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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在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
“高中直播QQ群”中直接提问，
记者汇总整理后，将交由校长在
视频直播中回答

❷ 在直播页面下方的对话
框中直接输入问题，记者将汇总
后交由校长在视频直播中回答

❸ 在视频直播时段拨打热
线 028-86613333-1 提问，由记
者汇总后交由校长在视频直播
中回答。需注意的是，想提问哪
所学校，家长必须在其相应的直
播时段拨打热线

视频直播参与方式

❶ 加入成都商报成都儿童
团“高中直播QQ群”，每一场视
频直播开始前，我们会将直播观
看地址链接发到群里，家长可点
链 接 观 看 和 提 问（QQ 群 ：
188061753）

❷ 通过电脑或手机观看直
播，打开新浪微博或新浪微博
APP，搜索“成都商报”查看直播当
日的置顶微博，点链接进入直播
间观看和提问

❸ 下载“一直播”APP，搜
索“成都商报”并关注，点击选择
直播当日正在进行的直播，即可
参与

❹ 通过成都商报手机客户
端提供的地址链接，点击进入视
频直播间观看和提问

提 问 方 式

成都七中

川大附中校长米云林在做客成都商报
直播间时介绍说，今年学校的招生类型和
往年一样，有城区生源计划班、外地生实验
班和空军青少年航空实验班。

对于不少家长感兴趣的“空军青少年
航空实验班”，米校长表示，去年，为适应新
形势下的国防建设需要，经教育部、公安部
和总政治部审核批准，在全国遴选16所优
质高中作为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超前培
育军事航空航天领域新型飞行人才，川大
附中经四川省教育厅推荐，空军考查遴选，

教育部审核批准，成功入选 16 所学校之
列，承办“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组建空军
青少年航空实验班。该班计划2016年在全
省招40名应届初三毕业男生，目前该项招
生已进行到定选。明年希望报考该班的学
生和家长，可到学校网站高中部招生专栏
上查看关于“四川大学附属中学（成都十二
中）空军青少年航空实验班2016年招生简
章”，了解报名条件等信息。

同时，米校长还介绍，学校开设有法语
“拉伯雷课堂”国际项目。“川大附中是成都

市政府与法国蒙比利埃市政府教学交流合
作项目的唯一高中学校。2011年5月，成、
蒙两市政府签署教育战略合作协议，法语

‘拉伯雷课堂’落户川大附中。”米校长说，
2011年到2015年，川大附中国际部每年招
收1个“拉伯雷课堂”法语班，教学效果得
到上级部门和家长的一致好评。经过五年
发展，现已升格为中国和法国教育部认证
的“法文课程班”。

此外，川大附中的特色班还有“川大博
士生基地班”。在家长们关心的艺体招生方

面，米校长表示，川大附中今年招收高、初
中田径、游泳、艺术体操、花样游泳、健美操
体育特长生。学校是国家体育传统项目学
校，专门开设有体育、美术、音乐等专业选
修课程，为这方面的特长生考级和升入艺
体类大学进行专门训练。其体育教学极具
特色和实力，学校12次被评为全国体育工
作方面的先进集体。

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张瑾 王勤 杜
玉飞 实习记者 赵雨欣 摄影记者 刘海韵

“做有趣的人，让这个世界有趣。”这是
一名成都七中校友总结自己中学时光时的
体会。昨日上午第一场，成都七中副校长胡
霞来到成都商报直播间，面对弹幕和点赞，
迎接网友们各类问题的挑战。

胡霞表示，在目前国内以高考为独木
桥的强竞争体制下，成都七中帮助孩子养
成创新实干方面的基础素养，这点难能可
贵。另外，让孩子拥有责任心的同时，对周
围的人和事物均拥有温润的爱及悲悯情
怀，这比只掌握知识和方法更宝贵。

知乎网站上有个“名校就读体验”专
题，其中在“成都七中是一所怎样的学校”
这个问题下面，点赞数最高的回答来自弹
幕网站 B 站的董事长陈睿，他说：“我高中
就读于成都七中，走向互联网之路就是七
中的缘故。”陈睿说，七中在高一就开设了
计算机编程课程，鼓励学生发展各种课余
爱好。

还有网友评论：关于七中有多少学霸，
每年有多少人进入清华北大就不举例了，
如果七中只是如此，那就太没意思了，七中
学生的主要特点就是有趣。对于网友这样
的表达，胡霞谈到了成都七中建校111年以
来走出的杰出校友。她说，一大批七中学子
的成长和成就传承了七中的文化，也丰富
了七中文化。

“一所学校除了优秀的学生和师资队
伍，校方的课程设置是怎样的？”对此，胡
霞说，学校的课程建设是培养孩子成才的
关键，成都七中的课程设置是校方的亮
点，有数学建模、双语物理等数以百计的
选修课，以及诺贝尔奖得主进校园等“拔

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项目，同时校方还通
过哈佛大学中美学生领袖峰会、国际中学
生模拟联合国大会等培养学生的领导力；
还有学生自己组建 3D 打印社、创客中心
等各类社团。目前已举办了29届校园艺术
节，35 届科技文化月；而未来课堂则借助
云技术，结合学科知识结构和学习行为分
析，实现教师精准教学和学生个性化学情
评估；而翻转课堂则将学习的主动权从教
师转移给学生，让学生更专注于学习；今
年成都七中林荫校区会招几个班？胡霞回
答：“林荫校区会有 8 个统招班，两个网班
和一个外地生班。”

成都七中副校长胡霞:

拥有温润的爱
比只掌握知识更宝贵

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
“异地同堂”教学
“双师”答疑解惑

19日上午，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校
长亢文芳做客成都商报直播间。在亢校长
眼中，成都七中网校是将成都七中百年积
淀的教育教学成果以“全日制卫星直播”的
方式向更多的学校开放。

亢校长表示，成都七中林荫校区每年
都要招收多媒体教学示范班，大家称之为
网班，网校就是把网班课堂教学的图像、
声音、板书等通过卫星实时地、完整地传
输到需要优质教学资源的学校，从而实现
这些学校的学生和成都七中的学生“异地

同堂”上课。
在亢校长开始直播之前，成都商报记

者通过热线、QQ 群等收集到了数百个提
问。面对网友的问题“轰炸”，亢校长在直播
中一一作答。比如，有网友问：“其他学校的
网班学生通过直播听成都七中老师上课，
听不懂怎么办？如何保证教学质量？”

亢校长称，其他学校网班的学生实
际上是两名教师同时上课，即双师制。每
天主讲老师是成都七中老师，但这些学
校为网班选配的优秀学科老师也要同时
与学生一起上课，组织学生讨论演练，为
学生批改作业、答疑解惑等，一直陪伴学
生的成长，实现 1+1>2 的双师效益。目
前，全国有 213 所高中学校的网班可供同
学们选报就读。

成都七中国际部：
国际教育要本土化
本土教育需要国际化

七中国际部主任沈健介绍，2015年国际
部新生入学平均中考分数为596分，比当年
的中考重点线高出36分。近年统计显示，报
考七中国际部需要达到中考重点线以上20

分的学生才有面试资格。
七中国际部的课程设置采用融合式教

学理念。校长杨越说：“中国学生有自身的
特点，不少英国和美国的学校也会引进中
国的数理化教学模式。我们提倡的是国际
教育本土化，本土教育国际化。”杨越介绍，
七中国际部已开办了 15 年，“我们的目的
是，让初三的孩子在英文基础比较弱的情
况下也可以上国际课程。”

成都七中八一学校：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学校开设的课程丰富多彩

成都七中八一学校分管德育和高中工作
的副校长王才金对学生和老师的情况如数家
珍，介绍学校时非常坦诚，被网友们赞为“最
接地气”的直播。

对于网友们关心的高 2016 级师资配
置，王才金自信满满。3年前，成都七中八一
学校新办高中，从全国国家级和省级示范
高中招聘了20余位骨干教师，用七中的模
式进行打造培养，如今，这批老师业务能力

出众，热爱学生、热爱教育。
七中八一学校秉承七中的优良传统，

开设了丰富多彩的课程，包括四大类。第
一大类是学科拓展型课程，又包括两个小
门类，补差和辅优课程；第二大类是竞赛
课程，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
术等；第三类是社团活动课，如棋类、球
类、动漫、音乐等，有 30 多门，参加学生人
数非常多；第四大类就是社会实践，比如
少年军校等。设置课程的出发点，是培养
一个幸福的人、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仅
仅应付高考。

今年初升高，成都七中八一学校计划
招生200人，其中100人通过中考招生。

石室中学

石室中学校长田间:

中学阶段
应重点培养三种能力

对于不少初三毕业生家长关心的“孩
子进入高中以后应该怎样学习？”石室中学
校长田间在做客成都商报直播间时表示，
中学阶段家长不能只注重孩子的学习成
绩，而应该重点培养孩子的三种能力，即学
习力、综合力和创造力。在回答家长们的提
问时，田校长不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还对
如何培养学生的这三种能力进行了详细解
答，现场获得不少家长的点赞和认同。

“首先来讲学习力，学习力的构成有五
个要素——动力、自信、兴趣、方法和脑科
学。”田校长说，学习是脑力劳动，讲究内在
动力而不是靠体力去拼，因此动力十分重
要。同时，自信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尤其
中考成绩出来后，无论孩子考得好不好，他
们都将在新的平台实现新的价值，“所以要
永远相信自己，永远充满自信。”

兴趣方面，田校长表示，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没有兴趣做什么都会大打折扣。关于学习方
法，他建议学生应懂点脑科学，“怎样合理利用
脑科学，开发出强大的智力和潜力很重要。”田
校长举例说，比如学生应该知道自己哪个时间
段记忆力最好，每个单词背多少遍能留下深刻
印象，哪个时段必须要进行户外体育锻炼才能
使大脑注意力更集中、更兴奋等，这些都需要
学生去摸索探究，积累经验。做好以上五个方
面，就能够有效培养孩子的学习力。

对于综合力的培养，田校长介绍说，这

一点主要靠“活动”。据了解，石室中学有58
个学生社团，因此学生综合力的培养能够
以社团活动为载体得以实现。

此外，对于高层次人才来说，田校长表
示，学生还必须具备创造力。创造力如何培
养？其重点在于思维的培养，学生需要具备
思辨能力、质疑精神、大胆猜测的勇气以及
敢于担当的决心。

川大附中

川大附中校长米云林：

法语“拉伯雷课堂”每年招收1个法语班

石室中学祥云网校：
初高中全学段覆盖
开设网班8个

据石室中学信息中心主任廖林春介
绍，2013年9月，石室祥云网络教育项目上
线试运行。运行之初，直播课程仅 6 门。至
2015 年 9 月，石室祥云网络教育项目已实
现了初高中的全学段覆盖，共计开设网班
8个，涵盖直播课程42门，日均直播课程逾

52.4余节次。
石室中学教学处主任毛伟还介绍了

石室祥云网校的具体教育教学情况。截至
目前，石室祥云网络教育项目已签约加盟
学校 63 所，覆盖四川省 18 个地市州，项目
共有近 295 个教学班，惠及远端授课教师
2000余人，受益学生达20000余名。值得一
提的是，石室中学祥云网校目前是免费加
盟，提供同步课堂、异步课程点播、同步教
研、同步测评、同步培训、同步课程资源 6
种服务。

石室中学国际部：
国际部的课程设置很丰富

石室中学校长助理方青在成都商报直
播间谈到，石室中学国际部是学校行政序
列部门中的一个，中方老师都由学校教学
处统一安排，班主任由学校教育处统一配
备。同时，方青特别强调了学校对国际部学
生的规范化管理措施。国际部的学生和石
室中学其他学生一样，接受学校严格统一

的行为规范管理和教育教学管理。国际部
学生统一着石室中学校服，作息时间和考
勤管理也完全一样，国际部的学生可以参
加石室中学58个社团的活动和学校组织的
各项德育活动。

此外，石室中学国际部课程最大优势
在于它的丰富性和多项选择性。石室中学
文庙校区目前开设了剑桥国际高中课程、
北美高中课程，北湖校区开设了加拿大BC
省海外高中课程和中美双文凭课程，学生
可根据自己的未来留学规划进行选择。

成都石室天府中学：
6月30日开启招生咨询

校长唐宇介绍，今年初升高，学校高中
部招生计划为 5 个统招班，1 个项目班。为
保证小班教学，开学时将分为9到10个班，
每个班原则上不超过50人。

统招班招生按中考成绩从高到低录
取，招生咨询时间是6月30 日到7月2日。
学校单独招收的项目班，即今年新招收的
拔尖创新人才实验班，计划招收45人，招收
对象是参加成都2016年中考的学生，包括
外地生。目前还在招生进行中，招生简章可
在学校官网和微信公众号上查阅。

石室蜀都中学：
特色创客教育 创新午课

“今年计划招生180人，设4个教学班，
每个班不超过45人。”石室蜀都中学校长鲁
道富在直播时介绍，学校地处箐蓉小镇，创
新氛围浓郁，是由成都石室中学领办的一
所高起点完中，“学校共享石室中学教育集
团的优势资源，比如名师到校指导教研，教
师通过网校课程跟踪听课，考试资源的无
缝链接等。另外，学校实行小班化、寄宿制

管理，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
学校的特色课程是创客教育，鲁校长

说：“引入了清华大学创客实验室、成都的
‘阿布空间’以及深圳的‘柴火空间’，对学
校老师和学生进行培训，以此激发学生在
各领域的创新潜力。”

有家长问，学校实行寄宿制管理，孩子
如何获取外界信息？对此，鲁校长介绍，学
校开设有“创新午课”，每天学生有15分钟
时间进行展示。学生自己拟定选题和同学、
老师进行讨论，内容可以是新闻也可以是
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6月21日
上午

9：20~10：05 成都外国语学校
10：05~10：50 成都20中

10：50~11：35 三原外国语学校
11：35~12：20 成都美视国际学校

下午
14：00~14：45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14：45~15：30 光亚学校
15：30~16：15 西雅美图学校
16：15-17：00 成都铁中

6月22日
上午

9：20~10：05 成都八中
10：05~10：50 双流中学
10：50~11：35 华阳中学

11：35~12：20 双流艺体中学
下午

14：00~14：45 大弯中学
14：45~15：30 北大附中成都为明学校
15：30~16：15 崇州崇庆中学

直 播 预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