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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您的孩子】

我们是全寄宿制民办学校。
您忙于外出创业， 留守的孩子没人照顾， 怎么
办？
您担心孩子学不好英语，将来影响中考、高考成
绩，怎么办？
您害怕孩子受到网吧、 游戏厅等不良环境的影
响，怎么办？
您认为孩子不善于同他人交往， 独立生活能力
比较差，怎么办？
……
如果您有以上困惑，您就是我们的“理想合作伙
伴”。 我们能切实担负起留守儿童优质教育的责任，
能切实解除您的后顾之忧。
人才教育的军功章，有您的一半，也有我们的一
半。

【关于我们】
我们的成长：

快乐的童年

我们是 2003 年 3 月兴建的一所全寄宿制民办
学校。 2008 年 8 月，我们全面加盟全国十大著名教
育品牌——
—翔宇教育集团， 与省内外闻名的淮安外
国语学校实行合作办学。 学校先后荣获“全国中小学
写作教育杰出单位”、“全国素质教育先进集体”、“全
国民办教育先进集体”、“全国青少年英语读写示范
基地”、“全国英语作文教学先进集体”、“江苏省平安
校园”、“淮安市德育工作先进学校”、“淮安区教育工
作先进集体”、“淮安 区 教 育 工 作 目 标 考 评 先 进 单
位”、“淮安区初中教学质量特别贡献奖”。
2012～2016 年达四星级高中分数线人数均超过
90%；2013 年中考，刘倩同学以总分 736 分的好成绩
夺得淮安市中考探花；2014 年中考， 朱雨欣同学以
总分 731 分的好成绩勇夺淮安市中考状元；几年来，
每年考取淮阴中学人数均在 50 人以上；优秀毕业生
陆颖哲、张家兴、季伟文、张凯等就读于清华大学或
北京大学。

我们的管理团队：
入学第一课

难忘的生日

，课堂更生趣

王玉芬：集团董事长、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十
届和十一届江苏省人大代表、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
会长、省民办教育协会名誉会长、全国城镇妇女“巾
帼建功标兵”、全国十大民办教育家。
徐正宝：学校董事长、江苏恒 祎 集团董事长、天
时晋国际大酒店董事长、高级工程师、清华大学国际
总裁（CES）班学员、全国优秀民营企业家、市个体私
营协会副会长。
卢志文：集团总校长、十一届湖北省人大代表、
扬州市十大杰出青年、省劳动模范、中国教育学会管
理分会理事、 学校管理体制改革专业委员会副理事
长、 中国民办教育十大风云人物、 全国知名教育专
家。
朱建文：集团副总校长、淮安总校总校长、淮安
外国语学校校长、淮安曙光双语学校总校长、省初中
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省中学思想政治专业委
员会理事、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省初中思想政治实验
工作先进个人、市首批学科带头人、市劳动模范、市
中学十佳青年教师。
吴迪兴：小学部校长、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省优
秀青少年科技教育校长、省优课竞赛二等奖获得者、
市师德标兵、市首批语文中青年骨干教师、区小语年
会副理事长。
傅 俊：初中部校长、中学数学高级教师、省优
课竞赛一等奖获得者、市和区数学学科带头人、市中
考数学征题竞赛一等奖获得者、 市中考优秀指导老
师、市“幸福教育”研究会理事、区模范教师、国家数
学奥林匹克一级教练员、 全国中学生数学联赛优秀
辅导员。

我们小学部的教师：
2016 年，我们小学部的教师 1 人次获得教育部
“一师一优课”音乐学科优课奖，3 人次获得省级“一
师一优课”一等奖，6 人次获得市级以上优课竞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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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您】

我们喜爱高分，更追求“完整”。
九年义务教育是一片宽广的天空。 这个阶段不
仅仅只有知识，还有比知识更重要的习惯、思维、态
度、方法、信心、热情。
我们不希望孩子做别人的复制品、 做知识的机
器人；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做真正的自己，一个
不仅具备知识，更具有情感和人格的人。
我们必须让孩子在毕业前， 培养出对自己的信
心和对他人、动物、大自然的情感，培养孩子学会思
考和读书的态度，可以通过音乐、绘画、舞蹈来抒发
情感和情绪的能力。
如果您认同，您就是我们的“最佳合作伙伴”。 我
们共同携手将孩子锻炼成“体格强健、性格阳光、品
格高雅”的“完整”的人，培养成“德智双全、文理兼
通、学创俱能、身心两健”的走向世界的现代中国人。
浩瀚夜空，孩子们将会是最亮的星。 我们已经准
备好做一个“擦星星”的人，您在哪里？

外教 进 教 室

harbsy@163.com（图片）

等奖，62 人次在省、市论文和教学设计评比中获奖。

我们小学部的课堂：
近几年我们小学部根据新教育实验构筑“理想
课堂”项目研究，推行“理想课堂”教学模式，目的是
让课堂成为孩子享受成长快乐的理想乐园， 成为教
师实现专业发展的理想舞台，成为孩子、教师共同发
展的理想空间；让更多的优秀教师从教师的讲授，改
变为孩子的积极主动地参与； 从孩子无准备无目标
的低效课堂学习，改变为准备充分、目标明确、主动
思考的灵动课堂；从少数课的卓越讲授，改变为追求
每一堂课的高效，从而提高孩子的学习能力，促进教
师的专业发展。 我们从教学活动基本框架的落实、知
识理解抵达的深度、 主客体之间及主体间的对话质
量这三个层次来考察课堂教学的质量。

我们小学部的课程：
我们小学部历来注重课程开发， 通过对国家课
程的二次开发和校本课程的开发， 不断丰富课程体
系，以课程促进师生生命质量的提高，开设了闲暇、
综合实践、生日、电影等十几个校本课程，开设了竹
笛、葫芦丝、拉丁舞、象棋、儿童画、折纸、电脑绘画、
武术、轮滑、足球、篮球、健身操等近 60 个特修班，孩
子们根据喜好，自由选择，每周二下午 1 个小时的活
动，孩子们翘首以盼。 在学科教学上，我们不满足于
书本教学，各科拓展如下：
语文： 课本 + 读写绘 (一、 二年级)+ 童话阅读
(三、四年级)+ 文学作品赏析(五、六年级)。
数学：课本 + 思维训练 + 低年级“小博士智慧”
课程。
英语：课本 + 口语训练。
思品：课本 +“小手拉大手”+ 德育综合实践等
系列课程。
科学：课本 + 科学综合实践课程。
音乐：课本 + 低年级歌表演 + 中高年级口琴吹
奏。
体育：课本 + 低年级跳绳 + 中年级小足球 + 高
年级武术操。
美术：课本 + 低年级折纸 + 中高年级剪纸。

我们初中部的教师：
2014-2017 年， 我们初中部的教师 5 人次获得
省级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1 人次获得
教育部“一师一优课”生物学科优课奖，近 35 人次获
得省、市级优课竞赛一等奖，近 200 人次在省市优秀
教学论文、教学设计、微课等比赛中获奖。 仅 2014 年
区初中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共 15 个学科，有 11 个
学科一等奖第一名被我们初中部教师夺得。 这已经
说明我们初中部的师资水平已经达淮安市同类学校
的前列。

我们初中部的课堂：
我们初中部一直奉行“以生为本”的办学理念，
推行“学生是课堂的主人”的理想课堂。 老师与孩子
们一起梳理脉络、研读文意、品读语言、明确主旨、热
烈讨论、大胆展示。 我们用“有效教学框架”来规范自
己的教学，全面推进“三环联动、双案并举”的理想课
堂模式，努力让孩子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让课堂成
为学生展示的舞台。

我们初中部的课程：
我们初中部除了开设国家教育部规定的初中阶
段必修的文化课程之外， 还开设了各类德育课程和
丰富多彩的活动课程。
以“进步就是优秀”、“榜样示范”、“我给自己颁
大奖”为核心的赏识文化，力求将每个孩子培养得自
立、自律、自信、自强。 每个孩子进校之初都会拿到一
本《星光荣誉册》，这本小册子将记载孩子们初中三
年所获得的所有荣誉，引导孩子拥有梦想，为荣誉而
战。 记录孩子三年成长的六册素质报告书《成长》和
《毕业纪念册》组成的七色彩虹系列，记录着孩子们
成长的足印。
丰富多彩的活动课程是我们初中部留给每一个
学习生活在曙光的孩子们最美好的回忆。“给力青
春，我最闪亮”的篝火晚会是每个毕业班孩子都难以

忘怀的“准”毕业仪式；“走进餐厅包饺子”的实践活
动，从老师到校长都与孩子们一起快乐掌勺饺子宴；
“曙光春晖”踏青节与风筝节、“曙光夏馨”艺术节与
读书节、“曙光秋硕”体育节与科技节、“曙光冬韵”感
恩节与英语节，让孩子们领悟自然的美好，享受艺术
的熏陶，探索科技的奥秘，体验生命的绚丽。 还有“快
乐选修活动”、“周末电影专场”、“曙光剪影”、“我在
校园过生日”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留校的孩子们度
过一个个愉快而充实的双休日，感受到“家”的温馨
与快乐。
我们的传统文化课程包括：二十四节气讲堂、中
华传统节日课程、汉字书写课程、经典美文诵读写课
程、中华美食课程等；我们的学生社团有：“水儿多肉
（多肉植物养植）社团”、“菜菜鸟吧（观赏鸟类饲养）
社团”、“阳光菜园（生活果蔬种植）社团”、“SHE（学
生舞蹈）社团”、“凌云社（学生文学社团）”、“曙风诗
《西游记》绘画）社
社（学生诗词社团）”、“大画西游（
团”等，确保每一个曙光的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
点，并由此全面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和核心素养。

我们的生活服务：
细腻的生活料理——
—孩子住宿、吃饭、洗衣、沐
浴、购物、娱乐、运动均不出校园。 120 名生活老师 24
小时呵护孩子的生活起居，其中 11 名专职夜班生活
老师夜间不间断巡查，确保孩子不会蹬被着凉，确保
孩子睡觉温馨踏实。
科学的膳食安排——
—我们的餐厅科学安排孩子
的一日三餐，早餐有稀饭、鸡蛋及多种花式点心，中
晚餐各有三菜一汤，每天都让孩子有“家的感觉”。
精心的医疗服务——
—我们设有专门的医务室，
校医、校车 24 小时在岗，如遇孩子生病或其他特殊
情况，可以保证及时就诊或送区级医院诊治，并在第
一时间通知家长。
安全的校园护卫——
—我们与地方公安派出所共
同构建“平安校园”，专职保安 24 小时在岗；孩子凭
证进出校园，家长凭卡接送孩子；来客履行严格的登
记与电话预约手续方可进入校园。
便捷的交通条件——
—66 路公交车可以直达校
门口。 逢假日，我们有专门的校车和老师，负责安全
地把孩子送到区内各个乡镇的指定地点。
人性化的大小休机制——
—我们实行“大小休”机
制，切实担负起留守儿童义务监护人的责任。 孩子每
两周放假离校一次， 对于可以留在校园内的那个双
休日，我们用“自主作业”、“闲暇活动”、“选修活动”、
“周末电影专场”、“自主学习回顾小结”、“成长足迹
德育作业”等版块内容，让不离校的孩子度过一个个
愉快而充实的双休日。
立体的亲情沟通——
—孩子每两周集中放假一
次，与家人团聚，单周双休日家长还可以到学校参加
我们组织的亲子活动。 另外，学生公寓的每个房间均
安装 1 部电话，教学区设有 40 多部长途电话，多部
可视电话，孩子随时可与家人沟通。
温馨的家庭感受——
—孩子生病， 我们会安排专
人照顾；孩子过生日，我们开展“生日课程”，为他们
送上生日蛋糕；孩子遇到心理问题，班主任、生活指
导教师会及时地进行心理疏导。 孩子精心装扮自己
的宿舍，生活空间一如自己家庭一样的温馨。
如果您想详细了解我们的学校，了解我们 2017
年的招生范围、主要对象、具体规模、收费标准、优惠
政策等热点问题，请您扫一扫我们的二维码：

集团网站

多彩生活

学校网站

曙光版《成都》

学校微信公众号 我们的曙光

篝火晚会

青春曙光 活力无限

如画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