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较意外，真的没想到能考到这个分数！”6月22日晚，内江资中县球溪
中学高三1班学生沈宇喆家里一片欢腾，他的高考成绩682分，语文109分，
数学146分，外语145分，物理109.5分，化学92，生物80分，理科综合282
分，成为今年内江高考理科榜样考生。

沈宇喆的父母都是教师，然而出生于教师家庭的他，却被父母“放养”。
“从小到大，在学习上父母都没怎么干涉过我。”对父母而言，沈宇喆能快乐成
长比什么都很重要。而沈宇喆也没有让父母失望，高中三年，他的成绩始终
保持在前三左右。

除此之外，他也有着同龄人该有的兴趣爱好，玩+游戏、打篮球、跑步、听
音乐……，这个“篮球boy”暑假里准备去上海看自己的篮球偶像。

2018川南教育特别报道
打造教育新高地 不忘初心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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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 这 么 一 位 优 秀
的学生，沈宇喆的日常是
不 是 一 个“ 书 呆 子 ”呢 ？

“不是哦，他回到家基本
不看书，还要耍手机打游
戏。”沈宇喆的母亲康妈
妈笑道，虽然父母都是教
师，但在学习上，两人却
很少插手，对沈宇喆的管
教也很开放。

“我的学习时间主要
集中在学校里，回家就想
放松一下，我很喜欢和篮
球有关的游戏。”看着一副
书生气的沈宇喆却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篮球boy”，打
篮球、看 NBA、玩篮球游
戏、听与篮球有关的歌曲，
这些都是他高中生活的一
部分，也是他高中生活的
调味品。

然而，看着无比轻松
的沈宇喆对高中三年做一
个总结时，他却道出了“一
波三折”这个词。“高中压
力确实很大，特别是每次

考试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
后，心态就‘崩’了。”也正
因如此，沈宇喆非常感谢
自己的班主任曾久琴和球
溪中学的校长伍文森。“曾
老师和伍校长一直都很相
信我，每次考的不理想，都
会和我谈心，鼓励我。”沈
宇喆告诉记者，这样的鼓
励和信任让自己有了继续
向前的动力。

到了现在，沈宇喆心
里的一块巨石终于落地。
所以，沈宇喆打算假期和
同学来一场毕业旅行，“高
中生活比较紧凑，现在放
假了，想和同学朋友出去
放松一下。”说起毕业旅
行，沈宇喆笑道，我们准备
去上海，去看我喜欢的篮
球明星。

而在大学方面，沈宇
喆已经填报了提前批志愿
——上海交通大学，专业
则是工科类的。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马梦飞

打造品牌
特色教育精彩纷呈
“我最喜欢在少年宫学习蛋

壳漆画。”全安镇中心小学校六年
级的高莹非常喜欢蛋壳漆画。在
去年，刚升入六年级的高莹第一
次接触蛋壳贴画，从此便深深沉
迷其中。“这个活动可以培养我的
耐心，而且很有成就感。”高莹拿
起自己的蛋壳画展示给记者。

在少年宫成果展示区，一个
个精美的作品夺人眼球。乐贤中
心校的机器人和轮滑、龙门初中
的鹅卵石、龚家中心校的剪纸、白
马中心校的书法……近年来，市
中区一直致力于打造“一个品
牌”，积极探索当地特色活动项
目，把校园文化和少年宫文化融
为一体，做到一校一品，打造出属
于自己的校园特色文化，加快了
各校少年宫建设的提档升级。

乐贤的机器人，龙门的石头

画、伏龙的铬画、全安的蛋壳画、
白马的书法、交通的刺锈、史家的
腰鼓……都打造出了自己的品牌
特色。自2011年开始建设乡村少
年宫以来，经过两年时间，市中区
便实现乡镇全覆盖。

目前，市中区 14 所乡村学校
少年宫运转良好，并走出校园，走
向更大的展示舞台。学生参与率
达到了100%，逾九成的学生和家
长对活动表示满意。

一宫一品
少年宫百花齐放
为了让孩子们得到优质的教

育，市中区教育局还聘用了校外有
特长的志愿者、部分民间艺人、先
进模范等担任兼职辅导员，目前已
招募志愿者 20 余人，有效补充了
少年宫师资队伍。

乐 贤 中 心 校 少 年 宫 斩 获
2017-2018赛季国际青少年机器
人世锦赛创意闯关小学组二等

奖，连续五年参加四川省科技创
新大赛，10余件作品获得省级二、
三等奖；全安中心校少年宫连续
三年闯入全国姚基金篮球联赛，
荣获“2017 年度四川省优秀乡村
学校少年宫”称号……现在，市中
区乡村学校少年宫已开出了无数
鲜艳的花朵。

成绩太多，特色夺目。市中区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正在积极找
准方向提档升级，缩小城乡基础教
育差距，真正实现“一宫一品”，百
花齐放，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精
神和文化支撑。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马梦飞

融合传统文化精彩纷呈“一宫一品”打造特色品牌

内江市市中区乡村学校少年宫百花齐放
茶艺、剪纸、石头涂鸦、吹笛跳舞

比武……近日，内江市2018年乡村学
校少年宫成果展暨工作推进会在市中
区全安镇中心小学校举行，孩子们尽
显才华，将传统文化当做课程来学习。

近年来，市中区乡村学校少年宫
围绕“1234”工作思路，扎实开展思
想道德教育和文体科技活动，努力满
足学生基本课外活动需求，取得明显
成效。目前，市中区已建成乡村学校
少年宫14所，有辅导教师、志愿者
609名，惠及农村未成年人上万名。

沈宇喆，一个戴着一副眼镜，
瘦高腼腆的大男生。当他得知自
己成绩时，第一反应却是“意外”，

“这次考试，我的语文选择题错的
有点多，所以我预估分数比较低。”
沈宇喆坦言，考完试以后自己心情
一直比较沮丧，甚至已经做好了复
读的打算！

作为一个长期“盘踞”在学校
前三名的优秀学生，沈宇喆对自
己有着很高的要求，因为第一科
语文的失利，让他对自己的成绩
并不自信。然而他的班主任却不
这样认为，“他考到这个分数我不
是很意外。”沈宇喆班主任曾久琴

告诉记者，沈宇喆的成绩一直以
来都比较稳定，各科也比较均衡，
而且他的心态很好。

“这个分数和他平时的成绩
差距不大。”曾久琴说，沈宇喆
高中三年考得最差的一次是全
校第 6 名，通常都保持在全校前
三名。

而说起沈宇喆，除了优秀的
成绩外，他的品德同样值得称赞，

“这个学生非常懂礼貌，平常来办
公室问问题，问完了还要鞠个躬
表示感谢。”曾久琴说，作为他高
中三年的班主任，她很骄傲，沈宇
喆一直以来都让她很放心。

假期要去上海看偶像
已填报上海交通大学未来

沈宇喆。

高中最差一次全校第六名
品学兼优让老师放心

凤鸣中心校腰鼓队活动。受访者供图

华西城市读本讯（王
萦 记者 陈章采）6月21日
9 点 25 分，自贡自流井公
安接到群众报警称：其停
放 在 路 边 的 一 辆 价 值
3000 余元的山地摩托车
被偷了。案发后，各警种
按照“快侦即破”机制迅速
联动，分工协作，全力开展
案侦工作。经过视频巡

查，很快确认了用于运输
摩托车的双排座面包车。

侦查员们根据线索、及
时追击，在当日下午4时17
分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梁某
某、张某某成功抓获，将群
众被盗的摩托车追回。目
前，犯罪嫌疑人王某、梁某
某、张某某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华西城市读本讯（王
萦 记者 陈章采）一名惯偷
在公交车上故伎重演，不料
被民警在监控上一眼认出，
追回了被盗手机，惯偷则因
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

近日，市民廖女士向自
贡自流井警方报警，称自己
在 32 路公交车上手机被
偷。接到报案后，自流井警
方“快侦即破”机制迅速联
动，分工协作，全力开展案侦
工作。通过调取监控视频，
有着丰富案侦经验的民警在

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老朋
友”宋某某。原来嫌疑人宋
某某曾多次因盗窃等违法行
为被自流井警方处理，辖区
案侦民警对他都很熟悉。这
一次，“老朋友”宋某某又一
次出现在监控视频上。随
后，民警立即找到宋某某居
住地彻夜蹲守，第二天又开
展街面追踪，终于将宋某某
抓获，追回了被盗手机。

目前，犯罪嫌疑人宋
某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
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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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记者证公示
华西城市读本讯（李

远 记者 陈章采）为进一步
增强打击质效，提升震慑，
让犯罪嫌疑人法网难逃，
自贡公安机关大力引进安
装人像自动识别系统，该
系统设主系统一个，在客

运站等人员密集场所设置
前段点位24个。

自“夏安”行动开展以
来，位于自贡高新辖区的客
运站等4个点位共抓获逃犯
3名，为辖区公安机关打击犯
罪、护航平安提供有力支撑！

货车偷走摩托车民警7小时追回

内江理科“篮球boy”高考682分

爱打游戏爱运动 回家几乎不看书

监控认出惯偷追回被盗手机

自贡高新警方：人像识别让逃犯无处可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