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鞍山中加双语学校江北分校主办 育人热线院0553-6361220 2016年 6月 26日 星期日 第 101期

安徽华星学校微信公众号

招生热线院0553-6361220
13956652154

江北名郡袁代出英才曰华星学子袁再谱华章遥
鲲鹏久有凌云志袁硕果飘香又一年遥2016年袁团结奋进的华星人秉承着

严格科学的管理理念尧践行着高效课堂的教学思想尧坚持着野中国灵魂尧世
界眼光冶的育人精神袁向无为人民交上一份精彩答卷遥 2016届高考袁我校再
创辉煌浴

我校今年参加高考总人数 670人袁在全体华星人的努力下袁实现了历
史性的突破遥

突破一院我校高考本科达线突破五百人大关袁本科达线 502人袁本科

达线率 75%遥

突破二院艺体本科双达线 79人袁达线率高达 95%袁实现历史性突破遥
突破三院文化课高分段人数喜人袁一本达线率高遥

我校今年有 3位学生高考成绩突破 600分袁最高分 607分遥 一本达

线 144人袁一本达线突破百人大关遥
突破四院我校本届学生基础薄弱袁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尧实现历史性

的突破袁依靠的是全体高三老师的辛劳和学校野严格科学冶的管理遥
特此祝贺浴并向 2016届高三年级全体老师致敬浴向一直以来关心我校

教育教学工作的社会各界友好人士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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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祖国的希望袁六一是孩子的天
堂遥 在孩子们稚嫩的童声中袁安徽华星学
校以野童心向党冶为主题的庆六一庆祝活
动拉开了帷幕遥

6月 1日下午袁校园内处处洋溢着喜庆
的气氛袁 这里正举行着安徽华星学校庆六
一文艺汇演遥在高亢的音乐声中袁首先进行
的是优秀少先队员为校领导佩戴鲜艳的红
领巾活动袁 接着常务副校长周冬青用亲切
的话语表达了对小学部所有孩子的关爱之
心袁对家长们到来表示欢迎遥

伴随着节日问候的送出袁文艺演出在
特长生舞蹈叶我学弟子规曳中拉开了序幕遥
接着小品叶考后评分曳尧叶献爱心曳让观众忍
俊不禁袁舞蹈叶bar bar bar曳尧印度舞尧叶大
王叫我来巡山曳等节目各具特色袁充分展
示了孩子们的风采遥 孩子们个个劲头十

足袁尽情的欢笑袁尽情的歌唱袁红红的脸蛋
上流露出灿烂的微笑袁家长们的阵阵喝彩
声更是把庆祝活动推向了高潮遥

庆祝活动在诗朗诵 叶送给老师的一支
歌曳中落下了帷幕遥大家用动听的歌声唱出
小朋友的幸福和愉悦曰 用欢快的舞姿跳出
同学们的朝气蓬勃曰 用优美的健美操舞出
少先队员的与时俱进曰 用质朴的语言道出
同学的勤奋进取曰 用朴实的行动献出了浓
浓真情噎噎

本次汇演节目内容丰富袁 精彩纷呈袁
获得了现场家长们的一致好评遥 既愉悦了
童心袁又陶冶了性情袁更使华星学校的少
年儿童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遥 在悠扬欢
快的节拍中袁各班用美妙的声音唱出了赞
美祖国的歌袁用熟稔的步调舞出了华星校
之魂袁整个校园盈满了欢声笑语遥 渊李万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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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4日晚袁我校高三毕业典礼在
学校多功能厅举行遥 校长胡新苗尧常务
副校长周冬青尧副校长陈玉福尧全体行
政干部及高三全体师生参加了本次毕
业典礼遥

典礼在庄严的叶国歌曳中开始遥高
三渊3冤班徐美玲同学代表全体高三同
学在仪式上发表毕业感言遥 接着袁高
三政史地组田洋老师作为教师代表
致辞遥 他深情回忆了与同学们共同
度过的三年时光袁 认为老师的幸福
就体现在这一轮一轮的温情陪伴与
离别中遥 他希望同学们能凭借着野华
星精神冶袁 保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袁
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和生活里开花
结果遥

仪式最后袁胡新苗校长发表了重
要讲话遥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袁他鼓
励同学们调整心态尧戒骄戒躁袁去迎
接人生中这次刻骨铭心的修行袁并
期待大家新剑发硎一鸣惊人的骄人
表现遥

仪式结束后袁进行了野激情六月冶
文艺汇演遥 演出在跆拳道表演叶华星
来袭曳的动感音乐中拉开
了序幕袁紧接着歌曲叶我
的天空曳袁 旋律感人曰小
学生舞蹈 叶我学弟子
规曳袁可爱动人曰华尔兹尧
街舞旋律动感袁无处了青
春的旋律袁器乐合奏袁宛
转悠扬袁 奏响了中华琴
韵遥 小品 叶考后评分曳尧

叶葫芦娃新传曳 更让全体同学捧腹大
笑遥 最后袁由全体行政干部及高三全
体教师带来的歌曲叶步步高曳将晚会
推上了高潮袁同时各年级尧部门主任
和校长室也分别为初尧高三学子送上
了祝福对联遥

本次文艺汇演节目精彩袁 高潮迭
出袁深受师生好评遥

渊黄洪冤

十年磨一剑 今朝试锋芒
要要要华星 2016届 691位高三学子高考出征

6月 7日上午 7点 58袁我校大门口广场上欢声鼎沸尧旗帜飞扬遥我校正在为高三考
生举办出征仪式遥

我校高三学子们个个精神饱满地踏着轻快的步伐袁 集合在学校的小广场上袁在
日夜陪伴他们的老师陪同下袁一起乘学校高考专车即将奔赴考场遥

学生队伍浩浩荡荡袁在学校大门口两侧排列遥 广场上彩旗猎猎袁学校朱色大门上的字
眼格外抢眼院野不和他人拼享乐袁只和他人拼学习曰不和他人比父母袁只和他人比明天冶浴

学校领导们亲临现场指挥送考工作遥校长胡新苗尧常务副校长周冬青尧副校长陈玉
福以及各学部领导袁 来到每
辆校车上为我们高三学子加
油助威遥

随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响起袁 整个学校立即陷入了
一片欢乐的海洋遥 在鞭炮声
中袁 警车第一辆满载考生的
大巴车在一声声坚定必胜的
呐喊声中缓缓驶出了校门遥

我们相信付出定有回
报曰 我们相信华星学子高考
必定再创辉煌浴

渊校办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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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部举办野童心向党冶
庆六一文艺汇演

5月 28日晚袁我校在多功能厅举行了野追
梦吧袁少年冶主题演讲比赛决赛遥

四月下旬袁 政教处尧 校团委联合发出通
知袁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开展野追梦吧袁少年冶主
题演讲比赛遥 比赛分初赛和复赛两个阶段遥 5
月 20日前袁各个学部完成了初赛袁遴选出 11
名选手参加了 28日晚上的决赛遥

此次比赛袁同学们赛出了风格袁赛出了水
平袁展现出华星学子的飒爽英姿和青春风采遥
他们或展望未来袁尽情讴歌自己的理想曰或抒
写心志袁极力表达自己的决心曰或叙述经历袁

激情挥洒自己的才智噎噎整场演讲异彩纷
呈袁 现场观众不时为充满正能量的演讲报以
热烈的掌声遥

比赛结果袁高三渊4冤班陈思婷获得特等
奖袁高一渊3冤班刘健健尧高一渊2冤班汪倩获得一
等奖袁李静等 8位同学获得二尧三等奖遥

校园野星武跆拳社冶前来为本次演讲比赛
进行加油助威袁 他们庄重的礼仪尧 响亮的呐
喊尧刚劲有力的动作袁为现场同学们的演讲增
添了更加热烈的气氛遥

这是一场演讲比赛袁更是人生的启迪袁演
讲比赛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遥 渊校办冤

野追梦吧 少年冶主题演讲比赛进行最后角逐



与
高一渊2冤班 陈思秋

他们都说一个人学会了孤独才是真正的
长大袁可是长大以后呢?没有友情的陪伴袁所有
的东西都成了你的牵制遥泪水无人聆听袁欢笑亦
没有人分享袁最后我们注定成了孤独的孩子遥

青春也许就是一场注定孤独的旅行袁我
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去过袁什么时候又走了遥

青春是一场远行袁回不去了曰
青春是一场相逢袁忘不掉了曰
青春是一场伤痛袁来不及了遥
18岁的我袁正青春袁却早早地褪去了那

般天真无邪的青涩袁更多的却是一个如同成
年人般的思维遥 也许正是如此袁使我早早地
在孤独的门前徘徊遥

18岁的我每每走在那条闭着眼都能走
的路上袁抬头只能看到那条像山堆积的书籍袁
感受着春天的树芽正在自然界中舒展着袁我
只有心无旁骛地追逐着梦想才能让青春不
朽遥

孤独类似于 18岁时一场最伤痛却逃不了的
旅行袁是我们每个人成长路上最重要的必修课浴度
过了以后袁眼前便有着恰似海洋般的未来遥

18岁的我们袁 正值风华正茂的时候袁但
却让我们在孤独中走过遥

渊指导老师院朱海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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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是迷茫大海上的灯塔袁指引我
航行的方向曰 梦想是干涸沙漠中的清
泉袁滋润我干涸的心田曰梦想是寒冷冬
日里的阳光袁温暖我前行的躯体遥 我的
青春有梦袁不寂寞遥

时间不断的流逝袁红了樱桃袁绿了
芭蕉袁就这么一晃间袁我已步入成年遥 似
水年华被时光带着一路流淌袁穿越明媚
的风和忧愁的雨袁现在的我再不是当初
的摸样了遥 十八岁了袁意味着成年曰十八
岁了袁心中埋下梦想曰十八岁了袁更要为
梦想奋斗了遥

已是高三的我袁 虽不知结局如何袁
但不代表我不会努力袁不会奋斗袁不会
前进遥 我会用勤劳的双手去探索袁用智
慧的大脑去思考遥 青春的勇敢会指引我
去开创袁无畏的青春会引领我飞翔遥 劳
累了一天的太阳落山了袁而我却依旧坐
在教室里挑灯夜读袁 攻破一道道难题遥
我的青春有梦袁所以我不怕艰辛曰我的
青春有梦袁所以我不怕风雨曰我的青春
有梦袁所以不怕跌倒曰我的青春有梦袁所
以不寂寞遥

野我会捧着跌跌撞撞却更倔强的脸袁将故事继续编写袁燃
烧的信念袁绝对能够撑到梦想实现窑窑窑窑窑窑冶一首熟悉的音乐萦
绕在耳边袁回想起自己两年来的努力袁我明白了院没有播撒心
情的种子袁 是不可能收获丰盛的果实的曰 没有挥洒奋斗的汗
水袁是不可能取得优异的成绩的曰没有历经艰难的脚步袁是不
可能踏上成功的舞台的遥 所以我会播撒种子袁挥洒汗水袁历经
艰难去充实我的青春袁让我的青春不寂寞袁让我的青春散发出
耀眼的光芒浴

曾经的我因为一次考试失败而躲在房间里默默地哭泣袁
因为一分之差与第一擦肩而过而产生不甘心袁但我不气馁袁我
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袁我也知道通往成功的路上充满艰辛袁但
那又怎样袁因为梦想会在我摔倒时叫我赶快爬起曰梦想会在我
遇到风雨时告诉我永往直前曰 梦想会在我失败时告诉我永不
言弃遥 梦想是黑暗中的火把袁是黑夜中的星光袁是梦想给了我
光明袁给了我希望遥 所以我会擦干泪水袁怀揣梦想袁继续前行浴

谁的青春不奋斗钥我想每个人都有过青春袁也都为梦想奋
斗过遥 所以现在的我已重新寻回自己最初的梦想并努力地实
现它遥我曾看过这样一句话院野泪水不是我们的答案袁拼搏才是
我们的选择遥冶是的袁只有拼搏才能实现梦想袁而正值青春年华
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奋斗袁父母为了我们还在四处奔波袁我们
凭什么说放弃袁我们没有理由袁更没有资格袁我们只有不断地
拼搏袁不断的去追逐心中的那份梦想便去实现袁那样我们才无
愧于青春浴

时间悄悄从指尖流过袁我想将时间紧紧地握在手中袁因为
我的青春有梦袁我要节约时间袁把握时间去实现自己的梦遥 有
人说青春如同一辆奔驰着的火车袁 而这辆火车上正承载着我
的梦想袁所以我要站在这辆火车上大声呐喊院野我的青春有梦袁
不寂寞浴 冶 渊指导老师院苏玉荣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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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鸟儿动听的歌声袁看着小草那柔
美的舞姿袁跟着我的脚步便来到了我的学
校要要要安徽华星学校遥

刚到校门口袁你会看到有野安徽华星
学校冶几个字样的假石遥 上面有关于我校
风采的简介遥走进长廊映入眼帘的就是一
大片被修剪成野双龙戏珠冶图案的草坪遥接
着会看见许多和蔼可亲的老师袁 当然袁其
中最和蔼可亲的非我们李老师莫属了遥再

向里走去袁 你就会看见一间大 野多功能
厅冶袁 这是我们学校师生开会或者文艺汇
演的地方袁走进去会有许多座位袁每当有
演出时袁同学们都会安安静静地坐在位子
上袁就连上厕所都是安静有序的袁更不用
说会有人打断别人的演出了遥

走出多功能厅袁 我们便来到了初中
部遥初中部的学生善良尧聪明遥初中部的老
师们总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袁将自己渊

博的知识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学生袁看上去
十分威严遥 但私下里老师也会像孩子一
样袁和学生一起赛跑袁一起赛歌遥 这时袁老
师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遥

再往前走袁 就来到了我们小学部袁低
年级的小朋友天真活泼袁时不时的会有一
些小朋友从你的身旁飞过袁像小麻雀一样
叽叽喳喳的好不热闹浴而高年级的同学们
下课后要么在教室认真的写作业袁要么就
在班级后面的空闲出排练大课间展示的
节目袁要么就下下象棋什么的袁真的好不
快活浴 而我们小学部最大的亮点可不在
此遥 每个周四是我们的特色教学时间袁比
如说跆拳道啦袁国画啦袁素描啦袁舞蹈啦袁
都是根据我们的兴趣而开设的特长班袁深
受我们的喜爱哟浴

我爱我的童年生活袁我更爱给我快乐
童年的我的学校遥 渊指导老师院李万云冤

你双桨摇动的那一刻袁
就注定了伟大与辉煌浴
走过百年风雨袁
共产党人旗帜高扬遥
噢袁红船
中国梦袁启航浴
数年前袁中国处于黑暗的谷底袁我们

彷徨过袁迷惘过袁我们一次次的摔倒袁我
们又一次次的爬起袁 因为我们坚信党就
是太阳袁只要跟着太阳走袁光明永远不会
消失噎噎

历史的车轮不停地旋转袁沿着历史的
足迹袁 翻开那一页页写满历史的书卷袁中
国的历史包含着太多心酸袁但同时又承载
了太多的奇迹遥 从鸦片战争开始袁列强就
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袁 火烧圆明园袁甲
午中日战争袁八国联军噎噎一次又一次的
打击了原本就摇摇欲坠的中国遥 可是袁尽
管再怎样的黑暗袁中国人民依然坚信着有
光明的存在遥 即使一次次跌倒袁但中国人
民的选择却是那样的雷同袁尽管站起来的
方式各种各样袁 但是没有一人到站不起袁
是谁赶走了恐惧钥 是党! 中国人民坚信袁只
要跟着党走袁 胜利的曙光一定就在前方袁
中国人民的梦因此而绚烂遥

从改革开放到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袁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袁曾经可望而不可即的
梦想实现了遥 还记得中国首次进入太空的
伟人吗钥 他就是杨利伟遥 杨利伟是中国培
养的第一代航天员袁2003年 10月 15日北
京时间 9时袁他撑着由长征二号火箭运载
的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太空袁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进入太空的第一人要要要中国的航天
梦实现了遥

当奥运的火炬传遍了世界的各个地
方袁 当奥运的烟火在鸟巢上空熊熊燃起袁
当五星红旗在赛场上缓缓升起袁当中国人
民共和国的国歌在赛场上响起袁中华儿女
为之骄傲遥 百年奥运袁百年梦想袁中国人为
了这个梦想袁奋斗了不知多少年袁流了不
知多少汗水遥 但终究要要要中国的奥运梦实
现了遥

中国用世界百分之七的土地养活了
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袁这是多么伟大的一
个奇迹啊浴 袁隆平发明了杂交水稻袁温饱
已经成为了现实袁仓廪足而知荣辱袁黑土
地上满满的收获就是中国冉冉升起的希
望要要要中国的粮食梦实现了遥

在以前有很多老人无家可归袁身患疾
病袁最后因为没钱袁所以孤苦终老袁而现
在袁中国有了很多养老院袁这样袁许多无家
可归的老人就可以去那里袁也不至于流浪
街头要要要中国的幸福梦实现了遥

阳光和煦的一天袁我坐在一辆载满人
的公交车上袁这时袁一位佝偻老人上车袁只
见一位青年将自已的座位让给了老人袁这
一幕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袁 我看向窗外袁
迎面吹来徐徐的风袁而风中似乎夹杂着一
股花香袁我不由扬起嘴角袁这不正是我们
大家所希望看到的吗钥 要要要中国的和谐
梦实现了遥

面对如今快速发展的中国袁面对如今
屹立在世界之巅的中国袁 作为一名中国
人袁我不由地挺起我的胸膛遥 我终于明白袁

党不是一个宏大而虚
无的概念袁它承载的是
一个国家向上的决心
和不灭的希望遥如果你
要问我党是什么钥我会
坚定地说袁它是几万万
中国人的思想与灵魂袁
是几万万中国人的力
量袁是几万万中国人凝
聚起来的信仰遥我们将
生命融入其中袁我们将
智慧与勇气融入其中遥

南归的大雁有序
地飞行着袁我甘心做队
伍尾部的大雁遥因为我
相信头雁的能力袁能带
领我们走上正确的道
路袁能勇敢地处理途中
所遇的困境遥而我维护
着大家的安全袁为落后
的大雁指明回家的路袁
叫醒沉睡的大雁袁尽管
有着能否归巢的可能
性袁但不是成为退缩的
理由浴 我相信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袁因为
我们的心中都有一个扎根的信仰要要要党遥

望着飘扬的五星红旗袁不禁要问苍茫
大地袁谁主沉浮钥 数风流人物袁还看今朝遥
作为一名中国人袁我自豪地伸出自已的右
手袁 放在自己心脏的位置袁 心中呐喊道院
野永远跟着党走浴 冶

渊指导教师院金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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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二字似乎离我们很近但又似
乎有些缥缈袁 但是如果我将它们分开袁
梦与想那又是怎么样一幅截然不同的
彩墨画钥梦字告诉我们任何天马行空的
观念在梦中都会一一实现袁但袁那仅仅
存在于梦中遥想字告诉我们敢于想象万
一所想的事实现了袁那也说不定遥

第一幅关于梦的画
睁开眼睛是什么钥 残酷的现实袁不

堪一击的身躯袁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袁一
日又一日的重复袁像一首循环播放的歌
曲袁不停的告诉自己该从编织的华丽美
梦中清醒遥可是有谁愿意钥日复一日的
从梦中被残酷打回现实袁被冷漠丢弃在
茫茫人海中袁只剩自己一个人袁一个人
来回踱步袁是该回到梦中做个无忧无虑
生活在襁褓中的婴儿袁还是回到现实中
去倍受打击袁一次次遭受碾压噎噎我想
这太难袁 于是我选择在二者中徘徊袁晚
上我做着遥不可及的梦袁早晨带着希望
去闯荡遥 即使会被现实打倒袁但是我依
然不会丢失自己的梦遥 梦是彩色的遥

第二幅关于想的画
海子曾说过院野风后面是风袁天空上

面是天空袁道路前面还是道路遥冶想象里
面还会有成功袁只要勇敢去做袁勇敢去
闯袁哪怕是布满荆棘的红地毯袁哪怕是
万丈千里的深渊袁信念告诉我若现在没
有大无畏袁以后怎么能有作为钥 宁愿做
个孤独患者袁在纷纷扰扰的世间任凭别
人嘲笑袁讽刺哦袁但最后成功的果实一
定会幸临于我这儿遥 有人曾说过院倔强
的人没资格去惋惜袁但我认为倔强对了
的人应有所不同袁 因为他不需要惋惜遥
想是黑白的遥

关于梦想的画
梦想不单单只有梦只能想袁还应加

上自己的作为袁用黑白去勾勒袁再上色
用五彩斑斓的油彩上色袁再用汗水去点

缀袁 加上一点点的泪水和一大份希望袁
那就是梦想所创作的画袁包含了欢笑与
泪水的画袁 是为了你量身定做的作品遥
梦想的画是独特的袁但是创作的路途中
经历的坎坷也是无尽的袁被嘲笑被绊倒
被欺骗被落单袁 这些你都得一一接受袁
因为这都是必经路途袁也是往往我们所
轻易忽略的地方遥 别去怪世界太过残
忍袁梦想的到来必定预示着不平静遥 梦
想是有味道的佳作遥

关于自己的画
16岁的年纪袁16 岁的青春袁16 岁

的梦袁16岁的自己袁你好吗钥 在这个懵
懂的年纪袁 你是否握紧了自己的梦想袁
亟待出发遥 也许现在的自己无所作为袁
甚至一无是处袁但请你别着急袁也许现
在的成绩一直在最低端袁 但那又怎么
样袁你有一颗永不放弃的心曰也许现在
的自己总被别人忽略袁 但那又怎么样袁
察言观色不是每个人都懂的曰也许现在
的自己不被别人认可袁 但那又怎么样袁
你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16岁的梦噎噎关
于自己的画我想那种颜色是自义定的遥

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遥 你总会多
多少少的遇到各种困难与挫折袁 我们
能做的不就是独自面对勇敢地去闯袁
去收集每一份希望袁 收藏每一份关于
青春的梦想遥 让梦想绽放如花袁让梦想
押韵如诗袁让梦想延绵如流水袁永无止
息的流淌遥 渊指导老师院赵超冤

小时候不懂娱乐袁读书便是唯一的消遣遥每逢佳节或我
取得好成绩时袁爸爸就会带我去书店袁允许我挑一尧两本书遥

我因此拥有了叶鲁滨逊漂流记曳袁拥有了叶飘曳袁拥有了
唐三百尧宋三百遥拥有了一架书香袁拥有了一生中最宝贵的
财富遥

曾听过这么一句话院野名著就是每个人都想自己读过袁
却都不愿意去读的书遥冶我不能理解何为野想袁却不愿冶遥大多
数名著我都是在夜以继日尧废寝忘食的状况下读完的袁其中
所蕴含的价值和可玩索的地方袁 绝非那些网络小说可以比
拟遥读大仲马和莫泊桑让我了解了两个世纪的法国社会曰读
叶悲惨世界曳袁 让我懂得了爱与责任袁 读现代诗让我爱上生
活遥我觉得我的一生也就这样了袁在对艺术的无边热爱和追
求中度过遥 电影尧文学尧音乐袁缺一不可袁否则人生无味遥

杨绛说院野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
生袁直到后来才发现袁如果不了解人生袁是看不懂书的遥 冶说
来好笑袁幼时读野寒鸦万点袁流水绕孤村冶袁什么都不懂袁却只
觉得真真极美袁 便用钢笔将此句划下来袁 底下批院野阅袁100
分冶遥 即使现在经年过后想起时会懊恼自己的幼稚袁我还是
觉得袁这样的句子和景致永远是我心中的一百分遥

一页纸香袁一页年华遥时间在书页的翻动中悄然而逝袁
唯有纸香伴着年华未散袁馥郁了人生袁凝成最美好的素锦
时年遥 渊指导老师院苏玉荣冤

纸香里的素锦时年
高二渊圆冤班 石国怡

我的野特色冶学校
501班 秦效强

孤独是
青春的必修课
高一渊11冤班 宋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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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校园

选择江北分校的八大理由

管理篇
第一大理由院以关爱尧感恩为核心的严格

科学管理袁 江北分校是一所全封闭寄宿制学
校渊家长无须陪读冤遥

学校严禁学生带手机尧上网尧男女生交往
过密,同时在生活上关爱尧关注学生健康成长,
教会学生感恩尧关注学生成人遥

第二大理由院一流的硬件设施遥
标准化的学生宿舍院4人一间袁内有空调尧

电扇尧卫生间袁24小时供应热水遥
学校有功能齐全的现代化教室袁 同时还

有标准化的篮球场尧乒乓球场尧羽毛球场尧排
球场等袁欢迎家长实地参观!

第三大理由院高品质的班主任尧校警尧教
官队伍遥

学校实行 24小时全方位无缝对接管理,
确保学生在校安全袁同时处处关心学生健康尧
快乐成长袁生病的学生能及时迅速得到关心袁
让家长放心工作浴

第四大理由院完备的配套设施遥
学校设有除食堂以外的超市尧书店尧话吧尧

理发室尧洗衣房尧浴室等配套设施,完全解决学
生在校的衣尧食尧住尧行问题,培养学生独立生存
能力遥

德育篇
第五大理由院以经典文化为核心尧五项校

本课程为载体的德育成人模式遥
学校以弟子规尧三字经尧华星学生健康文

明歌为蓝本,大力开展感恩教育尧文明礼仪教
育尧心理健康教育,同时开设演讲课尧写字课,
使每个华星学子成为具有野感恩尧文明尧健康尧
进取冶的新华星人遥

教学篇
第六大理由院成熟的教学模式袁全方位学

业辅导渊晚自习教师免费辅导冤遥
第七大理由院 学校近几年高尧 中考成绩

斐然袁 在 2008 年高考二本达线首次突破百
人大关的基础上袁2011 年高考再创新高袁二
本达线人数首次突破千人大关袁其中袁一本
达线 336 人尧二本以上达线 1024 人尧三本以
上达线 1355 人袁艺体本科双达线 126 人袁创
造了全市本科达线人数最多尧提高率最大的
辉煌业绩遥 应届毕业生周海涵尧汤舒俊两位
同学以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袁 其中袁周
海涵以 679 分的成绩获得马鞍山市理科状
元荣誉袁2012 年尧2013 年尧2014 年高考成绩
逐年上台阶袁 更有一大批学子考入名牌大
学遥 2015届高考更是名校辈出袁我校一本达
线 924人袁二本以上达线 1913 人袁三本以上
达线 2477 人袁艺体本科双达线 188 人袁尤其
值得称赞的是袁我校高分段成果辉煌袁其中
理科 680分以上 6人袁670 分以上 10人袁660
分以上 19人曰 文科 660分以上 4人袁650 分

以上 9人袁640分以上 13人遥 学校近几年的
中考成绩一直名列全市前茅袁从 2010 年起袁
我校中考连续五年荣获全市教学质量目标
管理奖遥

第八大理由院多元华的升学和培养途径
社团是培养学生兴趣袁 提高学生各方面

能力的新园地袁是提升学生素质尧延续文化魅
力的新舞台袁 社团已经成为我们实施素质教
育的重要抓手袁成为打造个性化办学特色袁凝
炼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遥 加强学生的社团建
设袁 是提升我校校园文化品位的一条重要途
径遥 我校一直重视社团建设袁如文化社尧书画
摄影社尧英之社尧广播社尧科技社袁声乐社袁跆
拳道社袁武术社等袁整合了学校的资源袁尊重
学生个性化的发展遥 源于社会社团组织的军
乐队尧武术队尧唱歌队在各类比赛演出中成绩
显著袁有声有色的社团活动袁促进了学生身心
健康的发展遥

马鞍山中加双语学校
江北分校 安徽华星学校简介

马鞍山中加双语学校江北分校要安徽华
星学校的办学理念尧管理模式和马鞍山中加双
语学校一脉相承袁 并结合华星学校办学实际袁
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管理制度遥新华星人将继续
发扬野一不怕苦尧二不怕累尧风雨同舟尧追求卓
越冶 的华星精神来塑造江北中加品质教育曰坚
持培养具有野感恩尧文明尧健康尧进取冶品质的新
华星人袁坚持野多元化培养人才冶袁信守野人人都
能上大学冶的理念遥

安徽华星学校重组后的校风尧 教风和学风
变化非常之大袁这一点已得到上级主管部门尧学
生及家长和社会的普遍认可袁 在无为地区引起
了极大反响袁形成了人人争上华星的良好氛围浴

目前我校正以 野严格科学冶 的管理模式尧
野学引用清冶的课堂教学模式袁以经典传统文化
为主线袁五项渊叶弟子规曳和叶三字经曳尧叶华星学
生健康文明歌曳袁文明与礼仪教育尧感恩教育尧
演讲与写字冤校本教育为蓝本的德育模式形成

三大核心竞争力袁迅速驶入发展的快车道遥
新华星人在野一不怕苦袁二不怕累袁风雨同

舟袁追求卓越冶的华星精神的鼓舞下袁已形成
野感恩尧文明尧健康尧进取冶的氛围袁努力实现新
华星的崛起袁力争将马鞍山中加双语学校江北
分校要安徽华星学校打造成江北名校袁新华星
管理严格科学袁资源丰富袁办学条件优越遥我们
恭候家长朋友带着孩子来校参观袁我们期待着
您的明智选择遥

多功能厅 学校新餐厅

校园一角 双龙戏珠

四人一间的学生公寓 高中部教学楼

百日誓师大会

我的青春我做主

千人广播操参赛选手精彩的演讲

严谨和谐的课堂教学 成人礼

书香润校园袁诵读千古美文 美术生风采

http://www.ahhx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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