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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樊英

作为一所后起的学校， 成立仅10余年的

成都南山培训学校却凭着自己独特的一套，

在业界的名号越来越响亮， 受到了众多学生

以及家长的追捧。短短10余年间，学校培养了

上百名北大、清华等名校学生，有在业界颇受

肯定的老师，“在南山学校， 教学质量用成绩

说话，由学生家长打分。”

教学经验是品质的保证

在南山学校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里最

受欢迎的、报名人数最多的，往往都是大班。

“我们也清楚小班、精品班的商业利益可能更

高，但是既然是办教育，就要做良心，不能因

为追逐利益而让更多孩子失去接受优秀老师

授课的机会。”黄校长说，南山学校的知名老

师全都上大班。

“教学质量拿什么来保证？就拿这些优秀

老师的经验和责任心来保证。” 黄校长说，南

山学校的老师，很多都是在业界有一定知名度

和影响力的。“我们学校的老师平均年龄在35

岁以上，都是有多年教学经验，并且形成了一

定口碑的老师。”比如教初中数学的杨绍均是

我国金牌奥数教练刘裕文的弟子，人称“杨几

何”，学生为了能上到杨几何的课，甚至通宵

排队报名。教初中数学的李杨彬老师，曾是成

都外国语学校的年级组长，还有曾是嘉祥资深

数学老师的谢老师， 这些老师都教书几十年，

可以说全国名校中都有这些老师的学生。

杨几何领衔的专家团队

“学数学，要找就找杨几何”，在成都课

外培训界慢慢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这里的

“杨几何”说的就是杨绍均。作为我国金牌

奥数教练刘裕文的弟子，杨几何在多年的教

学当中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教学方法，

在学生当中大受追捧。

看过家长们通宵排队报名杨几何的课

后，没有人能否认杨几何在学生和家长当

中的号召力。在南山学校，杨绍钧老师的

课一直都需要提前排队报名，甚至有部分

家长提前 24小时排队。 家长们也觉得辛

苦，专门给学校想了很多解决排队报名的

办法。南山学校的黄校长说，有的办法也

不是没有想过， 例如通过考试来选拔学

生，“但是， 我们希望给更多的学生以机

会，不搞成绩歧视那一套，越是成绩不好，

越应该受到更好的教育。”也因此，学校给

杨老师的课安排的都是大课， 每堂课有

100余学生同时上课， 教室里安装了两块

投影仪和音响，保证无论哪个座位的学生

都能听清讲课内容，也都能看到老师的演

算过程。但是，就算这样，家长们为了抢到

一个好位置也还是愿意排队。

为了让更多学生， 尤其是水平不同的

学生都能接受到最适合自己的教育， 南山

学校近年开始着力打造杨几何团队， 团队

凝聚了南山学校各层次最精锐的教学队

伍，业务上定期交流，让更多同学接触到更

高水平教育的同时， 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班型和老师。

多年来， 培训机构对基础教育体系校内教育

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但随着社会的发

展和大众对教育质量要求的不断提升， 也对培训

机构的教学质量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

育培训行业的生命力还是在于教育本身， 京翰推

出服务年的概念，从师资、课程教育、服务三方面

全面加强规范化，提高教学和服务质量。”成都京

翰教育市场经理蒋文雷说。

“学生到我们这里来上课，最终肯定还是希

望在学校的考试尤其是在升学考试中取得好成

绩。因此，我们的教学完全基于教学大纲，和学生

在校内的学习是完全连接的。”蒋文雷说，培训机

构作为课外教育的有力补充，主要注重做辅导，课

程产品要构建完善的体系， 要尽可能地为学生在

京翰上课做好准备工作， 将一切可能影响上课的

因素在课外就解决了。

在京翰，班主任是不上课的，全面负责学生在京

翰的上课情况。班主任每周课后与家长做电话回访，

每学期一次家长、学生座谈会，每周与学生沟通不少

于10分钟，定期与授课教师为学生做阶段测试，将学

生入校后的一系列活动建立规范的学生档案。

与家长的沟通被京翰提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一

方面是希望在与家长的沟通中，不断向家长传递科学

的教育观念，另一方面跟家长的沟通也能更好地帮助

孩子学习。”蒋文雷说，家长在孩子的教育中占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每个月不同时段学校将分别由

不同职务的人组织与家长的系列见面会，根据孩子的

学习进度，交流辅导进度、培养情况。结合孩子的个性

特征，从专家的角度分析学生的学习近况、学习过程，

为家长解决教育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困惑。

据了解， 京翰服务年包括系列多角度的活动

服务及不同方向的公益课程。 如开办心理辅导讲

座、相关文化交流活动、出国游学活动、体能测试

与辅导活动等，从多方面培养学生。课程方面，比

如开设专家点睛课程，面对初三、高三的考生，锁

定中高考，分析考纲考点，传授复习考试方法，给

孩子最重要及时的考试指导， 而面对其他年级的

学生则关注学科整体认知和学生的学习方法，尽

量做到点面结合。

此外，成都京翰教育去年底还主动启动了

对教师队伍的清理、 考核，“京翰的师资必须

三证齐全，包括身份证、学历证以及教师资格

证。”蒋文雷说，启动这个行动后，个别授课较

受好评但三证不齐全的教师依然遭到了清退，

“我们就是要从各方面确保学生受到的是高

品质的教育。”

望子成龙学校作为中国西部规模

最大、影响力最广、口碑最好的品牌培

训学校之一， 学校始终坚持以诚信为

本，用心做教育，用爱铸未来；始终坚

持教学和服务两手抓， 不断提升培训

品牌。

抓教学质量

贯彻“五心”教育理念

首先，通过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把好

进口关，在教师的选拔上从笔试、试讲、

演讲等方面全面考核教师，力争完美。其

次，根据培训课堂的特点，为让学生掌握

更加高效的方法，让学习更轻松、愉悦，

学校成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 专门研究

教学方法、 学生的学习方法以及编写优

质的、有针对性的教材及学案。最后，加

强教学过程及教学效果的跟踪， 不断反

思、总结。

抓服务质量

强化“五心”服务理念和措施

首先，强化望子成龙特有“五心”服务

理念。想家长之所想，急家长之所急，有问

必答，有求必应，热情主动为家长分忧，当

天问题当天解决，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

其次，强化学生考勤制度。每次课，严

格学生的考勤，对迟到、缺勤立即与家长

沟通，通报情况。

再次，加强教学反馈服务。两次课后，

及时反馈教学意见，并发放“教学满意度

调查表”，学生人人给老师打分。积极进

行电话辅导服务，对低年级学生学习英语

等科目的进行定期电话辅导等。学校始终

从各个环节保证教学质量，践行着教育诚

信的使命。

情倾社会助发展

感恩回馈献爱心

除了抓教学质量和服务质量，学校还

编写《教子有方》杂志，为广大家长送上

教子良方， 在行业中率先成立教育科学

研究中心，研究科学教学方法、高效学习

方法，让广大学生轻松学习，同时，学校

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 为贫困学生捐

书、捐款。向社会上一些有困难的孩子提

供帮助。

2013年2月，学校为下半身瘫痪、倒立

行走上学的10岁男孩颜玉宏免费进行课

外辅导， 并提供学习用具和一定的生活

费。校长蒋杨斌应邀参加四川卫视《中国

正能量》的节目录制。

2012年12月4日， 望子成龙学校蒋杨

斌校长还应邀参加了中央电视台“2012

身边好人·温暖中国” 大型颁奖晚会。并

在颁奖晚会上承诺： 学校为休学照顾患

尿毒症妈妈的初三女孩路玉婷提供高中

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以及免费进行课外

辅导。

2012年11月，学校为辍学照顾重病妈

妈的11岁女孩甜甜进行免费课外辅导并

提供学习用具和一定的生活费。

2012年7月，学校积极参与了“同心行

动、情系未来”活动，为社区的困难学生

捐赠了价值数万元学习金卡、各种学习用

具及书籍，并承诺对每一位学生的爱心帮

助持续到他们高中毕业。

学校至今已为下岗家庭子女、贫困家

庭子女优惠学费300多万元， 为学生捐了

4000余套学习用书和学习用具； 除此之

外，还开展了数百场公益讲座。

在爱心教育的路上，望子成龙学校走

得执着而坚定，他们希望每个孩子都能接

受爱的教育，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有

爱心的人、 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15

年来，望子成龙学校的发展都建立在“诚

信”、“爱心”这两块基石上，今后的每一

天，学校也将继续走在诚信教育、爱心教

育的大道上。

作为只做一对一的课外培训机构， 京翰教育始

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准则， 制定符合学生实际情况的

学习目标和计划，不夸大学习效果

,

不虚假宣传，不随

意承诺，让学生在京翰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脚踏实

地的成绩提高。对于教育培训机构而言，没有诚信就

没有市场，就没有品牌，更谈不上发展，也没有任何

一家企业能够用欺诈的手段长期立足市场。 我们可

以负责任地说， 京翰的每一个教学环节都经受得住

学生和家长的考验，请家长和同学放心。

参与单位

京翰教育

诚信

宣言

我们将继续以诚信为本， 用心做教育；继

续坚持教学和服务两手抓， 不断提升培训品

牌。我们将秉承“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

教的老师”的教学理念，想家长之所想，急家长

之所急，倡导用耐心、爱心、信心、细心、精心的

“五心”教育，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坚持做

学生喜欢的老师，办家长满意的学校。

参与单位

成都望子成龙外语培训学校

诚信

宣言

专家团队确保教学质量

用心做教育

用爱铸未来

做教育就是做良

心。 成都南山培训学

校始终坚持让家长放

心、 为学生提供更高

水平教育的原则 ，在

短短

10

余年间， 凭借

强大的师资和优秀的

成绩， 在成都培训界

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

成都南山学校坚信 ，

只有过硬的教学质量

才是 取 得 信 任 的 根

本， 我们将不断改善

教学环境， 提供一流

的教学服务， 让学员

在成都南山培训学校

感受到最舒适的学习

环境、 最贴心的教学

服务。

参与单位

成都南山培训学校

诚信

宣言

京翰服务年

打造更高品质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