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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武侯高中“中科院拔尖人才实验班”
科技大牛当导师 出入尖端科研实验室

在“两弹一星”纪念馆感受老一辈科学家不惧困难、迎难而上的科研精神；在高速列车力学实验室探秘我国
世界领先的高铁技术；在国家天文台怀柔太阳观测基地探寻宇宙的奥秘……近日，武侯高中“中科院拔尖人才
实验班”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技之旅”分享会在学校举行。分享会上，同学们就自己寒假期间在中科院及各大科
研实验室的学习见闻畅所欲言，交流着超越中学教材、超越学科界限的来自科研一线的学习体会。

去年，作为武侯高中多元成才办学理念的又一发力点，在学校正式挂牌成为“中国科学院科普博览基地学
校”的同时，“中科院拔尖人才实验班”在新高一年级应运而生。首届，实验班招收了40余名学生，均是入学成绩
超成都中考重点线20分以上，且对科学学科抱有极大兴趣和探究精神的优秀学子。大半年时间过去了，武侯高
中首届“中科院拔尖人才实验班”的学生是如何培养的？同学们的学习状态是怎样的？带着一系列问题，我们再
次走进学校，对实验班师生进行了回访。

广告

特色班级
志远生班
志远班
中科院班
七中网班
英语实验班
美术A班
美术B班

招生对象
全省
全市
全市
全市
全市
全省
全市

招生班数
1
6
1
2
2
1
1

预计每班人数
45
50
45
50
50
50
50

小计：690人

招生方式
校考

中考/二诊
中考/二诊
中考/二诊
中考/二诊

校考
中考/二诊

武侯高中地址：成都市武侯区簇桥文盛路1号
学校招生办公室：18328364100、18328364099
学校网址：http://www.cdwhgz.com

武侯高中2017年高一年级拟招生的特色班级

培养目标
100%高考重点率 100%迈进国内外一流名校

“两弹一星”纪念馆、高速列车
力学实验室、国家天文台怀柔太阳
观测基地、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
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馆、中科院
光电研究院、物理微重力实验室、
北大科技园……从物理到生物，从
天文到地理，去年寒假，武侯高中

“中科院拔尖人才实验班”的同学
们一刻也没有闲着，在大部分高中
生忙着补课或是玩耍的时候，他们
则跟着“中科院求真科学营”去到
首都，访遍了中科院和各大高校的
尖端科研实验室，聆听专家教授们
的学术讲座，与我国科学技术在最
前沿的应用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我最感兴趣的学科是生物，
所以整个科技之旅中，让我们提取
自己的DNA并进行观察的实验，

让我印象尤为深刻。”“中科院拔尖
人才实验班”学生陈洪宇回忆说，
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科学实验，

“但有那么一刻，我有一种自己已
经成为科学家的感觉。”陈洪宇笑
言。寒假这一趟，不少学科的科学
研究及科技成果在现实生活中的
运用，或深或浅，他都了解了一些，
而走一圈下来，最让他感兴趣的仍
旧是生物，陈洪宇说，他希望自己
将来能够从事生命科学方面的研
究，探索人类的基因奥秘。

许晴航将国家天文台怀柔太阳
观测基地称为“一个充满梦幻与神
秘色彩的地方”，在这里，她和同学
们亲身见识和体验了各种各样的天
文观测仪器，仔细观察了通过这些
仪器拍摄的各类太阳活动的照片，

以及耀眼炫丽的陨石石粒。“我们还
学会了如何区别陨石与高仿陨石的
方法。”许晴航颇为自豪，一是嗅，二
是切片观色或观察纹路，三是抚摸
法，“真正的陨石是有气印的。”

整个寒假，武侯高中“中科院
拔尖人才实验班”的同学们都沉浸
在科研实验带来的种种欣喜之中，
这让他们的学科学习不再只是“纸
上谈兵”，而是有了更加明确的学
习方向和更多的思考，“生物实验
让我回忆起高一的学习经历，和北
大研究生的交流，提醒了我不能从
特例中得出结论。”廖家奇在学习
日记中写道。当然，除了科研的严
谨细致，不少同学在学习日记中更
是脑洞大开，在科学理论基础之
上，还提出了不少大胆的创想。

上月底，中科院光电技
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陈勇
来到武侯高中，为“中科院
拔尖人才实验班”的同学，
带来了一场关于“嫦娥探
月”的报告会。从月球概述、
人类探月历程，到我国“嫦
娥一号”、“嫦娥二号”、“嫦
娥三号”以及未来的“嫦娥
五号”探月工程，陈勇深入
浅出地为大家进行了耐心
细致的讲解，并与思维活跃
的同学们进行了现场交流。

依托中科院实力雄厚
的科研资源，各个领域的科
技大牛直接进校给实验班
的同学们当导师、作报告，
在学校几乎已成常态。空军
指挥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徐邦年教授，中科大科技
传播与科技政策系特任副
研究员、科学可视化艺术家
梁琰博士等，都曾到校给同
学们做过科学讲座，进行过
相关学科学习的指导。

除此之外，武侯高中还
充分发挥本地高校的优势，
与电子科大微电子与固体电
子学院达成合作，聘请了电
子科大教授为实验班客座教
授，为学生开设选修课。

在日常教学中，学校也
为“中科院拔尖人才实验
班”配备了“超豪华”的师资
阵容，“可以说，他们个个都
是各自学科领域的‘超级杀
手’。”据介绍，实验班师资
配备呈现出“高学历”、“高
资历”和“具有中西教育背
景”的特点，班主任王东就
曾在美国进行过长时间的
学习，教育理念先进，富于
创新意识，不仅如此，他还
担任过班主任17年，管理经
验丰富。其他学科老师也都

是省、市、区级，乃至全国的
骨干教师、优秀教师。而这
种高水准的师资阵容，也将
是每一届“中科院拔尖人才
实验班”的标配。

回顾在实验班度过的大
半年学习时光，刘爽介绍，最
让她兴奋的除了有很多机会
能够与各路科技大牛面对面
交流，增长了不少见识外，课
堂上，老师们上课也不仅仅
局限于教材，而是会给同学
们做很多课外知识的拓展。
对于理科科目的学习，即便
课本上有现成的结论，老师
也会引导同学们通过自己的
动手实验，去重新验证。“在
验证过程中，变量的出现常
常导致结论的偏差，这样我
们就需要不断修正实验设
计，从而也一遍又一遍地加
深了我们对某个实验或某个
定理的认识。”刘爽说，动手
能力和创新思维是老师们常
常强调的两个需要同学们达
到的学习目标。

不仅如此，人文素养的
培养对于实验班的同学们
来说同样重要。例如语文学
科，“每节课上课之前，我都
会拿10分钟左右的时间，让
同学们就某一个话题来阐
述自己的观点，并且要有论
证。这个话题可以是当下的
社会热门事件，也可以是某
个人文历史的学术问题，大
家阐述完以后，我再加以引
导。”实验班语文老师袁毅
说，同时他也是武侯区教坛
新秀和优秀德育工作者。他
说，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
培养学生有一个正确认识
事物的角度和价值观，提升
学生的人文素养，同时还锻
炼了大家的口头表达能力。

日常教学
科技大牛当导师 课堂科学与人文素养并重

科技之旅 激发创想 访遍首都尖端科研实验室

“学校开设‘中科院拔尖人才实验班’，其初衷并不
在于100%的高考重点率，它还应该有更深远的意义。”武
侯高中校长张剑表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提出：为什
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道关于中
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艰深命题，而“中科院拔尖人才实验
班”的开设，就是为破解这一命题而做出的探索和尝试。
至于，通过在武侯高中的三年学习，同学们要达到100%
高考重点率和100%迈进国内外一流名校的升学目标，则
是在这一初衷驱动下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武侯高中“中科院拔尖人才实验班”对“拔尖人才”
的阐释为：具有创新意识、创造思维和动手能力强，其着
眼点在于关注学生的长远发展和终身发展，以期为国家
培养出将来在学科领域有突出贡献的杰出人才。

对此，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同学们的种种学习经历，
在硬件保障方面，武侯高中也是下了大力气，近年来，学
校先后建设了理化生数字互动实验室、通用技术专用教
室、生物创新实验室、科技模型工作室、生物资源大棚培
育基地、云翻转教学实践工作室等一系列科技创新活动
基地，也为学生主动参与、大胆创新构建了良好的平台。

跟着古诗穿越回唐朝的成都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
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乐盟国际学校的中文老
师李桥特别为参加这次诗词课
的孩子们挑选了这首描写成都
春天景色的诗歌，让孩子从古
诗中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

《春夜喜雨》是一首别具风
韵的咏雨诗，上课当天正好窗
外一片淅淅沥沥的春雨，教室
内身着传统服装的同学和老师
一起吟诵，此情此景让人感觉
彷佛穿越回到了唐代的成都。

课堂一开始，李老师就用
一幅描写春天的画来吸引住了
同学们的眼球，图片上写了两
个问题：“what's the season do
you think？（你认为这是什么季
节，what do you see from here
（你从图片上看到了什么）？”同
学们的争相发言“我认为这是
春天，因为我看到了雨和花”，

“我认为这是夏天，因为下的大

雨”，虽然中文还不算太流利，
但一点也不影响他们回答问题
的积极性。李老师为了让大家
更加直观的了解每句诗的意思
以及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特
别配上了与之相对应的图片。
是各种跟着老师标准的拼音，
同学们很快掌握了这首古诗的
读音。而每次朗诵时孩子们都
在前面加上了一句“我的家在
成都”也足以感受到他们对成
都这座城市的喜爱。

每天学习中文一小时
适应成都生活无障碍

上万名网友通过通过成都
商报官方微博直播也参与到这
堂别开生面的中文课中，留言
板块里大家对这群外国孩子的
中文能力表示惊讶。乐盟国际
学校小学校长April Wuest介
绍，课上的16名学生来自四年
级和五年级，他们的中文在学
校都是非常优秀的。学校认为
让孩子们能够快速适应成都的

生活，融入本地的文化，最重要
的工具就是语言。所以从幼儿
园到高中，学校每天都安排了
一堂一小时的中文课。每学年
还会安排两次校外的拓展学游
活动。校长说：“学游让孩子们
走出校园，走到成都的各个角
落，从中了解成都的文化，成都
的历史，成都的美丽的自然景
观。我们已经去过了都江堰，三
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等地方”。

女孩Anna来自美国，留着
金色的长卷发，圆乎乎的脸
盘，深邃的眼睛，笑起来充满
阳光。Anna来成都已有一年，
她告诉记者自己刚到成都就
立刻爱上了这里，并很快就适
应这里的生活。而另一位美国
女孩Natalia来成都已经两年
了，最爱的食物是火锅、饺子
和面条，她觉得在成都的生活
非常快乐，自己已经从各方面
融入了这座城市。

成都儿童团记者 王勤 实
习记者 曾培华 摄影 陶轲

我的家在成都 我们都很爱成都

外国萌娃组团加入
“最美成都诗词朗诵季”

“最美成都诗词朗诵季”活动在成都市民中引发了读古诗，学习传统文化的热
潮。上周，在成都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家在成都”项目和成都市教育局的支持下，“最美
成都诗词朗诵季”走进了在成都的国际学校，一首杜甫的《春夜喜雨》让这群来自世
界各地的外国娃们体会了一把唐朝大诗人笔下成都的模样，了解这座美丽的城市。

家里来客防盗门先抓拍 你以为是科幻？
不，成都七中还真设计出来了

室内环境是否安全？家里安保系统如何实现实时监
控？喂养宠物的上班族如何保障爱宠的一日三餐？这一系
列困扰着市民的难点问题，近日，成都七中的同学们给出
了答案。

15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七中获悉，本月在深圳举
行的中国教育协会“DFRobot杯”第五届全国中小学机器
人教学暨创客教育展评中，成都七中信息技术教师荣获机
器人教学基本功竞赛一等奖，同时，该校学生设计的《智能
安保门禁系统》、《家居环境监测系统》两个项目均获一等
奖，其中《家居环境监测系统》还荣获最佳人气“银奖”，而
这群学生年龄在14-15岁。

记者了解到，《智能安保门禁系统》从课题的提出到设
计模型的参赛，耗时2个月，经历了3次升级改造。《智能安
保门禁系统》设计者之一的七中学生熊一霖介绍，智能安
保门上装有人体感应模块，当有人靠近时，蜂鸣器和远端
的网页就开始报警了，同时，门上摄像头同步启动抓拍功
能，将门外影像上传至网页平台，此时，房主则可用手机登
录网页进行查看后需自行判断来者身份后进行处理。另
外，在该设计上还有一项功能则是远程开门功能，如果此
时有客人来，屋主恰巧不在家，则可通过手机登录网页进
行操控从而实现开门。 成都儿童团实习记者 许雯

在小朋友识字阶段，不
少孩子都是跟着课本一遍一
遍地重复记忆来学习汉字，
往往不知汉字背后其实还有
着很多有趣的知识。近日，泡
桐树小学研发的“汉字文化”
特色课程，其成果经过三年
多的课堂实践，最终汇成了

《汉字文化》一书。它作为学
校传统文化的校本教材，不
仅让孩子们认识了汉字，更
会告诉孩子们汉字是怎么来
的，讲述汉字的起源及发展
变化。

一堂汉字课
既是历史也有地理

在泡桐树小学《汉字文
化》新书发布会上，鄢小红老
师现场为大家执教了一堂汉
字文化的示范课《木》。

“木”字为何要这样写？
“甲骨文的‘木’字像上有枝
干、下有树根的一棵树，因
此两个木是‘林’，三个木是

‘森’。”鄢小红老师首先向
同学们展示了甲骨文“木”
字的写法，以及它是如何经
过金文、小篆，最后演变成
现 在 的 楷 体 。不 仅 如 此 ，

“木”字家族还有“本”，它的
本义是指树的根部，“末”的
本义是指树的顶部，树梢，

“未”则是指夏季果树枝叶
正茂，还没结果。

接着，鄢小红老师还为
同学们分解了一个复杂一些
的“楚”字，将其中的历史和
地理知识与汉字文化结合，
一一道来。

流沙河老先生点赞：
汉字书将孩子与祖先连接

《汉字文化》精选了24个
汉字为主题，其内容涉及字源
字义、神话寓言，以及相关古
诗词等。鄢小红老师说，孩子
们上了这个课以后，会感觉汉
字好有趣，还会发现好多象形
字和会意字的背后都是有故
事的，他们一下子就觉得汉字
变得生动起来，可谓“字里乾
坤大，文中意趣深。”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一
些孩子的识字量很大，但是觉
得趣味性不够，鄢老师把汉字
的起源、发展和演变，以及一
些有趣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孩子们特别喜欢这门课程。”
泡桐树小学校长陈杰说，教育
部颁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指导纲要》，规划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
课程和教材体系，有序推进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鼓励学
校编写传统文化校本教材，

“近几年，我们学校就开设了
很多门传统文化内容的校本
课程，特别是汉字文化课，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汉字文化》一书序言
的访谈录中，流沙河老先生
表示：“我翻看了一下就知道
你们在做什么了，你们做了
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这件事
的意义在哪里呢？把孩子和
祖先连接起来，把断掉了的
文化链接起来。”

成都儿童团记者 张瑾
照片由学校提供

汉字背后有何含义？
泡小老师将三年课堂

汇成一本书

近日，共青团四川省委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做好第十
六届“志远班”学生组织推荐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今年“志远班”面向全省计划招收45名志远生，由成
都市武侯高级中学进行培养。全省各市（州）家庭经济困
难、初中升高中升学考试成绩达到当地省一级示范高中录
取分数线，或达到当地省二级示范高中录取分数线，身体
健康、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均可推荐。

组织推荐由各市（州）团委通知，县（区）团委负责组织
推荐候选人，名额不限。考生需在6月15日至6月23日下午
17：30，在武侯高中校园网（www.cdwhgz.com）上进行网
报，6月22日至24日8：30—17：30到武侯高中现场确认或现
场报名。候选人顺利通过公示后，应在当地团委负责人或
监护人的陪同下，于6月24日17：30前，到武侯高中报到，由
学校安排考生的食宿（陪同人员食宿自理）。考生报到时需
持有相关证明材料（当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
具的家庭贫困证明，学生在初中学习期间获得的县级以上
各类获奖证书复印件，1寸免冠照片2张）。

6月24日学校组织面试；6月25日笔试，笔试考试科目
为：初中数学、英语、物理、化学；6月27日9：00前公布正式
录取名单，各项条件符合要求的考生，将由武侯高中按成
都市招生政策上报团省委和成都市招办在提前批录取。

武侯高中将免去45名志远生在高中三年的学费、住宿
费等，并享受国家助学金。“志远班”学生与其他学生一样，
纳入成都市武侯高级中学统一管理，三年后在成都参加高
考，并享受考生户口所在地的招生加分政策。据介绍，2005
年至今，武侯高中志远生本科升学率连续实现100%；2013
年至今，志远生重点本科率连续实现100%。

成都儿童团记者 张瑾

四川2017“志远班”招生办法出炉
6月15日开始网报

鄢小红老师执教汉字文化课《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