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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家长喜送 “神兽 ”返校 。 如黛玉所
说 ，此去蟾宫折桂 ，不能相送 ， “老母亲们 ”唯
有保障好后勤，备好纯棉衣物给娃透气消暑。

很多人信奉， 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父
母们不妨就从娃的这身纯棉衣物 ， 开始参悟
“起跑线”。

如果穿越到1873年 ，一个种棉花的印度母
亲 ，面对的是棉花价格跌到谷底 ，买不起食物
养育嗷嗷待哺的孩子 ，她唯一的应对办法 ，是
种植更多的棉花，期盼下一年赚多一些。

但她不知道的是， 扩种会导致棉花过剩 ，
进一步压低价格。

她不明白 ，仅仅在十年前 ，棉花还是全球
最紧俏的商品，欧洲人满世界高价买棉花。

她不知道 ，1860年代的世界 ， 每65人中就
有1人参与棉花种植和棉布生产 ，棉纺织品是
跨越全球的第一大产业；

她不知道，1861年的美国内战，北方封锁南方
经济命脉———棉花出口，导致全球棉花价格暴涨；

她不知道 ，4年美国内战引发了欧洲对棉
花原料短缺深深的恐惧 ，英法迫使埃及 、印度
进行单一棉花种植 ，破坏粮食安全 ，食品价格
上涨 ，此后30年棉花价格一路下跌 ，种植者面
临周期性饿死的危险……

1873年知识不足的母亲 ，不明白她身处棉
花产业链的宿命 ，对价格的波动 ，只能心怀敬
畏，归因于“运气”“战争”“神的意志”……

2020年的母亲 ，也许需要问自己 ，是否有
足够的知识和眼光，告诉孩子：

为何是1764年的珍妮纺纱机 、棉纺织品行
业，开启了工业革命？

为何“圣雄”甘地以纺纱争取独立，纺纱车
成为印度国旗中的图案？

为何400年的奴隶贩卖史 ，前200年是欧洲
商人向非洲购买奴隶 ，运送到加勒比种糖 ，后
200年是贩卖到美洲种棉花？

现在， 为何棉纺产业对欧美不再重要 ，产
业转移，我们穿的衣物大多标记made in 柬埔
寨、泰国……？

别以为，世界很大，与我无关。100年前，车
马慢 、日光稀 ，尚且逃不脱时代 、全球对个人
命运的影响，如今更是无所遁形。

家长的确是孩子的起跑线 ，孩子站在父母
的肩头 ，理解世界在发生什么 ，未来趋势和变
化，选择和决定过怎样的人生。

这个时代 ，想做一条合格的 “起跑线 ”，不
容易。

学科教学和活动

协和中学获评广东省
青少年科技教育创新团队

广州市协和中学（下称“协和中
学”）是全国生态文明教育示范校，自
2003� 年启动生态校园建设至今，共
有约 150 项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是依
据生态校园建设开展的。 也是从生态
校园建设开始，协和的学生每年都能
获得上百项市级以上学生科技竞赛
奖项。 作为省青少年科技教育特色学
校，17 年来，朴实、沉稳、积极进取的
协和师生，携手走出了具有协和特色
的科技创新之路。

文 / 何宁

2019 年 3 月， 在第 40 届
世界头脑奥林匹克（Odyssey�
of� the� mind，简称 OM）中国
区决赛中，协和中学参赛队获
得工程技术类项目一等奖第
一名，并且是 5 年来广东省参
赛队伍的最佳成绩。 2019 年
12 月，在第 41 届 OM 广东省
赛区决赛中， 协和中学初中、
高中共 4 支队伍全部获得省
一等奖，同时《网络救援》题组
获科学艺术创新奖。 一项纪录
再次被刷新———协和中学连续
5 年获得 OM 广东省赛工程
技术类项目一等奖。

协和中学自 2014 年起开
展 OM 竞赛活动，在“桐木结
构”项目中，创下承重比广州
市高中组最高纪录。 后来随着
活动深入开展，更多的师生参
与到活动中。 学生们利用课余
时间，老师们准备了各种有趣
的即兴题，让学生组队限时解

答；又根据当年 OM 竞赛公布
的长期题组织学生编写剧本、
制作道具、 排练表演。 通过
OM 长期题和即兴题的训练，
学生的思维能力、 动手能力、
合作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从 2015 年开始， 协和学
生在 OM 的比赛中不断创造
奇迹： 在 2015 年 -2018 年的
广东省 OM 竞赛中，协和连续
四年获得省赛工程技术类项
目高中组第一名，获科学艺术
创新奖两次，获富斯卡特别创
造力大奖一次；在 OM 中国区
决赛上，协和竞赛团队共获得
一等奖两项、 二等奖六项、三
等奖三项。

协和学子为何在这么短的
时间内屡创佳绩？ 协和中学科
研处主任郭永峰认为， 这与学
校重视科研的传统以及学生的
勤奋努力分不开：“早在 2003
年， 我们就围绕生态校园建设

具体的项目开展项目式学习，
也就是现在流行的 PBL———问
题驱动教学法， 那时候国内鲜
有 STEM 教育，但实际上我们
已经开始实践了。 ”

2003 年，普通高中课程方
案（简称 “新课标 ”）颁布，对高
中课程改革提出了指导性意
见， 其中提出要重视学生综合
实践和研究性学习。“从那时
起，我们严格按照教育部的要
求，重视研究性学习，老师和
学生一起探究。 ”郭永峰发现，
研究性学习很好地调动了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 他的研究团队
曾对三届学生进行跟踪研究，
发现样本班（平行班 ）内，参加
研究性学习的学生重本率显著
高于未参加的群体 。 他还发
现：“研究性学习不仅能提升
学生的成绩，也促进了老师的
成长，协和好几位名师都是这
样成长起来的。 ”

回想起 2018 年 8 月在来广州的火车
上第一次听师姐说起 OM， 到 2019 年 3
月所在团队获得 OM 全国第一名，高二学
生王智超仍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最后参赛
的 14 个队员中，大部分都跟我一样，接触
OM 的时间很短，能脱颖而出，跟老师的专
业指导和队员们忘我的投入分不开。 ”

谈起比赛前废寝忘食的日子， 王智
超仍历历在目：“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一
刻， 我回忆起备战决赛那 3 个多月来的
点点滴滴，我们有争吵有欢笑，所有人为
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不懈奋斗，齐心协力；
这三个月来， 我们从一无所知到能够熟
练地完成一件道具， 从唯唯诺诺到自信
满满， 我们不仅收获了创新思维带给我
们的震撼， 还收获了队员之间团结协作
的精神力量。 ”

作为 OM 指导老师之一，协和中学
科研处副主任周寅博对学生们的表现赞
叹不已。他认为，协和学子总是能在科技
创新大赛中一鸣惊人， 是平时积累的结
果：“我指导的比赛大多是准备周期长、
工作量大的项目， 学生的训练常常会占

据课堂以外的大量时间， 但他们为了完
成竞赛任务， 都很努力地安排好了复习
和作业，挤压自己娱乐和休息时间，在培
训过程中全情投入。 不管是晴空万里的
秋日周末，还是汗流浃背的盛夏黄昏，他
们都在项目上埋头苦干，外面的精彩，别
人的清闲，都与他们无关。这种全情投入
的热情和专注总是让老师们很感动。 ”

OM 的宗旨是开发青少年的创造
力， 培养青少年的创造精神和团队合作
精神。这个活动鼓励做到三个结合：动手
与动脑相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科学
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

在周寅博看来，淳朴、低调、踏实、和
而不同的协和学子能斩获 OM 全国赛
冠军，并不意外：“在比赛准备的过程里，
不同班级、 不同年级和不同性别的学生
之间，甚至具有竞争关系的队伍之间，都
能毫无保留地交流与合作。 他们会为了
队伍的胜利，你追我赶；又会牺牲自己的
准备时间， 去帮助其他队伍里落后的同
伴；在需要出力的时候主动请战；在荣誉
面前，默默谦让……”

今年 3 月， 协和中学成
为第二批“广东省青少年科
技教育创新团队”， 这是在
2014 年学校授牌“广州市教
育系统创新学术团队” 基础
上的再一次飞跃。

协和中学一直高度重视
科技教育， 打造学校科技教
育品牌， 老师们承担或参与
多项省市科技项目或课题，
创立并指导多个学生科技社
团， 研发校本特色科技教育
课程， 辅导各类科技创新竞
赛，成绩斐然。 近 5 年，协和
在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
4 个市一等奖，2 个省二等
奖，1 个省三等奖；在“四模
一电” 全国赛中， 获 2 金 3
银；在青少年节水比赛中，获
全国第三名； 在青少年机器
人竞赛中，获全国三等奖（省
第一名）等。

协和中学副校长何庆辉
指出， 学校素来重视科技教
育在学科教学和活动中的融
合。“一个大的团队一直在默
默奉献着力量， 它就是协和
中学科技教育教师团队。 团
队成员各有专长， 专业领域
覆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信
息技术、艺术、数学等多个领
域， 这样的结构让团队不仅
有能力开展多种以学科知识

为基础的科技活动， 同时还
能开展 STEM 教育等融合性
课程和其他实践活动。 ”

积极参加各项科技创新
活动， 不仅激发了协和学子
的科技创新热情， 还助力不
少学生通过广东省综合素质
评价 （简称 “631”）或自主招
生进入全国顶尖高校。 如
2016 届学生蔡琳琳 、 彭晓
茵、郑荧丹的研究成果《渗水
洞的设计及其对树木生长的
影响研究》 获广州市第 31�
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
奖、 广东省第 31� 届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二等奖及“瀚
阳科技英才奖”，蔡琳琳通过
“631”被中山大学录取；2018�
届学生钟穗斌、张芊、林泽炜
的研究成果《一种自动清洁
的景观水池吸污器》 获广州
市第 33� 届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二等奖以及中国青少年
创造力大赛第 13� 届全国总
决赛金奖，钟穗斌通过“631”
被华南理工大学录取， 林泽
炜通过自主招生被哈尔滨工
业大学录取。

协和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何冠南说：“科研和教学是学
校发展的两翼，协和一直以来
都比较重视，我们希望未来能
够张开双翼，翱翔高飞。 ”

A OM 大赛全国第一
研究性学习促师生共成长 B 淳朴、踏实、和而不同的协和学子

具备团队竞赛获胜的软实力

C 重视科技教育在学科教学和活动中的融合
科技创新助力学生飞向更广阔天空

科技教育深度融合

2019 年 OM
省 赛 协 和 战 队
获 大 满 贯 ，4 支
队 伍 全 部 获 得
一等奖

机器人省赛现场———VEX 组准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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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多所高中发布招生简章

今年新增一所全市招生高中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蒋 隽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汤铭明 言教育

隽

近日，广州多所高中发布招生简章，记者查
阅发现，招生计划、批次基本与去年一致；自主招
生细则尚不明朗，高中特长生继续招生；今年新
增一所面向全市招生的高中。

省实：发布南山班、省创
班、格致班招生方案

广东实验中学发布了“钟南山科学
人才培养班”（以下简称“南山班 ”）“广东
省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以下简称 “省
创班”）“格致班”的招生方案。 这三个班
均为公办公费性质，今年的招生计划、范
围等与2019年大体相当。

“南山班”是以培养科学拔尖创新人
才为目的的实验班， 面向全省招收不超
过120人，其中，面向全省（不含广州市 ）
招收不超过80人， 面向广州市招收约40
人，单独编班，重点培养。 省实组织核心
素养研究性评价活动，根据“一依据 （省
实核心素养评价 ）、一参考 （综合素质评
价）”择优录取。

“省创班”面向省内9市招收不超过
100人，其中珠海9人、中山9人、江门14
人、佛山9人、阳江7人、湛江15人、茂名
15人、肇庆12人、云浮10人。 各地实际招
生名额根据各地报送的考生的情况酌情
增减。 中考前后在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报
名或在中考志愿系统中填报， 报名学生
的中考成绩需进入当地中考前50名。

“格致班”面向广州市全市招生，招收
约200名优秀初中毕业生。 通过广州市中
考系统录取（录取途径包括：自主招生、指
标到校、提前批），入学后根据学生中考成
绩和综合素质选拔、组建3-4个“格致班”。

广雅： 分三批招732人，
700分以上可报考

广东广雅中学在学校官网发布了
2020年广雅高中招生问答。 2020年计划
招生人数为732人，将分别在独立招生学
校批次（自主招生 ）、提前批指标计划、提
前批统一计划（含体育艺术特长生 ）等批
次进行招生，与往年一致。

自主招生比例约占10%、 体育艺术
特长生招生比例约占5%、指标到校比例
为50%、 具有广州学籍的且满足“两个
有”政策的异地借读生招生比例为8%。

高一年级将设置4个博雅岭南班（其
中1个为学科奥赛方向、3个为综合培养方
向），2个博雅试验班，2个国际课程班。

校方表示， 根据历年的录取情况分
析， 预测今年的录取分数线不会有太大
的波动，建议有700分（含体育）以上实力

的考生可大胆报考。 根据近三年户籍生
提前批均分降20分的政策，2020年校指
标到校的分数线为687分。

广大附中： 招 606人，
670分以上可报考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高一招收606人，
设12个班，设数学创新班2个，课改创新
班2个，国防班2个；区一模成绩总分670
分以上（含体育分）可报考。

自主招生名额70人；分三批招生，分
别是独立批自主招生，提前批指标招生，
提前批统一招生，与往年一致。

高一共设12个班， 设数学创新班2
个，课改创新班2个，国防班2个。 全部学
生在大学城校区就读。 任课教师基本是
高三循环下来的教师。

以近年的录取情况预测， 区一模成
绩670分以上（含体育分 ）在提前批第一
志愿可以报考。

新增一所面向全市招生
的高中

今年新增一所面向全市招生的高
中———广州奥林匹克中学。 学校9月开
办， 高中招收8个班320人， 面向全市招
生；初中12个班。

学校依托广州市示范性高中东圃中
学创建，位处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连
接天河智谷、金融城、智慧城等科技、经
济发展的新高地。 天河区教育局2020年
将投入3000多万元进行奥中首批改造项
目， 未来计划在三年内继续加大投入进
行创建工作。

政策规定， 各校 50%指
标到校，对于想报考的考生，
如何估计指标到校对报考的
影响？

广大附中表示， 去年学
校招生约 600 人， 其中指标
到校学生近一半空缺， 余下
近 150 个招生名额转至提前
批统一招生， 因此提前批统
一招生人数近 400 人， 广大
附中有意愿留校并达到录取

分数线的学生只占一部分，
大部分名额面向广附系以外
的初中招收优秀毕业生。

广雅中学介绍，如 2020
年所在的初中有广雅的指
标名额 （由抽签决定 ），均可
在提前批指标计划填报广
雅。 根据近三年户籍生提前
批 均 分 降 20 分 的 政 策 ，
2020 年校指标到校的分数
线为 687 分。

今年是广州中考自主招
生的第二年，但广州市 2020年
自主招生的具体政策尚未正式
出台。 今年是否会增加自招的
学校？怎样考核？高考以强基取
代自招之后， 中考自招会有何
变化？ 目前都尚未明确。

广雅中学对自主招生工
作做了说明： 该校具有面向
全市进行自主招生的资格；
具有公办学校报名资格的学
生均符合报考广雅自主招生
的条件。

去年，广州 22 所高中试
点自主招生， 招生总计划
1274 个。 其中省、市属示范

性普通高中 11 所，招生计划
共 660 个，面向全市招生；区
属示范性普通高中 11 所（每
区 1 所 ）， 招生计划共 614
个，面向本区招生。

去年的 9 万多中考考生
中， 填报普通高中自主招生
计划的考生有 4215 人 ，22
所示范性普通高中试行自主
招生，综观去年 22 所高中的
自招简章， 报名条件基本都
是“具有综合素质优异、学
科特长突出及创新潜质的优
秀初三毕业生”。 考核方式
为面谈、 人机对话、 实验操
作为主。

今年初中取消了特 长
生，但高中继续招收特长生。

各大中学都将招收一些
体育、艺术特长生。广雅中学
特长生拟招生项目包括：合
唱、舞蹈、足球、篮球、游泳、
羽毛球、田径。

执信中学发布了 2020
年高中体育、 艺术特长生意
向调查公告。 调查的体育特

长生项目为：足球、篮球、羽
毛球、游泳、田径、乒乓球；艺
术特长生项目： 管弦乐、舞
蹈、声乐、语言艺术、美术。其
中，管弦乐包括小提琴、中提
琴、大提琴、低音提琴、长笛、
短笛、双簧管、单簧管、大管、
圆号 、小号 、长号 、大号 、竖
琴、打击乐；美术包括绘画和
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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