他继续向前走，又看到了
一只小白兔。他得意地对小兔
说：“小兔，我就是大名鼎鼎的
剪刀大侠。”“剪刀大侠，森林里
好像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所
以，你并不是大名鼎鼎。”小兔

说。剪刀大侠一气之下把小兔
尾巴上的毛剪掉了一些。

他站在山顶上自豪地问：
“谁还不服气？过来。”“还是你
过来吧！”一个声音回答。剪刀
大侠这次真的被激怒了，他寻声
望去，发现原来是一条小河。他
二话不说，立刻扑上去剪了一百
下，小河没断，又剪了一万下，小
河依然没断，而剪刀大侠却变成
了一把生锈的破剪刀。

所以，我们都要记住一句
谚语，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
天。”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最厉
害。

香洲区二十一小学
四（1）班 袁 烨
指导老师 林芳婷

剪刀大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