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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生之间，来一场小范围的
“头脑风暴”都能让大家打开脑洞，碰
撞出无数智慧的火花。那么，来自西
藏、新疆、青海、云南、重庆、四川等省
（市）知名中学的116支队伍，200多名
选手齐聚树德中学的校园中，来一场
科创竞技 PK 时，又将刮起一阵怎样
的“智慧飓风”？5月下旬，为期三天的

第二届“登峰杯”全国中学生学术科技
创新大赛学术作品竞赛（成都赛区）复
赛在树德中学举行。

大赛邀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四
川大学等高校教授作为评审。设计了
五个竞赛项目：学术作品、数学建模、
机器人、结构设计、数据挖掘。

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实习生 杨炼

天府七中宣布落户的消息，一经
发出就轰动了成都的家长圈，这片兴
隆湖畔的红霞，每一条信息发布都牵
动着家长们的注意力。今年8月，初中
部开学在即。

“面对一所新学校，家长所有的热
切，最终都会变为一个个问题。”天府
七中的副校长张江平微笑着说：“面对
家长的一千零一问，天七都将解疑答
惑。”近日，首批家长代表即将走进新
校园，现场探访。

提问学校管理：
每12个孩子就有一名“班主任”

成都商报记者从天府七中了解到，
自学校筹办开始，校方的热线电话就无
数次响起：“如果不住校，娃娃可以回家
住宿吗？”“天府七中采用的选课走班，
娃娃学习遇到困难该咋办？”“学校周围
的环境到底是怎样的？”……据了解，校
方将家长提问整理成册积极作答。

对于家长疑惑，选课走班是否就
没有“班”了？校方回复，而天府七中的

“班”，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按成绩总分
划分的“班”，而是以一名主任导师加
上两名导师组成的行使类似班主任职
权的“导师班”，每个导师班不超过40
人。每位导师，负责 12 名左右学生的
过程管理。关于住宿，首届初中学生，
宿舍为四人间。

关于校服：校方表示，校服分为礼
服和运动休闲服，校服的设计将听取
家长和学生意见。关于食堂：学生可自
选配餐，采用智能售卖系统，家长可精

准了解孩子在学校餐饮和营养情况。
关于手机问题：学生每周星期日返校
后把手机交给生辅老师保管；周五离
校前在生辅老师处领取手机。学生平
时与家长联系可以借用导师或生辅教
师的手机，电话到寝室。

提问校园建设：
首批家长代表将于近日探校了解

关于校园建设：据校方介绍，天府
七中的举办者为国有企业天投集团，
承建方为国有企业中建五局。目前，教
室地面采用水磨石，寝室则使用地砖，
墙面都用立邦乳胶漆，顶部矿棉板吊
顶。并使用两台3P吸顶空调、两台净
化机。音乐厅和会议室等集中空间有
新风系统，学校被天府中央公园环绕。
据了解，校园内的塑胶运动场采用上
海最严标准建设，根据该标准，塑胶甚
至可“啃咬”。

为了适应选课走班和学科教室的
需求，学校家具的规格、形状等均为量
身定制。生产厂家为川省级单位定点
采购协议供应商。2月18日课桌椅、部
分实验室课桌椅、寝室家具已生产完
毕。6月中旬，已入职教师将进驻学校
办公。6月下旬，学校邀请专业机构进
行校园室内空气质量检测，公布相关
检测结果。7 月下旬，接受第三方
CMA检测机构检测，公布相关检测结
果。8 月上旬，接受第三方机构复检，
并接受社会监督。首批家长代表将于
近日探校。

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实习生 杨炼

伦敦金融城代表
佩戴“熊猫徽章”访成都
温蒂。米德女士，以伦敦金融城政府首席下院

议员身份到访中国的第一站——成都。2017成都国
际友城市长创新论坛，温蒂在论坛上致辞：“在中英
关系的这个‘黄金时代’，两国通过G20平台在国际
舞台上频繁展开合作。”她说：“期待能与各位共同携
手，促成成都与伦敦金融城之间的合作。”“伦敦金融
城非常关注成都的发展，希望能亲眼见证成都的重
要发展节点。”在会后，温蒂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温蒂表示，目前，伦敦金融城在北京和上海
设有两个代表处，相较于京沪，蓉城在伦敦的知
名度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而在自己看来，成都
正在打造西部的金融中心，且发展迅猛，希望通
过此次论坛能够前来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和互动。
而温蒂在参与此次论坛时，还有这样一个细节：
她全程都佩戴着一枚萌萌的大熊猫徽章。温蒂微
笑着道出这枚徽章的含义：“我是英国川商联合
总会的顾问成员之一，这一特殊的身份为自己此
次到访蓉城提供了契机。”

以教育为基石
进行四领域推广
在此次参会嘉宾中，记者发现，佩戴“熊猫徽

章”的显然不止温蒂女士。剑桥大学发展学科中
心荣誉高级教授巴瑞。瑞德教授，曾担任加拿大
政府的首席检控官的索尔先生；以及参与剑桥大
学发展学科中心硕士课程授课的邢莉红教授等
专家学者，他们的另一重身份同样是英国川商联
合总会的专家顾问团成员。巴瑞教授表示，英国
川商联合总会的责任是以总会为平台，进行能
源、金融、高科技和教育四大领域的推广。

“在这四大版块之中，教育又是其他三领域
发展的基石。”作为一名已经在英国从事了40多
年教育工作的专家学者，巴瑞教授表示，自己尊
重且推崇英国川商联合总会会长宋汶栗女士对
于教育的理念，2016年和2017年，自己多次到访
宋女士所打造的巴中棠湖外语实验学校及万汇
幼儿学府，他说：“孩子们使用中英文，积极表达
他们的意愿并参与话题讨论，毫不怯懦，勇敢且
自信，这让人印象深刻。”

精英教育
应是有中国文化底蕴的教育
那么真正的精英教育事业是怎样的？“精

英教育事业本身，是应有中国文化底蕴的一种
教育。”英国川商联合总会会长宋汶栗女士表
示：“我们引进国际化的教育，是引进教育的某
些方法措施和深度，但绝非是要培养出一个美
国人或英国人出来。”作为在海外留学、工作、
旅居 20 年的海外华人，英国川商联合总会的
执行会长邢莉红教授对宋女士的看法表示赞
同，她说：“培养精英人才首要的，是在学到海
外的高尖端的教育理念和经验的同时应做到
不遗失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

在和其他国家教育进行的多年的碰撞，沁
润、思考，研究后，宋女士表示：“我们不再认为国
外的教育品牌是最好的，而能够结合东西方文
化，让孩子全面发展的，培养出具有中国文化底
蕴和国际化视野的人才，才是精英教育事业发展
的方向。”

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16支科创团队齐聚树德中学
脑洞大开刮起“头脑风暴”

天府七中校长答来自家长的一千零一问

近日将迎接首批家长探校

伦敦金融城代表
佩“熊猫徽章”访成都

英国川商联合总会将打造具中国文化底蕴的精英教育事业

5月，英国川商联合总会和伦敦金融城的代表
访问成都，参加 2017 成都国际友城市长创新论
坛。而为深入研讨“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促进国际合作，实现政策与资源的直接对
话，共同探索新形势下的实践模式，2017年9月，
英国川商联合总会将在英国剑桥大学举办“首届
一带一路全球川商英国论坛”。

近日，英国川商联合总会先后拜会了四川
省市相关部门，主要就教育、金融、商贸、科技和
投资方面进行沟通交流，商会也邀请拜会方参与
到即将在9月举办的“首届一带一路全球川商英
国论坛”当中，获得了一系列热情回应。

成都市双流区副区长刘一阳表达了对 9 月
论坛的期许：“如有机会参加，届时，我们将在伦
敦推荐我们四川，我们双流的投资环境；同时也
全力支持由川商联合总会投资的国际教育小镇
在双流找到合作的空间。”

“促进国际合作，打造精英教育”是英国川商
联合总会提及的关键词，那么真正的精英教育又
是什么？英国川商联合总会会长宋汶栗女士表
示：“精英教育事业本身，应是有中国文化底蕴的
一种教育。”

伦敦金融城代表暨英国川商联合总会代表合影

画画同样上清华
与蓉美术界导师面对面 赢取名校通关密码

校园总会流传着种种学霸的
传说，石室中学的张心玥只要想
到本校2014年毕业的学姐蒲雨
聪和 2016 年毕业的学姐潘欣
玥，就觉得连学姐的名字都在发
光。“学姐们凭画画考上了清华大
学，和《最强大脑》中的王昱珩并
肩成了校友。”正在高三埋头准备
文化课的张心玥笑容自信且明
朗：“根据六度分隔理论，你离世
界上任意陌生人之间，间隔都不
超过6个人。”但在张心玥看来，
自己距离像学姐这样的名校学子
之间，实际上只隔了一个人——
理想画室的校长肖立鹤。

如今的张心玥和当年的蒲雨
聪、潘欣玥一样，都就读于理想画
室的“学霸班”。心玥在校考中已获
得了央美、“国美”等4所国内一流
美术类名校的通关合格证。进入名
校对于这个小姑娘来说，已不再仅
仅停留于传说，而是触手可及。在
其中一所名校的校考中，心玥画笔
下：一张餐桌后方，是被风高高吹
起的窗帘，如同一面旗帜映衬着少
年意气风发的心境。

在肖立鹤心目中，张心玥和蒲
雨聪、潘欣玥都是十分优秀的学
生，连续9年，学霸班的名校录取
率都是100%，在学校的官网上，
肖立鹤笔调温柔的写道：“理想今
年你几岁？理想永远都年轻！让青
春与责任为伴，让理想带我们腾
飞。”不管学生绘画原本成绩平平
还是天赋异禀，竟能只靠“一幅画”
就变身名校学子？那么这个靠“画
画”就能全员上名校的“学霸班”到
底掌握着怎样的通关秘籍？

“校考前夕，班上已是高手如
云。”就读于理想画室学霸班的17
岁女生严兮妤在 2017 年校考中，
已获得清华等6名校“通关证”，但
在这个称得上是学霸班佼佼者的
女生眼中，与自己并肩作战的理
想画室同班同学均不容小觑。

更让严兮妤印象深刻的，是
高手练就的过程：“班上几个画得
很差的同学，可以说就是零基础
吧。通过一幅幅画逐渐拉近与旁
边同学的距离。”简直就是绘画领
域中的杨过成长记，从武功微末
到修得秘笈主角光环加身，功力
突飞猛进引人瞩目。成绩都是摊
在桌面上晒在阳光下的，零基础
同学从第一次模拟考试中的倒
数，再到第三次模拟考试中的正
数，让严兮妤感叹“好厉害。”

而在绘画过程中，严兮妤自己
也明显感觉到了个人水平的“量变
到质变。”她说，自己在画室中3小
时画好的一幅人物素描，是质变爆
发点。因为从这幅画后，自己从色
彩的深浅、质感的表现、空间的表
达等绘画技能都有明显提升。目前
在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西区埋头
准备文化课考试的严兮妤说，自己
从未感觉“离清华之类的名校，像
现在这么近过，未来的人生通过此
次美术校考，似乎已经延展出了无
数明亮耀眼的可能性。”

成都市石室中学的张心玥作
为理想画室中学霸班的学生，也
在校考中获得了央美、“国美”、江
南、中传的合格证。忆起自己刚刚
进入学霸班进行学习时的心情，
张心玥说，自己是懵的，“名校简

直遥不可及，不清楚到底怎样的
作品能得高分。”但现在，张心玥
再评价自己与名校之间的距离
说：“考之前觉得很难，但考之后
就觉得名校也不是不可企及的高
度。”通过针对性训练，心玥在此
次考试中，获得了自己心仪一流
美术院校的通关证书。她说：“其
他人我不清楚，就我个人来说，老
师给了针对性的方向和指导后，
成绩提升非常明显。”

在其中一所名校的校考中，
考题是《餐后的饭桌》，心玥画笔
下：餐桌上放着一个瓶塞拔掉的
酒瓶，倒下的玻璃杯，重叠的盘子
和满是褶皱的桌布，在餐桌后是
门和窗，窗帘被风吹的高高扬起，
如同一面旗帜映衬着少年意气风
发的心境。

绘画领域内的“杨过成长记”
校考前夕校考前夕 学霸班内高手已如云学霸班内高手已如云

9年来，学霸班毕业的200多人或就
读于国内外名校，或从校园中走出，寻觅
到自己的明亮人生。在这漫长的跨度中，
肖立鹤保存着每一届学生们的合影：孩子
们在户外写生的小镇上簇拥在一起，朝着
镜头扬起明媚的笑脸。在画室的书架上，
排列成行的文件夹中，珍藏着每一届毕业
生的各类画作。同样人物写生，连外行也
能明显看出同一个孩子画作上的区别：

“画作上的人物，从眼神空洞到目光炯炯，
从发如乱草到发丝顺滑灵动……”

肖立鹤说，以学霸班为例，班上美术
零基础或者美术基础极为薄弱的孩子，
在每一届都普遍存在:“业内人士都明白，
将一个本身专业成绩就很优秀的绘画高
手送入美术名校与将绘画零基础的应届
学生送入美术名校，两者之间的区别，后
者的难度不言而喻。”依托“快速提升、低
进高出”的教育教学质量，在生源水平并
不突出的情况下，应届生名校录取率已
连续9年在全省美术培训学校中稳居前
列，不少美术培训机构仅能以人海战术
求得数量上的增长，而无法从比率上进

行超越。一批批学生也凭借着在理想画
室内美术专业水准的快速提升因此笑傲
高考，叩开了重点大学之门。

而在这些的背后，肖立鹤首度揭秘这
样一个“闭关研讨班”的存在：“每一年，老
师们都会分割出专门的时间闭关研讨，进
行教案方面的改进及调整，保证在教学之
前，自己能始终保持最新的理念和更高的
水平。”要想成功培育学生，靠的不仅是提
升专业水平的力量，更要激活孩子发展的
内动力。当学生进入学校后，教师全面介
入，对学生专业基础水平全面摸底，与学
生一起制订迎战考试的提升计划，明确各
阶段学习目标，帮助其逐步稳健提升成
绩。看上去，最终呈现的是一个学生100%
上名校的数据，但实际上背后付出的努力
是多元化的。对于学霸班上的学生，不仅
有心理上的自信培植，精神上的持续鼓
励，技能上的方向性指引。老师还要对于
每个学生的薄弱环节都应了然于心，以各
种方式进行具体点位的一一突破，根据学
生考前呈现出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进行报
考院校上的明确定位。

校长收集9年毕业生画作集
揭秘画画上名校背后的揭秘画画上名校背后的““闭关研讨班闭关研讨班””

不以人海战术的方式进行比拼，理想
画室采用的方式十分质朴：“高考是一次命
运的转折，我们就是要对每一个孩子负责。”

“文化课350——450分，是否也能被大
学录取？”“文化课500分左右竟然能考取清
华大学？”这样的高考分数与孩子所能进入
的大学相比，往往会让人收获惊喜。但是关
于美术生参与高考的情况，其实家长还有更
多疑问：“美术零基础的同学参加美术高考
的成功率大不大？”美术高考生文化课和专
业课如何平衡？”......在高考的战役中，如何
让名校与孩子转身相遇？6月3日14点，家长
在成都市青羊区文庙西街1号理想大厦，将
能得到与蓉城美术界导师面对面的机会，聆
听美术高考成功策略的讲座。

曾送走数百名学生以优秀的美术成绩

考入清华、罗德岛等国内外名校的资深教
育领军者，除了将回答家长和考生一系列
的疑问外，还将给出“2017年美术高考改革
的新趋势”“美术高考生将来就业分析”“艺
术特长生如何被高中录取？”等系列干货。

6月3日，与蓉城美术界导师面对面
现场讲述现场讲述 如何让名校与您的孩子转身相遇如何让名校与您的孩子转身相遇

扫码可免费领取讲座门票，仅限30张。

（广告）

写生场景

写生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