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华星学校微信公众号

招生热线院0553-6361园园怨
马鞍山中加双语学校江北分校主办

育人热线院0553-6361009 2018 年 6 月 28 日

星期四

第 119 期

13956652154

2018届高考喜报
江北名郡袁代出英才曰华星学子袁再谱华章浴
2018 年袁团结奋进的华星人秉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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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向无为人民交上一份精彩答卷遥 2018 届高考袁我
校再创辉煌浴 我校今年参加高考总人数 801 人袁在全体华星人的努力下袁
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院
突破一院 一本达线

70.1%遥

113 人袁

本科以上达线

561 人袁

本科达线率

193 人袁达线率高达 94%遥
突破三院高分段历史性突破袁今年理科最高分 608 分袁文科最高分

突破二院艺体本科双达线

610 分遥

突破四院学生提升程度大袁本届学生中考录取我校分数线仅为 497

分袁600 分以下占学生总数的

80%袁真正实现低进高出浴

特此祝贺浴 并向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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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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歌高奏战旗飘

助力高考壮豪情

要要
要我校举行高考送考壮行仪式
十年寒窗袁决战今朝曰勤学苦练袁亮剑六月浴
花开不败袁激情澎湃曰斗志昂扬袁华星最强浴
三载苦读袁废寝忘食袁为的是今朝一试风流浴
十载天地袁埋头苦读袁为的是明日早成才贤浴
2018 年 6 月 7 日袁万众瞩目的高考拉开序幕袁早晨袁我校举行了隆
重的送考仪式袁为考生壮行袁为学子加油浴 部分学生家长也参加了送考
仪式袁和老师们共同祝福学子高考顺利袁圆梦今朝浴
校长胡新苗尧高中部校长陈玉福尧初小部韩承罗校长等全体行政干
部及高三教师排成一队袁等候在学校大门口遥
学生全部上车后袁全体行政干部来到每辆送考车上袁为高三学子加
油助威袁野高三必胜袁华星必胜袁高考必胜冶的口号袁响彻校园,催人奋进遥
7 点 28 分袁胡新苗校长宣布野出发冶浴862 名考生乘坐 11 辆大巴车袁
由警车开道缓缓驶出校门遥
华星人盼望着野今年花胜去年红冶袁期待着今年华星的六月野风光不
与四时同冶遥 沧海横流袁方显英雄本色袁奋进的号角已经吹响袁愿华星高
三学子在高考中奏响欢快激昂的乐曲袁谱写人生最华美的篇章袁大鹏展
翅袁搏击长空袁笑傲六月袁金榜题名遥
渊校办 花彬彬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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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4 日袁晴空万里遥 在距 2018 年高考仅有两天
的时候袁这一天晚上 6:58 分袁在学校的多功能报告厅
举办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大餐袁野激情六月尧最美华
星冶文艺汇演如期开演袁这是一场为毕业班学子送祝
福袁为 2018 届高三加油助威的全校联欢袁这场演出更
是出征 2018 高考的誓师大会遥
演出在舞龙舞狮的欢声笑语中拉开帷幕袁精彩的
舞蹈跳出了青春的旋律遥 首先是胡新苗校长给高三
毕业生们送来祝福袁在校长的激励鼓舞之下袁同学们
都激动不已袁掌声不断遥 紧接着由小学部带来精彩的
歌舞表演 叶大王叫 我来巡山曳袁 小学生的实力走秀
叶show time曳以及朗诵叶弟子规曳袁小学生们的卖力演
出袁赢得了高三的哥哥姐姐们的阵阵掌声袁当然高中
部的节目也稍不逊色袁歌曲串烧叶南山南曳叶一场梦曳
声 如天籁 袁让观 众们如 痴如 醉袁小品 叶没 事袁 你笑 一
笑曳让学生们捧腹大笑袁歌伴舞叶牵丝戏曳让同学们在
古典音乐歌舞中陶醉袁另外袁初中部的教师们也为同
学 们带来 小品 叶我们曳袁同时 高 二 年 级 相 声叶 满腹 经
纶曳袁校艺术团精心准备的合唱杯子舞叶稻香曳以及文
明监督岗同学为大家带来的手语舞叶淋雨一直走曳等
节目也都精彩纷呈袁赢得学生们一阵阵掌声遥 最后的
压轴节目是高三全体教师上台为同学们带来歌曲叶真
心英雄曳袁并引发台上台下大合唱袁在节目的最后袁年
级组为每位学生送上一枚小小的礼物要要
要彩票浴因为
它象征着希望袁高考亦是如此遥 最后在学生们走出多
功能报告厅的时候袁高三年级组更是奇思妙想袁让出
征的战士们每个人都摸一摸悬 挂起来的 糕和粽
子要要
要意味着人人高中浴
感恩尧自信尧健康尧阳光袁这是华星学子的专属标
签袁华星人袁从来都是一个充满激情与理想的团体袁相
信在 2018 届毕业班全体师生的努力下袁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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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
召下袁2018 届高考必将再创辉煌浴 渊高中部 朱海月冤

为了活跃校园文化生活袁拉近英语课堂与学生生活的实际距离袁
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水平和交际能力袁5 月 14 日下午袁 小学部在多
功能厅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英语趣味赛遥
本次活动的形式可谓是多种多样院英语歌曲串烧尧话剧表演尧
英语演讲等等袁最突出的是 603 班的叶新守株待兔曳尧601 班的叶童
话里都是骗人的曳和 402 班的叶友谊地久天长曳遥 小演员们充分发
挥自己的才能袁将自 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袁给老师和同学 们
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表演遥 赛后袁决出了三等奖院301 班尧501 班尧
601 班尧401 班尧302 班遥 二等奖院502 班尧603 班尧402 班遥 一等奖院
602 班遥
比赛结束后袁李丹主任进行了总结性的发言遥 她说院这次的活动
的成功举办袁让我看到了我们小学部孩子学习英语的热忱袁也看到了
孩子们的表演能力遥 她为同学们感到骄傲和自豪遥
此次英语课本剧表演活动袁增强了学生们敢于运用英语尧表达英
语的欲望袁相信今后同学们的英语水平一定会百尺竿头袁更进一步遥
本次竞赛由小学部英语组主办遥
渊初小部 陶梦琪冤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要2019 届高三授旗仪式
要要

十年磨一剑袁显功在此时遥 为了给
即将奔赴中考考场的初三毕业生送上
最深的祝福袁鼓舞士气袁帮助他们乘风
破浪袁继往开来遥 6 月 14 日上午 7 点 28
分袁校长胡新苗尧高中部校长陈玉福尧初
中小学部校长韩承罗及全体初三老师
为初三学子举行了隆重而庄严的中考
送考仪式遥
学校全体行政干部依次来到每辆
车上袁为初三学子加油助威袁初中部主
任卜义忠带领考生高呼 野初三必胜袁中
考必胜袁华星必胜浴 冶袁催人奋进的口号
响彻校园袁令每一位考生都振奋不已遥
本次送考仪式吹响了我校初三学子
最后冲刺的号角袁 激发了初三学子的中
考壮志袁增强了他们决战中考的信心袁鼓
舞了考生的士气遥相信今年的中考袁我校
的初三学子必将勇攀新高袁续写华章袁旗
开得胜袁金榜题名袁给母校和家长交一份
满意的答卷遥
渊校办 花彬彬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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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飞童心 共筑童梦
要记小学部冶六一冶文艺汇演
要要

为了分享智慧尧传承我校历年高考经验并进一步激励学生尧增
强学生的学习紧迫感和作为高三学生的责任感袁 特举行新高三交
接仪式遥 全体行政领导尧高二全体班主任和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遥
活动由陆静老师主持遥
伴随着庄严的叶国歌曳声袁授旗仪式拉开帷幕遥
仪式第一项袁首先是高二年级学生代表杨子健同学讲话袁他从
一名学生的角度分享学习的经验袁 他认为成功的喜悦来自于对学
习困难的克服遥
接着袁 教师代表曹灿代表全体教师送出对学生最真挚的祝福
和期盼遥 高三年级曹春生主任作为刚参加完高考的这一届高三的
领头人袁对即将跨入高三的学生提出勉励袁告诉学生这一面野高三
年级组冶大旗蕴含着历届高三学长们对学弟学妹的鼓励尧支持袁传
承的不仅仅是一面旗帜袁更是一种野一不怕苦 二不怕累 风雨同
舟 追求卓越冶的华星人精神遥
仪式第二项院胡新苗校长授旗
新高三年级田洋主任从胡新苗校长手中接过野高三年级组冶大
旗并挥舞袁 学生代表黄雨亮同学带领全体新高三同学庄严宣誓院
野我们为自己而学 为大学而战 风雨高考路 十年寒窗苦 我
们必定成功 我们注定辉煌冶浴 田主任擂响高三战鼓遥
仪式第三项院高中部陈玉福校长致词
陈校长勉励同学珍惜青春年华袁 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夯实一轮
复习袁勇于承担高三责任袁要继续发扬高三学生披荆斩棘的锐气尧
不屈不挠的品质和坚持不懈的毅力遥
接过大旗袁高二学生就翻开了人生全新的一页袁成为新高三学
生袁就意味着有更多的责任和担当遥 相信 2019 届学生必然会再创
辉煌浴
渊高中部 孙 磊冤

各展风采

群英荟萃

要小学部举行英语趣味赛
要要

5 月 31 日下午袁我校的多功能厅热闹非凡袁小学
部师生在这里载歌载舞袁欢庆冶六一冶儿童节遥部分老师
和学生参加了这次文艺演出遥
此次演出第一个节目是小学部老师和三名学生带
来的叶A little love曳袁那轻松的节奏袁老师们的歌声与
微笑传递了他们快乐的心情袁 也传递了老师对同学的
爱及学生对老师的爱浴
叶欢乐恰恰曳和 301 班的叶show time曳向我们展示
了同学们的多才多艺曰一年级小朋友给大家奉送了一
场可爱至极的小品叶大王叫我来巡山曳! 其他班级各展
所长袁他们有的用小品逗观众一乐袁有的用中国武术
一展中华之崛起后继有人袁有的用新曲跳出了古典的
韵味遥
此次表演的重头戏是六年级毕业班的节目遥 他
们用歌舞表达对母校的不舍袁用鲜花表达对老师的
感激遥 学生和老师相拥哭泣袁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位
观众浴
此次文艺汇演袁所有的节目袁都表现出了很高的水
平袁充分体现了小学部在德育教育方面的成果遥自从确
立了特色小学的办学宗旨以来袁 小学部全体师生共同
努力袁取得了累累的硕果遥
渊初小部 陶梦琪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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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班简介
53 个活泼可爱的孩子
相聚在四年级二班袁组成了
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遥 在
这里我们与书为友袁遨游在
知识的海洋曰在这里我们彰
显个性袁展示特长曰活泼可
爱是我们的天性袁团结友爱
是我们的美德遥 我们互相学
习尧互相帮助袁一起快乐地
成长袁一起让梦想腾飞浴

荨英语老师洪海艳院她
是老师袁也是姐姐袁全心
全意为学生服务袁 学生
的快乐是她最大的快
乐袁 学生的收获是她最
大的收获浴她的座右铭院
Stay hungry.Stay fool鄄
ish.

茛语文老师张琪院她是一个亲切袁平
易近人的老师袁 热爱关注每一位学
生袁不放弃任何一位学生遥 她对学生
的要求:只需一点点浴每天读一点点尧
每天背诵一点点尧每天说一点点尧每
天写一点点遥 她相信只要有野穿石冶
的野滴水冶的毅力袁每一位学生都会
成功浴

班主任寄语院
希望每一个同学都严格
要求自己袁与好习惯相伴袁使
自己的人生更精彩浴

荩数学老师钱桂霞院她不是妈妈
却像妈妈一样呵护着 402 班所
有的孩子们遥 她不但关心孩子
们的学习袁 更关心孩子们的生
活遥 在她的精心培育下袁孩子们
学会学习袁学会做人袁学会感恩浴
相信在她的陪伴下袁 孩子们的童年
生活一定是五彩缤纷的浴
班级口号院
团结一心尧奋勇拼搏尧四年二班尧勇往直前浴
班
训院
做最好的自己要要
要从点滴做起遥

706班简介
班
训院万众一心袁共创辉煌
班级口号院放马金鞍袁唯我六班袁独霸鳌头袁永不言败

班主任

张为兵

荨班主任寄语院
孩子们袁请记住院
远大的理想在
这时孕育袁高尚的
情操在这时萌生袁
生 命 的辉 煌 在 这
时奠基袁良好的习
惯在这时养成遥 光
阴易逝袁 韶华有时袁
青春靓丽袁正当立志
奋发浴

荨数学刘湾老
师院我们班的数
学老师是个温
柔大方尧性格和
顺的好老师遥 课
堂上她严肃认真袁下课时袁她像一个学生
一样天真活泼袁 有时还会放电影给我们
看袁 同学们都很喜欢她遥 猜猜她是谁袁没
错袁她就是温柔美丽的刘湾老师遥

班级简介院
我们 706 班是一个团结奋进的班级体尧一个温馨和谐的大家庭尧一个
生机盎然的乐园尧一片纯真圣洁的心灵土壤遥 我们朝气蓬勃袁勇往直前袁风
雨无阻遥
在班主任及各位老师的带领下袁我们这个由 56 名同学组成的班集体
已经有了很大的起色遥 相信在今后的学习中袁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袁在思
想上我们将不断完善自我袁团结拼搏曰在学习以及各项活动中取得更优异
的成绩遥 相信明天的 706 班会更加精彩!
荩语文老师叶巧菊院 我们的语文老师叶巧
菊老师袁是一位美丽与智慧并存的好老师遥
上课时袁她可以把枯燥无味的课文演绎得
生动有趣袁 我们都会打起 120 分的精神曰
下课的时候袁我们会叫她野叶大姐冶袁她也
不会介意袁反而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拥抱遥

班级介绍院
高一渊14冤班袁六十名孩子组成
的一个大家庭袁 每天我们都用新的
知识去充实自己, 用创新的思维去
武装自己, 用强劲的精神去面对每
一节课尧每一个老师遥野苍茫大地袁谁
主沉浮钥高一十四袁笑傲江湖浴冶是我
们班级的口号袁相信高一渊14冤班的
旗帜会永不倒下遥
茛数学老师李静院 她把数学的真
谛比喻成冰川下的宝石遥 她总说院
野小疑则小进袁大疑则大进袁不疑
则不进遥 冶所以只有用心听课袁独
立思考袁 才能寻找到冰川下的光
辉遥

班主任

陈

飞

班主任寄语院
现在不玩命袁以后命玩你浴

高一（1４）班简介
茛语文老师赵超院她总是让语文课堂有趣
生动袁她把一篇篇枯燥无味的文言文变成
充满趣味的话剧遥她灵魂的幽默让我们爱
上了语文这门学科浴

银英语老师孙颖院单调的 a袁b袁c袁d袁被她演
奏成一个个跳动的音符袁 让英语客厅充满
诗意遥 她给予我们所有的耐心去面对一道
又一道的语法难点遥 她的陪伴使我们更有
勇气去面对丰富多彩的英语世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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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中加窑芜湖校区要要
要安徽华星学校

学 校 介 绍

教学篇
第一大理由院2018 年袁团结奋进的华

星人秉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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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向无为人
民交上一份精彩答卷遥 我校今年参加
高 考总人数 801 人袁 一本 达线 113
人袁本科以上达线 561 人袁本科达线率
70.1%遥理科最高分 608 分袁文科最高
分 610 分遥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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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大理由院多元化的升学和培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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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华星学校的八大理由
科学管理袁 安徽华星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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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密袁 同时在生活上关爱尧 关注学生健康成
长袁教会学生感恩尧关注学生成人遥
第五大理由院一流的硬件设施遥
标准化的学生宿舍院4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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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大理由院高品质的班主任尧校警尧教
管理篇
官队伍遥
第四大理由院以关爱尧感恩为核心的严格
学校实行 24 小时全方位无缝对接管理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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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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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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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培养学生独
立生存能力遥

德育篇
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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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弟子规曳尧叶三字经曳尧叶华星学生
健康文明歌曳为蓝本袁大力开展感恩教育尧文
明礼仪教育尧 心理健康教育袁 同时开设演讲
课尧写字课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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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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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中加窑芜湖校区要安徽华星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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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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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广播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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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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