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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国际化交流在成都越来越频
繁，上月，成都众学校不断迎来外国师生
交流团。而记者在4月的武侯区国际交流
月的活动上感受到，成都的国际教育交
流已经走过看“稀奇”阶段，更多地集中
在了提升学生的“学习力”上面。

上周，新加坡小学校长团就来到
红专西路小学，观摩了该校的特色课
堂———综合思维课。在听完袁媛老师
以英语为语言载体的思维课后，新加
坡百德小学的陈校长说，百德小学也

非常关注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全校
每周都会固定一个小时让学生开展
集体脑力激荡的活动。新加坡蔡厝港
小学的陆惠玲校长介绍了该校引进
的“思想家的钥匙”创意思维工作，
引起红专西路小学校长尹莉的强烈
兴趣。尹莉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国
际化交流中，应该关注师生的学习力
和反思力，让我们的孩子真正在教育
国际交流中获益。”

成都商报记者叶荣摄影报道

校园快递

一男孩正在阅读红专西路小学学
生和中英校际连线学校开展的研究性
学习报告“发现的眼睛———寻找春天”

澳大利亚将在今年7月1日正式实行新
的技术移民政策Skill Select，这项新的政策
将是近年来澳大利亚技术移民政策中最大
的一次变化。“Skill Select”是一个网上操
作系统，拥有澳大利亚技术移民基本条件
的申请人，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来表达自己
的移民意向，即EOI（Expression of Inter-
est）；同时，澳大利亚雇主或州及领地政府
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发现和提名有用的人
才，并邀请他们递交签证申请。Skill Select
系统将确保技术移民计划迎合澳大利亚经
济的需要，帮助澳大利亚政府灵活地选择
合适人才，控制申请数量及申请时间。

据悉，Skill Select网上系统将于2012
年7月1日实施，申请独立技术移民、家庭
担保技术移民、州或领地担保技术移民或
商业技术移民的人，都必须先递交EOI申
请，在收到政府的邀请后，方可递交签证
申请。EOI意向申请将在Skill Select系统
中保持两年。在此期间，申请人如果获得
了签证，其EOI申请将从系统中删除，申
请人也可以自行中止EOI或将EOI从系统
中删除。如果申请人违背了移民条款，移
民局也可以将其EOI申请删除。

在提交EOI后，系统将根据申请人
提供的信息打分，打分结果和递交时

间，将影响申请人的排名。排名过程是
自动生成的，申请人可以随时更新EOI
上的信息，如果申请人更新的信息改变
了申请人的分数，Skill Select会自动更
新申请人的排名。

Skill Select系统使技术移民申请更
加透明化，同时加快了申请的进度，使得
澳大利亚政府需要的符合资格的申请人
在短时间内知道申请结果。对申请人不
利的一面是，政策相对更加灵活，打破了
只要达到技术移民评分就可以移民的格
局，现在的选择权在澳大利亚政府。

成都商报记者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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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外语特色学校教育研究
会第十七届年会近日在江苏省常
熟市举行，成都市实验中学当选为
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学校”，并被
设为“秘书处基地学校”。据了解，
参会者主要是100余个会员单位的

校长和教师代表。外语特色学校教
育研究会的青睐，更坚定了成都市
实验中学发展外语特色、深化课程
改革的信心和决心，该校青龙新校
落成以及与北外合作已进入实质
性阶段。 （叶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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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筹办艺术节
将成锦江特色课程
在半月前的4月8日分校答辩会上，来自8

所中学的32名同学各自拿出策划方案，逐一
登台阐述10分钟，然后接受评委们5分钟的提
问，以找出方案中的“金点子”。当日的答辩
会上，学生们分成了三个组，阐述自己的主体
方案，这些方案都是在整合各校的“金点子”
基础上形成的。
正式答辩会之前，锦江区教育局副局长

卢雪梅告诉来自新闻单位、教育界、策划界的
评委们，国际艺术节后将让这32名学生做一
个全面的整理回顾，给锦江区的教师代表和
校长们做一个报告，让他们去改变校长和老

师们的人才培育观念。同时，锦江区教育局还
要为这32名学生建立一个成才跟踪方案。卢
雪梅还透露，锦江区还将把这次学生筹办国
际艺术节的全部教育素材整合成课程，给锦
江更多的优秀学子提供超常规培育平台。
当三份主体方案发放到评委手中，评委

们仔细阅读后纷纷赞叹：“如果不是一直在
参与活动，简直不敢相信这些方案出自中学
生之手。”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播音
与主持艺术系的符杰老师感叹：“我简直懵
了，这些孩子长大以后怎么得了，他们又是多
么幸运，能够遇到这样的培养平台。”

竞争对手变成合作伙伴
“今天的答辩会选出主方案之后，孩子们

将从竞争状态彻底转入合作状态。今天答辩的
三份主方案就已经是校际合作了，每一份方案
都是由两三所学校学生来整合的。”昔日的竞
争对手能否成为合作伙伴？见识了上次分组答
辩的“针尖对麦芒”后，评委们对此次的合作
心存疑虑。
当日的答辩会在非常轻松的状态中进行，

川师大附中的两名男同学用“说逗”方式，对
他们和盐道街中学、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提交的总策划方案进行了阐述，专业评委对此
提出了异议，认为应该采取更简捷更严肃的陈
述方式。当成都嘉祥外国语学校的学生代表他
们和三中、七中育才学校上台陈述时，评委们
发现在总策划方案中还多出了一份命名为
《成都七中育才总方案》的策划书，“难道他
们三方的合作中出了问题，七中育才的学生才
特意提交出自己的方案？”在场的5名评委担
心起来。再等到田家炳中学的学生上台陈述他
们和17中的主题方案时，评委们却发现，原来
17中的策划方案被评委们一直看好的古诗意
蕴，在这份方案中却削弱了不少。

在评委提问环节，田家炳中学的学生解
释说，这份方案是他们主导的，但是获得了17
中同学的一致认可。17中同学则表示：“因为
田家炳中学的同学提出以他们的方案为主
体，我们不知道怎么把自己的优点添加进去，
就只好放弃了。”针对突然多出的成都七中
育才学校总方案，成都嘉祥外国语学校的学
生坦诚在最初的衔接是有一些小问题，在评
审会前他们就和七中育才的同学一起紧急修
改了方案。
这些优秀的学习尖子们，真真切切地感

受到跨校合作的不易。当符杰宣布最终的评
审结果，要求学生们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的
收获时，学生们说得最多的是团队合作。田家
炳中学的同学一上台，就先感谢了17中的同
学，因为他们的谦让才有了主体方案的出台。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的符同学，用自己
参加团队训练中的“背摔”感悟，阐述了信任
将激发出相互合作的更多潜力。卢雪梅说，这
种对团队意识的感悟，其教育效力将远远大
于空的说教。

先拿六一儿童节表彰会“练手”
当日下午，32名同学还接到了锦江区六

一儿童节表彰会的筹备任务，这是他们的
“练兵之作”。成都嘉祥外国语学校、成都三
中、成都七中育才学校的总策划方案，因为
更好地融合了其他学校的“金点子”，而且
操作性强，被选中为主方案，最终方案在其
基础上结合其他两份方案修改而成。当日，
同学们还被分成了四个组继续他们的筹备
行程，每个中学的学生都不同组，同一组里
的学生来自8所学校，如何合作？时间和空间
上的难度都胜过以前，他们将拿出怎样让成
人们都瞠目结舌的成绩呢？成都商报将继续
关注他们的表现。 成都商报记者叶荣

近日，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主办的“第三届VIP 企业高级人力资
源开发与培养研讨会”在都江堰举办。
来自金融、通信、电子等各个行业40余家
单位的人力资源高层管理者，与从事人
力资源管理的专家、学者共论企业高级
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培养。电子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管理学会
组织与战略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井润田
教授做了题为《不确定环境下的组织变
革与成长》的主题演讲；电子科技大学
EMBA兼职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学校教
育专业委员会理事张皓教授以《职场与
生活的压力应对和情绪管理》为题的演
讲；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营销
管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市场学会理事陈
宏教授以《茅台为何能飞天》为题做了
本次研讨的课堂体验。据主办方介绍，吸
引人才、培养人才，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源
开发和人才培养水平是当前企业人力资
源部门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过本次研讨
会，可以更加紧密地结合企业需求开展
大学的高层次管理人才培养，与企业共
同发展。 （王勤）

电子科技大学经管学院举办
企业高级人力资源开发
与培养研讨会

成都市实验中学当选外研会理事学校

留学加油站

澳大利亚技术移民7月推新政
想移民澳洲？澳政府说了算！

对手变伙伴团队意识就是这样来的

4月25日~27日，成都商报记者
作为四川媒体代表，出席了由华商
报组织的“2012陕西民办高等教育
发展论坛”和“全国主流媒体陕西
高校行”活动。15家主流媒体的记者
先后走进西安培华学院、西安外事
学院、西安欧亚学院、西京学院、西
安海棠职业学院等陕西民办高校，
与这些民办高校负责人和在读的四
川学子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2012年中国（陕西）民办高
校发展论坛”上，陕西民办高校负责
人纷纷表示，陕西民办高校数量多、
规模大、资历深、本科院校多，在发
展历程中尽管有着辉煌的过去，但
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目前民办院
校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生源萎
缩、生源质量下降、专业设置及人才
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办
学经费来源单一等方面。西安外事

学院院长黄藤表示，民办院校要正
确对待困难与挑战，善于抓住机遇，
把握好西部大开发、西咸一体化等
地域经济发展对人才的巨大需求，
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办学水平。

成都商报记者走访了陕西多所
民办高校，发现陕西民办高校确实规
模大、数量多，在办学特色上也做了
很大的努力和尝试。而从陕西各民办
高校的招生情况来看，四川的学子不
少。西安欧亚学院的同学告诉记者，
在这里学习的四川学生至少上千人。
大多数四川同学都表示，陕西生活方
面适应起来并不困难，反倒是这些学
校严格的管理让他们有些没想到：周
一到周五是半封闭式管理；学校每天
晚上要查寝；大一学生每天要跑早
操、上早晚自习……这些规定，在西
安的多所民办院校都在实行。

成都商报记者樊英

3 2 名中学生筹办国际艺术节追踪

主流媒体联盟走进陕西民办高校

上周五下午
3

点，来
自锦江区

8

所中学的
32

名学生，再次集聚在田家
炳中学，他们将自己选择
和融合上次的分校答辩
方案，递交出三份总策划
方案。成都商报在

4

月
11

日曾以“锦江区
32

位中
学生筹办国际艺术节”为
题，对此次活动的前期筹
备情况进行了报道，这是
锦江区大力推行的培养
创新性人才的超常规培
育平台之一。

教育国际交流
成都学校最看重提升学习力

报告部分内容：左边为英国小
学生诠释的“春”，右边为红专西路
小学的学生作品。

前言

会做人·棠湖中学外语实验学校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3

前不久，棠外开始试行一项名为“对重大艺
体工作项目实施项目负责制”的管理办法，此举
被誉为引进国际先进管理体制，开创了国内“体
（艺）教一体化管理模式”的先河。

艺术生、体育生在普通中学里面通常会被打
上“另类”的标志，只要能在各类比赛中获奖为学
校争得荣誉，通过艺体高考这条“捷径”升学为学
校贡献升学率，学校往往忽视了学生的其他方面
教育，而在棠湖中学实验外语学校，尽管历届学
生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金牌，尽管学生们升入了
各类知名大学，但是棠外还一直本着“仁、德、志、
”的校训，不断努力探索“体（艺）教一体化管

理模式”，努力改变“特长生只有特长教育”、“世
界冠军退役后生活潦倒”的特长生教育弊端。

在棠外的每一天，我们都能从每一位老师的
身上都深刻地感受到“为学生终身发展”的思想，
他们的一言一行就是要教会学生做人。

探索体（艺）教一体化管理模式
在棠外特长生并不只有“特长教育”

体（艺）坛怪现象
折射特长教育弊端
世界冠军退役后生活潦倒， 曾成为轰

动一时的新闻， 棠外校长黄光成将这种现
象归结为“教育的缺失”，在这些明星的成
长过程中，只有个性的特长生教育，缺乏共
性的素质教育和文化教育， “世界冠军只
掌握了比赛技巧，没有社会生活技能，于是
退役之后生活就渐渐陷入了困境， 明星们
因为缺乏做人教育，在名利的光环笼罩下，

内心渐渐失衡， 于是各种不良心态就呈现
出来……”

因为有着领导者的这种管理思想，棠
外一直在探索 “体 （艺） 教一体化管理模
式”，善于思考的棠外人开始琢磨起来：

组建特色班级
突破“高艺低分”怪现象
“过去的培养方式容易导致特长生忽

视文化学习， 很多时候老师认为学生走艺
术体育专业线路的，要求也不严格，导致了
部分特长生文化素质比较差， 最终限制了
学生的发展。”棠外本着尊重学生的教育理
念，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差异，为学生个性化
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组建了一系列特色班
级， 棠外的理念就是必须把一名学生培养
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无论他们走什么
样的成才道路。

科艺班：
做人、学习、才艺三不误
科学艺术班由具有一定艺术特长的学

生组成，在保障文化知识学习同时，进行专

业训练，实现做人、学习、才艺三不误。八年
来， 科艺班已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才培
养模式，以健康、积极、文明的精神面貌屡
次荣获市级、县级、校级先进班集体称号，

有
480

多人次在县级以上文化类竞赛中获
奖，

1100

多人次在县级以上艺术类比赛中
获奖，

86

名文艺特长生获得了中国人民大
学、浙江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第二外
国语大学等国内重点高校的特招资格和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国际名校的政府全额
奖学金的公派留学资格。啦啦操班，

2010

年
在韩国首尔摘取了国际健美操节桂冠 ；

2011

年在全国亿万青少年啦啦操明星展示
大赛中荣获两项冠军；

2011

年在第六届中
国学生健康活力大赛暨

2012

年世界啦啦操
锦标赛中国选拔赛中一举荣获三项全国冠
军，并获得代表中国参加

2012

年
4

月在美国
举行的啦啦操世界锦标赛资格。

男子足球班：
做人、文化、专业三不误
棠外与成都足协合作开办男足班，走

体教结合之路，按做人、文化、专业“三不
误”的原则，培育“文化合格

+

专业突出”

的高水平运动员，目前男足班：有
20

多人获
得学校文化学习奖学金，

6

人获健将运动
员、

30

人获一级运动员、

57

人获二级运动员
称号， 男足队连续

6

年获市中学生比赛冠
军，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获省中
学生比赛冠军，

2009

年代表四川参加第
11

届全运会获男足乙组比赛第六名，

2010

年
代表成都参加第

11

届省运会包揽甲组和乙
组冠军，

2011

年
10

月代表成都参加第七届
全国城市运动会获得甲组季军和乙组第五

名， 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足球进入
全国综合运动会三强的历史， 荣获成都市
体育代表团“特殊贡献奖”，目前男足有

9

人
赴法国梅斯足球俱乐部培训、

6

人入选国家
青年队、

9

人被四川大学和上海东华大学等
重点大学特招。 近期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
足协通过全面考核在全国分别选派

10

人留
学法国培训

1

年、留学葡萄牙培训
2

年，棠外
高三男足班有

4

名、

2

名同学分别获得公派
留学法国和葡萄牙资格。

学生艺术团：
让特长生融入学校整体氛围
学校以科学艺术班为基础， 组建了海

棠艺术团，由民乐团、古筝乐团、合唱团、舞
蹈团、室内乐队、曲艺协会、魔术协会、书法
协会、美术协会等组成，常年有

900

多名学
生参加。艺术团，让特长生除了跟本班同学
的接触外，还能融入学校整体氛围中，感受
到其他同学的综合素质。

海棠艺术团不仅定期举行汇报演出，

而且还多次为国内外来访的考察团举行专
场展演，并与国外来访的艺术团同台竞技。

近年来， 学校共有
447

人次获国家级比赛
奖、

413

人次获省级比赛奖、

801

人次获市级
比赛奖、

434

人次获县级比赛奖。

有两个小细节， 是让棠外分管艺体工
作的校长助理朱晓波引以为自豪： 啦啦操
班的学生在

2012

年世界啦啦操锦标赛中国
选拔赛荣获了三项全能冠军， 但是让他最
高兴的却是，每到一地在训练结束后，学生
们就到处寻找闲置的会议室复习功课，有
一天晚上甚至“霸占”了宾馆的餐厅。“这说
明了棠外的学生‘做人教育很成功’，学生

们很有时间感念，学习目的也很明确。冠军
并没有让他们兴奋地找不着北。”棠外的足
球班

2011

年
10

月代表成都参加第七届全国
城市运动会， 在赛前赛后都一直保持了纪
律严明、作风硬朗的风格，与其他队形成鲜
明对比， 得到成都市体育代表团带队人员
的高度赞扬。

法国梅斯之行
促成项目制管理
尽管棠外的这种特长班教育 ， 一直

被誉为体教结合的典型。 但是棠外人没
有骄傲，去年，朱晓波参加成都市体育局
牵头组织的成都市中小学 “校长学习
班”到法国梅斯足球俱乐部交流和学习。

代表团抵达梅斯的第二天， 校长们就亲
眼目睹了一件奇事： 梅斯俱乐部接到了
中学老师的电话， 一名培训中心的球员
学习不认真，成绩糟糕，培训中心主任德
尼随后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先停止了这
名球员的训练和比赛；第二，找球员了解
学习成绩差的原因， 然后开始具体的帮
扶行动，只有当球员的学生正常以后，才
允许继续参加训练。

梅斯俱乐部的梯队球员都被委托给
相应的学校进行文化知识学习， 而棠外
的足球班学生是成都市足协下属的所有
梯队球员， 这与梅斯培训中心的培训模
式基本一致，但在体教结合的细节上，梅
斯方面的做法还是让朱晓波非常惊讶 ，

“他们俱乐部与学校的沟通和联系太紧
密了，每个球员对应有

10

多个服务人员，

这太令人震撼了”。

梅斯培训中心还专门设立了教育处，

负责每个星期与球员就读的学校老师进行

沟通， 重点就是了解球员的学习情况。“他
们对学习成绩的要求非常高， 我走了初中
和高中，发现一个现象，成绩最好的班级恰
恰是足球班。 这些球员也没有把自己当成
一名职业球员，而就是一名学生，学习仍然
是第一位的任务， 这让他们球员的文化素
质都非常高。”朱晓波说，“如果发现球员的
学习成绩下降，俱乐部会安排补课等方式，

提高学生的成绩。”

除此之外， 梅斯方面完备的跟踪培训
体系也是让他特别震惊的。“别人的培训体
系太完备了，不光是足球，他们对于其他体
育类特长生也有完备的跟踪体系。 我们在
阿森纳中学发现，梅斯市政府的监督人员，

每天都会到学校跟踪这类特长生的生活，

包括孩子与教师的关系、与俱乐部的关系、

与家长的关系等等，每天晚自习后，一份详
细的表格统计就会出来，”

有了这个经验，在回到成都后，朱晓波
在学校召集艺体相关负责人进行分析研
究：在原有的特长班管理模式上，还缺乏一
个“粘合剂”： 文化课教师的授课计划与体
育教练的训练计划是否能够协调配合是影
响学生学习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
没法全盘吸收梅斯培训中心的管理模式，

我们需要一个人来整合这三者的工作。”黄
光成校长启发他们的工作思路道。 梅斯培
训中心有专门的教育处跟各个学校对接，

棠外就利用自己学校的办学体制特色和管
理模式优势，创立项目负责制。

项目制管理
探索水乳交融的“体教结合”
3

月
13

日，棠外召开初中科艺班工作联
席会。

艺体卫主任袁从军代表学校宣布成立
啦啦操班项目、初中男子足球项目、科艺班
项目管理小组，并明确相关负责人及职责。

他表示， 项目管理小组要做好学生文化学
习和特长训练之间的纽带， 要以文化学习
为中心，做到“做人、文化、才艺”三不误。

校长助理、 初中部负责人姚平强调要
保证教学质量向前稳步发展， 做好文化学
习与特长培训更好的衔接。校长助理、宣招
处主任朱晓波结合自己赴法考察的经历，

提出要实现水乳交融式的 “体教结合”，需
要文化教师和艺术教师同时参与到学生的
学习、生活上的管理，建立一个立体的教育
网络。 初中教务处主任刘勇表示教务处将
全力以赴支持项目管理小组的工作， 与艺
体卫、年级组大力合作，从课程设置、教师
配置等方面入手， 让科艺班各项工作开展
的有声有色。

按照 《对重大艺体工作项目实施项目
负责制的管理办法》，项目负责人要向班主

任了解学生的思想、 学习情况并配合班主
任做好学生工作；将学生在训练、培训中的
表现情况及时反馈给班主任， 并请班主任
做好相应的配合支持工作；将学生的学习、

训练和表现等情况及时与家长沟通， 并取
得家长的理解、支持和配合；负责收集学生
的建议意见并及时反馈相关部门。 为了让
这种沟通不是走形式，必须落实到实处，不
光要求每日沟通， 还对一些重要节点进行
了次数的规定， 比如男子足球班项目负责
人每期必须召开

2

次文化课 （含班主任）教
师、艺体专业培训教师（男足教练组和成都
市足协）、学生家长的工作座谈会；每月以
班为单位召开

2

次班科、专业教练会，了解
学生的思想、学习、专业情况，互通信息，共
商管理对策。

多元办学，
努力拓宽学生的升学渠道
因为有着这种“教会学生做人”的教育

思想，棠外采取了多元办学，努力拓宽学生
的升学渠道，成绩斐然。通过对学生艺术特
长的培训，使学生获得大学的特招资格。

目前，学校已有
86

名文艺双优生获得中
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
第二外国语大学等国内重点高校的特招资
格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政府全额奖学
金）， 美国华盛顿大学等国际名校的留学资
格。

通过对体育特长生的培训，让学生获得
高考加

20

分的资格。

学校组建了男足队、男篮队、女篮队、中
国象棋队、围棋队、国际象棋队、国际跳棋
队、健美操队、啦啦操队、体育舞蹈队、乒乓
球队、网球队、无线电测向和定向越野队等
体育团队，并聘请省内知名专家进行专业指
导，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目前，有
6

人获运动健将、

32

人获国家一
级运动员、

237

人获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 ，

216

人次获国家级比赛奖、

392

人次获省级比
赛奖、

531

人次获市级比赛奖、

248

人次获县
级比赛奖； 棋艺队

2010

年、

2011

年获省比赛
中国象棋和围棋团体冠军、

195

人获省比赛
奖； 高中定向越野队

22

人获省比赛奖，

2010

年、

2011

年获市中学生定向越野比赛团体冠
军；高中健美操队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获
省健美操比赛冠军；高中网球队

19

人获省比
赛奖；高中乒乓球队

24

人获省比赛奖；高中
体育舞蹈队

22

人获省比赛奖等。

朱晓波告诉我们，棠外的项目制管理模
式，正在拓展到更多的艺体教育领域。我们
有理由相信，承载着“会做人”理念，在项目
制管理为特征的“体教”水乳交融模式下，五
年十年二十年后，更多的德艺双馨的艺体明
星将出现在棠外的学生群体中。 （杨欣）

棠外男足队赖奇睿入选中国校园足球希望之星，

将于
5

月赴德国培训

棠外啦啦操在“第六届中国学生健康活力大赛暨
2012

年世界啦啦操锦标赛中国选拔赛”中荣
获三项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