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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化学习方式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率

走进成都市西北中学外国语
学校，你会发现，学校宛如一片世
外桃源，虽地处城区，校园内却果
树成荫、安静怡人：40余株不同果
树组成了学校的百果园，教学楼
房顶还有现代植物园、读书园。闲
暇时分，老师学生都可以到百果
园里养护自己班级认养的果树，
还可以到植物园中查看自己班级
的蔬菜是否成熟，更可以在读书
园中品茗、谈心、读书。来过学校
的人，都会被浓厚的校园文化所
吸引。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
不如乐之者”。作为外国语学校，
学校率先从英语学科出发，引进

了“英语魔块”、“英语魔方”、“英
语魔卡”、“英语围棋”英语教学用
具和网络英语学习平台。新的英
语学习方式得到了学生和家长市
民的高度赞同，媒体对学校的英
语课改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报道。

2016 年，学校与周边学校开
展了英语单词拼写大赛，大赛从
当年暑期开始，一直持续到年
底，两所学校近1000人参加了比
赛，大赛还吸引了中央电视台专
门到校进行了为期七天的专题
拍摄。期间，学校还引进英语、数
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手机端
学习APP，学生可以通过手机、电
脑随时完成作业，教师也可以随
时批阅作业，了解学生的学习状
况。移动化的学习方式变革，大
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
习效率。

从云端到身边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不仅如此，学校利用现代信
息技术，将学生的作业、考试全部
纳入到了大数据平台中，记录学
生的学习过程。接入的大数据平
台积累了大量的学生学习过程数
据，这些数据会依据学生的个体
差异，进行个性化分析、点评，从
而能够给每一个学生提供个性化
的学习方案。

大数据平台将云端数据实时
推送到家长、教师和学校管理者
的手机、平板等移动终端中。学生
家长通过平台第一时间了解学生
的作业和考试情况，帮助学生及
时发现自己的问题，根据不同学
生的知识点掌握情况，大数据平

台制定的个性化错题本，让学生
在不断的自主练习中巩固知识
点；教师利用大数据平台，得到每
个学生的成绩分析报告和知识点
掌握情况，使课堂讲评更加高效；
学校管理者通过大数据平台的分
析结果，更加便捷地了解学生的
学业情况和教师授课情况。大数
据平台的使用，推动了学校教育
教学工作的发展，更加有效地解
决了知识点的落实情况，提升了
学生成绩。

成都市西北中学外国语学
校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构筑起
了“家长—学生—学校”的智慧
化互联网生态教育圈，通过开
展 常 态 化 的 信 息 教 育 教 学 工
作，有力地推动了学校在教育
信息化环境下教学模式的不断
改革与创新。

构筑“家长—学生—学校”智慧互联网生态教育圈
成都市西北中学外国语学校谱教育信息化改革发展新篇章

广告

学生可以通过手机、电脑随时完成作业，教师也
可以随时批阅作业，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移动
化的学习方式变革，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学习效率，同时，也使得老师为每一位同学制定个性
化的学习方案成为可能。近年来，四川省成都市西北
中学外国语学校（原名成都市机投中学）立足教育信
息化建设，助力学校发展，构筑起了“家长—学生—
学校”的智慧化互联网生态教育圈，通过开展常态化
的信息教育教学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学校在教育信
息化环境下的教学模式的不断改革与创新。

成都市西北中学外国语学校是隶属于武侯
区教育局的一所公办初中学校，位于三环路草金
立交桥外侧。学校以“雅智”教育为办学理念，坚
持“以人为本、内涵发展、特色立校”的办学宗旨，
以培养“身心健康、友善诚信、视野开阔、个性鲜
明”的中国公民为育人目标，旨在让学生养成“锻
炼身体”、“文明礼貌”、“阅读思考”三种习惯，培
养学生“终身学习”、“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与人
沟通”三种能力，使学生最终成为“说好普通话”、

“写好规范字”、“做好好公民”的“三好”公民。

央视《看我72变》
成都金牛区
海选创意少年

伸缩相框、人工降雨机、
枯叶制造铅笔……小朋友们
用节目的形式表达了自己丰
富的想象力。15日，中央电视
台少儿频道《看我72变》成都
金牛区节目海选网络直播在
成都市石笋街小学举行，本
次活动以“多彩的梦想”为主
题，寻找、选拔创意少年。

此次共有8个节目参与
海选，节目内容多选自2017
金牛区中小学生“创意之门”
大 赛 中 脱 颖 而 出 的 优 秀

“Idear”。通过网友投票加节
目组评审，最终，石笋街小
学、光荣小学、蜀汉外国语实
验小学、全兴小学获得今年6
月前往北京进行节目录制资
格。近年来，金牛区政府将创
意创新作为亮点工作，与此
同时，金牛区教育局于2015
年5月16日成立了“金牛创意
教育工作室”，以工作室团队
为核心探索与践行创意教育
的规律，先后得到率先将创
意教育与各学科课程整合，
激发了师生的创意激情。

成都儿童团记者 许雯

家校共育如何更完美
众多专家大咖
为你解疑答惑

5月14、15日，由中国陶
行知研究会家庭教育专委
会、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主
办，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承办，清华大
学心理学系、成都市青羊区
教育局、彭州市文艺志愿者
协会等支持筹办的“2017年
中国国际家庭教育论坛”在
成都举行。

此次论坛还特别设立了
圆桌访谈与对话，5月15日下
午，在金牛宾馆由中国教育
报家庭教育周刊主编杨咏梅
主持，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
机关党委书记刘立频、成都
市实验小学集团校长陆枋、
成都西雅美途外国语联合学
校校长季应朗等嘉宾针对上
述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探究。

“教育改善家庭，家庭圆
于教育”是当天会议的主题，
家校教育是否应该有个界
限？成都西雅美途外国语联
合学校校长季应朗说：家庭
的教育和学校的管理应该有
一个边际与界定，家校共育
工作应该是家长能接受，学
校能给予的，过多地超出了
一个范围，会给双方都带来
一定的困惑。谈到做家庭教
育的初衷，成都市青羊区教
育局机关党委书记刘立频说
到：“我们要让家长通过培训
变成合格的家长，卓越的家
长，以家校合作的方式促进
学校的教育，把家长对学校
的期待变成满意。”
成都儿童团 实习记者 曾培华

成都商报：2017年天府新区发展
提速，区域里优质教育逐步开始呈
现。在如此多新校创立的天府新区，
实外西区如何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的
办学特色呢？

肖明华：如何做到特色办学，如
何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学校认为，

“品”是指教育发展的品质，表现为教
育发展的优质内涵；“牌”指的是教育
的公众形象，是影响力和美誉度，是
被媒体和公众的接受度。

品牌是学校基于自身文化传统、
现实形态和愿景展望，基于对教育行业

形势、学校个性和内外部生态环境的审
视而建构的一种独特的战略体系。学校
品牌战略，简而言之就是具有高知名度
和高美誉度的学校个性化发展战略。

由此，学校将以“内炼素质，外塑
形象”为发展思路，并坚定不移地做
好几件事：一是立足学生的核心素养
培育，推进“大课程，小教学”的校本
化实践研究；二是实施全面教育质量
管理，促进学习方式变革；三是扎根
民族文化，积极推进国际理解教育；
四是落实人本化管理，做好贴心的教
育服务。 成都儿童团记者 饶媛媛

外语特色学校
如何践行国家级新区里的国际理解教育？

行棋当善弈，落
子谋全局。对于成都
教育的未来，成都教
育人在做何种规划，
各校校长们在做何种
构想，成都商报？成都
儿童团推出系列高端
访谈，遍访成都教育
界，对话教育管理者，
看他们如何“观乎成
都之人文，以教育化
成天下”。

5月10日傍晚，位于天府新区麓山
大道的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西区（下
简称实外西区）操场上，天府新区领导
和校方领导，以及四千多名学生和家长
代表，正在等待观看一场兼具国际化特
色和专业性水准的校园演出，这是实外
西区第14届艺术节文艺汇演。

但是，在积极备战中、高考的5月，
实外西区为何却在举办声势浩大的校
园艺术节，这难免让很多人让人疑惑。
但近年来，实外西区显著攀升的教学
质量，位居前列的综合成绩排名，这些
又都足以证明“高分是素质教育的智
慧结晶”。那么，在日益繁华成熟的天
府新区，面对区域里的其他新兴学校，
实外西区将如何体现自己的办学特
色？在天府新区“国际化现代新区”的
发展规划下，实外西区又将如何推进
教育国际化，彰显“国际范儿”呢？

对此，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记
者专访了实外西区校长肖明华。

本期嘉宾：
实外西区校长肖明华

成都商报：“素质教育”早已不是
一个新词新概念，实外西区的素质教
育有何不同？学校又如何让素质教育
真正根植于学生的成长之中？

肖明华：真 正 的 素 质 教 育 是
一种做人教育。它对一个人的成
长发展终身受用，所以，无论它和
升学考试内容有无关系，都应该
在学校层面上加大力度、系统性
培养地教育。

由此，学校层面应该立足核心
素养坚定不移地推进素质教育，加
大课程改革力度，实施有效教育活
动，强调综合社会实践，注重国际
交流合作，进而培育学生的个体终
身发展、融入主流社会和充分就业
所必需的素养，为其过上有责任感
和成功的生活所需要，也为社会应
对当前和未来技术变革和全球化
挑战所需要。简而言之，就是致力

于培养适应国家需要和社会发展
的国际化人才。

文化艺术素质是当代学生的
基本素质，实外西区始终把文化艺
术教育作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
重要途径，积极培养学生审美欣
赏、审美创造的能力，老师们始终
通过课堂“以美施教，以美育人”；
积极引导学生继承中华民族辉煌
的文明遗产，追求高远昂扬、超迈
博大的人生境界；同学们以活动
课、选修课和社团活动来“发展个
性，修炼特长”。

概括说来，学校要引导学生的兴
趣特长和个性潜能的生动发展，指引
学生向“做人品位高雅，做事追求卓
越”的要求去发展。我们可以自豪地
说，实外西区的学子是全面发展的学
子，实外西区的学子是能感受美、鉴
赏美、创造美的优秀学子。

素质教育如何炼成：
立足核心素养 培养国际化人才

高分有无秘籍：
校、师、生三维度合力的结果

成都商报：学校是外语特色学
校，又地处国家级新区里，而且是较
早来到天府新区的一批民办学校，学
校最近两年在国际理解教育问题有
何最新研究成果？

肖明华：我们认为，把握国际理
解教育的时代脉搏，学校首先坚守了

“素质教育”的办学指导思想；其次，
为了彰显学校特色，学校确立了基础
教育国际化的人才培养观念，即教育
观念国际化、教育对象国际化、教育

模式国际化、教育内容国际化，从而
培养更多、更好的适合未来发展需要
的国际化人才。

概况来说，关注学生发展，确立
了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人才培养目
标。而坚持国际视野，则确立了基于

“国际理解”的课程改革理念，并致力
于整合“外语特色课程、校本选修课
程、学科渗透课程、综合实践课程”等
课程资源，真正用国际化的教育，培
养国际化的人才。

国际化教育如何理解
坚守素质教育，构建国际理解教育课程

如何办出特色
强化特色办学 实施品牌发展战略

成都商报：你任校长期间，你一
共培养出区、市、省高考第一名12人，
民间和行业内甚至一直想获知你的

“肖氏秘籍”。那么，这本“秘籍”的“心
法口诀”到底是什么？

肖明华：首先说，这些第一名并不
是一个校长、一个学生单一力量促就
的。我们认为，高分首先是素质教育的
智慧结晶，也是教法学法的实践融合，
更是学生学习品质的华丽转变。

因此，从上面这三个维度理解，
首先于学校，应着眼未来，培育“三大
统一”的核心素养，推行“文理分科不
分班”实验的教学创新，给学生提供
可选择性的课程。最后，结合具体校
情，坚持以真抓实干促整体发展。

在教师层面，应该让教学学法充

分融合。实外西区组建了一支师德
高、能力强、业务精的师资团队，教师
以“以生为本，个性辅导，减负增效”
为教育的基本思路。“减负”是前提，

“增效”是关键，“生本”是核心。
以学生的需要为根本，依据高考

说明，回归教材，夯实备课，体现“三
讲三不讲”原则（三讲：讲重点难点、
讲方法、讲运用；三不讲：学生不预习
之前不讲，没问题不讲，有问题学生
不讲之前不讲）；遵循“测试滚动、批
改反馈、个性指导”的基本方法，狠抓
常规，猛促落实，作业批改个性化，命
题检测滚动式，课堂检查常态性；惜
时如金，精讲精练，以学定教，教其所
需，讲其不会；科学设计精简作业，从
而让学生减少无谓的负担。

实外西区第14届艺术节文艺汇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