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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教育 协办单位：雅安市教育局

高2017级毕业生袁丽欢考出了高
出重本线60多分的好成绩。填报志愿
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
专业——计算机。高中二年级时，他曾
以《防范DDOS攻击的流量预警与提示
程序开发报告》这一课题，参加四川省
第31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得优
异成绩。

“我要特别感谢数学老师给我的帮助，
提供计算机方面的书籍给我看，并且督促
我好好学习，两者并进。”袁丽欢表示。

雅安中学对标素质教育以及学生实
际出发，针对学生的身心发展和个性发
展的不同需求开展各项教育活动，形成
了“多元培育，创新教育”的育人特色，学
生的成长和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态势。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雅安中学
即启动了研究性学习和科技创新课程的

开发。20多年的不断实践和完善，形成
了“全员参与、自主研究、小组合作、重点
提升”为主的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模
式。在历届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中，学生
参与率均达到 100%。学校里，90%的
教师担任了科技辅导教师，学生先后提
出了 1100 余项研究课题，涉及社会人
文、科技、心理健康、环保等诸多领域。

在雅安中学校园，创新教育已结出
累累硕果。早在 2014 年，雅安中学便
在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共青团中
央、自然科学基金会主办的全国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中，被授予为全国“科技
教育创新优秀学校”。

今年4月，雅安中学再次被中共四
川省委组织部等9部门联合授予“四川
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十二
五’实施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成为全省

唯一获得该项称号的基础教育学校。
今年7月，该校10名师生受邀前往

湖北武汉，参加了在中国地质大学举行
的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与来自
全国各大名校的300余名青少年进行科
技交流。雅安中学学子在创新能力上的
精彩表现受到组委会专家的高度评价。
自2011年起，雅中学子已连续多年受邀
参加全国青少年科学营活动，这在雅安
乃至全省都是少有的殊荣。

《科学与幻想》《研究性学习的理论与
实践》《美哉雅安》……翻阅一本本凝聚着
全校教师智慧，展示学校创新教育成果的
校本教材，“多元培育”的成果令人欣喜。

多元培育，百花盛放。
2015年9月，尼泊尔媒体访问团走

进雅安中学大兴校区，考察震后重建情
况及学校特色建设情况，“取经”灾后恢

复重建的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
2016年9月，中东欧国家可持续发

展考察团一行走进雅安中学大兴校区，
参观“4·20”芦山地震感恩教育馆，感受
雅安中学感恩教育氛围。

一项项国际性交流活动，搭建起雅
安中学师生与国际友人互动沟通的桥
梁，传承中外友谊，开阔着师生眼界、心
界、境界，也展示了百年雅中“多元培育
创新教育”的育人特色。

多元培育、幸福德育，让每个学生都
享有了出彩的机会。

每至兴趣活动课时，街舞社、汉服
社、音乐社、动漫社……50余个学生社
团你方唱罢我登场，丰富多样的社团活
动为学生寄宿制校园生活添姿添彩，让
学生全面发展之花遍开校园。

雅安日报/北纬网记者 熊蕊

春播桃李三千圃 秋来硕果满校园
——雅安中学践行素质教育发展理念纪实

潘昊，柴火创客空间创始人，曾受到李克强
总理的接见；袁旭，迅游科技董事兼CEO，曾几
次获评福布斯中文版“中国30位30岁以下创业
者”。他们都曾是雅安中学的学子，现在在自己
所属的行业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教育精神不断传承。
作为全省首批重点中学，全市唯一一所市属中
学、“四川省一级示范性普通高中”……雅安中
学的教育教学质量一直有口皆碑。

坚守“为人生发展而教育”的核心理念，雅
安中学一代代教育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用对
教育永不止息的挚爱和热情，诠释着“传道、授
业、解惑”的使命担当，践行着“素质教育”的雅
安路径。

时光轮回，又到了秋收的季节。
“在这里，破茧成蝶；在这里，绽放芳华。在

这里，所有梦想都有开花结果的可能。”正如刚
刚毕业的学生赵媛圆所说——雅安中学，是梦
开始的地方。

春播桃李三千圃，秋来硕果满神州。
始建于1905年的雅安中学，前身系清朝雅州府中学堂，

在112年的办学历程中，始终坚持自己的办学方向和办学特
色，在雅安教育发展史上抒写了诸多惊喜和感动。

学校现占地276亩，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现有在校学
生4000余人。按照一校两区的分布格局，学校高中部和初
中部分部设立，初中部位于雨城区育才路，高中部位于雨城
区大兴新城。

两校区校园环境优美，软硬件设施一流，拥有各类先进
的理、化、生、通用技术实验室，现代化的图书馆、青少年科
技创新实验室、数学实验室、计算机室、美术画室、舞蹈形体
室、心理咨询中心等。

在“为人生发展而教育”的办学思想和“双主体”的办学
理念指导下，学校形成了优良的传统，严谨的教风，优秀的
学风。建校百年来，雅安中学为高等院校输送合格新生
15000余人，其中考入北大、清华、复旦、同济等全国著名重
点大学的学子达1200余人。

让我们把时间定格在2015年9月，承载着全市人民对
振兴雅安教育的殷切期望，凝聚着各级党委、政府的鼎力支
持和社会各界的无私关爱，雅安中学大兴校区实现整体搬
迁。

它的建成也实现了雅安中学全体师生多年的梦想，是
百年雅中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学校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发
展时期。

近三年来，2500余个家庭选择雅安中学，将子女送入大
兴校区求学。植根这片教育新沃土，潜心读书，实践真知，
茁壮成长，成为广大家长和学子的共同期待。

为什么会选择雅安中学大兴校区呢？造访这所建成投
用尚不足三年的新校园，一句句从古诗文中采撷而来的经
典话语随处可见，已经内化为学校的一种气质。

朝阳楼、尚美楼、格物楼、饔飱楼、博雅楼……穿行于新
校园，每一栋以砖红色调为主的校园建筑都有一个充满诗
意的名字，彰显出浓浓的文化底蕴。

“格物致知，指研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出自《礼记·
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高三、十一
班班主任陈瑜老师说，每一栋楼的命名背后，都汇聚着中华
传统文化的精华，传递着雅安中学教书育人的理念。

让人欣喜的是，四川省“2016年最美校园书屋”榜单出
炉，雅安中学图书馆以丰富的馆藏量、较大的书籍阅读流通
量，以及在营造书香校园中取得的良好教育教学效益名列
榜单之中。

走进这个“最美校园书屋”，抬眼便能瞧见“讲席弦歌欣
奏雅，科山耕攀耻求安”14个黑底白字，彰显着雅中人求知
的磅礴气概。

“校园处处弥漫书香气息，生活在诗意校园里，我对中
国传统文化充满了兴趣。”在这里已经学习和生活了两年的
学生王潇表示，在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校园里学习，
自己的进步很快。

这么多年保持稳定优秀的教学
质量，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雅安
中学取得如此好的成绩？

博学笃行、爱岗敬业的教师队
伍，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

“李嬢嬢面色严肃管理严厉，让
我们不敢造次，也正是这份严厉，带
给了我们一份份满意的化学答卷。”

“刚进入高中时最不能理解的
就是‘帅哥’的‘自己领会’，到了最
后总复习，看着数学成绩一次又一
次突破，终于明白了帅哥的良苦用
心——只有自己琢磨过，思考过的
知识才会深深印于脑海，转化为自
己的知识。”

“严姐善于利用生活中的经验，
将抽象的知识还原成具体的生活感
知，将死板的文字知识，用吸引人的
方式呈现出来。”

“李嬢嬢”“帅哥”“刘婆婆”“严
姐”……这是参加完2017年高考的
同学们在回忆学校时，对老师们的

“昵称”。
“跟学生最好的相处方式是，生

活上你们是朋友，但学习上他们要
敬你重你。”这是在多年的教学经验
中，高2017届精品班的班主任李学
军悟出的教学之术。

1989 年出生的严露是精品班
的生物老师，也曾是雅中学子，2011
年大学毕业后回到雅中任教。

“面对高中死板的知识、繁琐的
练习，有多少孩子能保持住刚踏进
校园时的激情与冲劲？”作为一名过
来人，严露深知学习激情对学生的
重要性，也尽力想要保留住学生的
这份激情。

在学生印象中，严露的课堂是
生动的、多样的、有趣的。她会在教
学设计中预先判断每节课的学习难
点，然后列举学生们熟悉的例子进
行讲解；也会充分运用学生感兴趣

的娱乐节目的形式，将知识引入到
这些新的载体中，用知识点接龙等
游戏帮助学生巩固记忆……

高2017届励志班班主任郑永富
赋予班级“汉子文化”。班里的男生
叫男子汉，女生叫女汉子。学生黄天
骏就把“女汉子”的本色发挥得淋漓
尽致。进入高中时，黄天骏基础比较
薄弱，年级排名在200名之后，但是
在“汉子精神”的鼓励下，她考出了比
重本线高50多分的好成绩。

“每个孩子都值得被尊重，因此
每学期我都要跟他们进行一次深入
谈话，倾听他们的想法。”郑老师表
示。

不仅每个老师有自己的教学之
术，老师之间的合作也有“道”可循。

“5+1 等于 6，5-1 很可能就等
于零，高考六科，哪一科老师‘扯拐’
都不行！”作为班主任，这是李学军
常挂在嘴边的话。

黄天骏的父亲黄兴武说，初中
升高中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其他学
校，只认准雅中。“选一所学校，是要
看学校的氛围。我为我当时的选择
而庆幸。三年过去了，她不仅考取
了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阳光向上，
身体素质也很好，这是做父母最欣
慰的事情。”

顺应教育发展
特点，紧紧把握教
育技术层面改革的
同时，重视教育规
律及其内在机理，
助力教师的专业成
长，做适合孩子的
教育，解放、丰富学
生的心灵。于最朴
素的教学原理中寻
求突破之道，雅安
中学教师将“因材
施教”四个字发挥

到极致。
翻阅雅安中学教师名单，全国

优秀教师 3 人，全国模范教师 2 人，
全国师德标兵 2 人，全国优秀班主
任 1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1 人，国家
级骨干教师 1 人，国家级骨干教师
培养对象 4 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
的优秀专家1人，四川省特级教师3
人，四川省教育专家培养对象2人，
四川省优秀教师 5 名，四川省名师
培养对象 3 人，四川省骨干教师 14
人；雅安市学科带头人 23 人，国家
二级、三级心理咨询师7人。

雄厚的师资力量，为学子成才
提供着坚实保障。近年来，雅安中
学高考成绩更是实现了持续强劲增
长。2017年高考，雅安中学各项指
标再创历史新高；2017 年中考，雅
安中学优生人数占雅中参考人数的
一半以上。学校高位发展态势已经
形成，在全市基础教育学校中处于
领军地位。

今年 8 月中旬，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与雅安中学签订共建优质生
源基地协议。至此，雅安中学已被
西南大学等4所院校授予优质生源
基地称号，雅安中学高中阶段教育
获得充分肯定。

百年传承 书香氤氲 因材施教 助力成长

多元培育 丰富人生

雅安中学大兴校区尚美楼。

雅安中学与中国石油大学共建“优质生源基地”
授牌仪式现场。

学生在雅中图书馆里看书。

雅安中学学子用歌声展示青春的风采。

雅安中学大兴校区雅安中学大兴校区。。

雅安中学大兴校区为年度一等奖奖学金获得者
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