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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打造品牌学
校，是成华教育人的教育理想。近年
来，成华区大力实施“优质倍增”战略，
打造“质量上乘、特色鲜明、影响广泛”
的区域教育品牌，持续扩大全区优质
教育资源总量，加快形成区域品牌教
育发展态势。而成都列五中学这所百
年名校，可算是筑牢了教育优质发展
的基石。列五中学校长吴光平提出“人
人都有舞台，个个都能精彩”的育人理
念根植每个列五人心中，形成特色项
目倍增工程的一个成功典范。

在成华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
区政府投资2亿元重建的列五高中新
校区现已投入使用。据悉，新校区新建
建筑面积35600平方米，改造建筑面积
11700平方米，学校占地面积由42亩扩
大至60亩。这意味着有更多的学生将
享受到优质的教学资源。

新校区的校园环境建设方面，这
所百年名校精选民国风，现代化大礼
堂可容纳700人，生物和化学创新实验
室更能迎合新高考改革对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的要求，一栋13层高楼规划出
住宿区域，可容纳500名学生住宿，而
这也是成都市内第一所高中电梯公
寓。为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学校设有标

准田径运动场和具有篮球场、排球场
的室内体育馆，这符合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的，“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
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在体育人才培养方面，足球是该
校的“王牌产品”。该校也是首批全国
校园足球特色示范校，四川省足球后
备人才基地，中国中学生足球协会副
主席单位。足球队向各级国家队输送
球员14名，向各职业队输送球员40余
名。每年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队员能升
入重点大学，其中，胡天宇、夏雷雨、曹
宇池等同学被北京大学录取，谭伟志
则被同济大学录取。

百年列五成绩斐然 多元特色聚力创新
成华教育“优质倍增”再提速 又添2所省级示范性高中

新晋的2所省级示范性高中各具
特色。其中，成都华西中学紧紧依托电
子科技大学走特色发展之路。建设以

“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基础创新空间，
开展创新教育研究，探索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培育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中科院院士朱清时、邱蔚六、陈霖，国
家足球队两任队长朱平、马明宇等数
万名国家建设的栋梁，为国家民族的
兴旺做出了贡献。因此，学校也被誉为

“西学文化的先驱，体育健儿的摇篮，
学生运动的基地”，百年的蕴育和积
淀，优秀的文化基因，为学生的个性发
展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

而成都市第四十九中学坚持“德
育为首，善美为本”，把“德育”作为学
校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形成了“四维
德育，善美素养”的德育特色。更有四
川省校风示范学校，四川省绿色学校，
四川省现代教育技术示范学校，四川
省阳光体育示范学校等称号。同时，该
校新建、改扩建的新校园即将投入使
用。学校发展驶入了快车道，一所现代
化的、文化氛围浓厚的、教学质量上乘

的优质品牌学校已初具规模。
为实现全区办学规模与内涵同

步提升，成华区从2017年起启动“优
质教育倍增工程”五年行动计划，打
造“中西部教育现代化领先城区”。未
来5年，该区将累计投入40亿元，新建
改建77所中小学和幼儿园（中学13
所、小学22所、幼儿园42所），新增中
小学、幼儿园优质学位72600个，促进
区域教育资源优质、公平发展。

不仅如此，成华正大力推进教育
“优质倍增工程”和“国际化示范”行
动。“目前区内已有33所中小学与新加
坡克勤小学等70所学校缔结姊妹校，
国际友好学校‘朋友圈’扩大到16个国
家（地区）。”据成华区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还将启动26个新建教育
项目，预计年内竣工工11个教育项目，
新增优质学位1.34万个，全力打造“国
内+国际”品牌学校新格局。

多年来，列五重视中华优秀文化艺
术的传承和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艺术
作为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学校教
育全过程，纳入到校园文化建设、艺术
课程教学和课外艺术活动体系中，大
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艺术文化。学校
也凭借羌族锅庄、川剧和撕刻画被教
育部认定为“全国第二批中华优秀文
化艺术传承学校”。其中，传承延伸的
原创精品羌族肩铃舞蹈《赞姆·噌噌》
由校舞蹈团同学精彩演绎获得了第四
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金奖。

值得一提的是，校园羌韵——羌
族舞蹈特色课间操是学校具有标志性
的课间操，也成为体育课上必修的内
容之一。学校以“羌族锅庄在中学艺术

教育活动中传承与运用的探索”为主
要内容，现已形成全校学生跳锅庄的
艺术特色，拓展了传统艺术教学，推动
了非遗项目的创新发展，也让学校艺
术课程的建设更具特色，是天府文化
融入校园文化的一个小切口，更是成
华区教育特色项目的缩影。

围绕办学理念，学校为学生搭建
更多学习和展示才艺的平台，真正做
到将传统文化贯穿教育始终。学校组
建校园川剧社团，创编特色课间操
——“川剧广播体操”，将川剧融入体
育课程。这让列五学子在“校园羌
韵”——羌族舞蹈特色课间操之后，
又跳起川剧广播体操。

不仅如此，列五中学作为“四川

省艺术特色示范学校”，其美术教育
在近年已走在了成都市前列，该校艺
术中心以省级“非遗”课题为载体，首
创了撕刻画艺术，成为了全国独一无
二的一类美术教学形式。

而在成绩方面，学校承接了成都
市科研课题《中小学美术教学中民间
剪纸的传承与创新的研究》子课题
——《浓浓蜀风“撕”生趣，悠悠古镇

“剪”寄情》。此课题获教育部全国教育
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四川省政府教
学成果一等奖。2016年2月学生赴美国
联合国总部参加“第四届星光校园文
化中国非物质遗产展演”活动，获得金
奖，展示和表演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内蕴的撕刻纸版画艺术。

日前日前，，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教育厅
公布省一级公布省一级、、省二级示范省二级示范
性普通高中名单性普通高中名单，，成都华成都华
西中学西中学、、成都第四十九中成都第四十九中
榜上有名榜上有名。。截止目前截止目前，，该区该区
已有包括成都列五中学在已有包括成都列五中学在
内的省级示范性高中内的省级示范性高中33所所
……而这……而这，，仅是成华区实仅是成华区实
施施《“《“优质教育倍增工程优质教育倍增工程””
五年行动五年行动》》所获成绩的冰所获成绩的冰
山一角山一角。。

近年来近年来，，成华区投入成华区投入
巨资改扩建学校巨资改扩建学校，，一批老一批老
牌名校的改扩建带领成华牌名校的改扩建带领成华
教育的品质再上台阶教育的品质再上台阶。。以以
列五中学为例列五中学为例，，该校不仅该校不仅
成功创办四川省一级示范成功创办四川省一级示范
性普通高中性普通高中、、成都市领航成都市领航
高中等高中等。。去年去年，，北京大学北京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人民中国人民
大学等名校又多了列五人大学等名校又多了列五人
的身影的身影。。今年今年，，高中新校区高中新校区
的投入使用的投入使用，，将更适应时将更适应时
代变化代变化，，也更胸有成竹的也更胸有成竹的
迎接新高考改革迎接新高考改革，，培养更培养更
多优秀的成华学子多优秀的成华学子。。

而放眼全区教育工而放眼全区教育工
作作，，计划到计划到20212021年年，，实现实现
高标准新建中小学高标准新建中小学、、幼儿幼儿
园园7777所所，，新增中小学新增中小学、、幼幼
儿园优质学位儿园优质学位7260072600个个，，以以
促进区域教育资源优质促进区域教育资源优质、、
公平发展公平发展。。今年内今年内，，将完工将完工
1111个教育项目个教育项目，，新增优新增优
质学位质学位11..3434万个万个，，让更多让更多
品牌学校开到市民家门品牌学校开到市民家门
口口，，普惠更多适龄学生普惠更多适龄学生。。

成华教育从量变到质成华教育从量变到质
变变，，不仅是该区均衡教育不仅是该区均衡教育
资源资源、、完善民生配套的具完善民生配套的具
象呈现象呈现，，背后更凸显出成背后更凸显出成
华区委华区委、、区政府将教育作区政府将教育作
为推进民生工程的着力为推进民生工程的着力
点点，，实施实施““优质教育倍增工优质教育倍增工
程程”，”，全力打造全力打造““中优教育中优教育
典范区典范区””的决心和魄力的决心和魄力。。

聚焦区域名校
列五新校区已投入使用 成为成华一道亮丽风景

特色项目倍增
羌族锅庄等被教育部点赞 首创撕刻画走上国际舞台

领航新征程
又添2所省级示范性高中 助力区域优质均衡人才高地

新建列五高中

列五中学获第四届美国林肯国际校园艺术节金奖

川剧大师和列五师生交流中华
传统文化

30天征集上千份“前半部”
成都孩子的“创意故事”跨越海峡

百部成都剧本跨越海峡
千名台湾少年接力完稿

以诗为引以诗为引，，我们以成我们以成
都为创意创作主题都为创意创作主题，，邀请邀请
海峡两岸的少年参与海峡两岸的少年参与。。

剧本创作一人一剧本创作一人一
半半；；摄制团队的成员一摄制团队的成员一
边一半边一半；；大片完成一边大片完成一边
一半……一半……

一人一伴一人一伴，，也是一也是一
人一半人一半。。

以诗为引以诗为引，，共浸文共浸文
化之基化之基，，一人一伴一人一伴，，合拍合拍

““成都大片成都大片”。”。
由成都市人民政府由成都市人民政府

台湾事务办公室指导台湾事务办公室指导，，
成都海峡两岸交流协会成都海峡两岸交流协会
主办主办，《，《成都商报成都商报》》和台和台
湾湾《《联合报联合报》》承办承办，，成都成都
商报商报··成都儿童团协办成都儿童团协办
的的““一人一伴一人一伴··微拍秀微拍秀””
20182018 海峡两岸少年创海峡两岸少年创
意微电影大型创作活动意微电影大型创作活动
如今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如今正在如火如荼地开
展中展中。。本次活动得到了本次活动得到了
长荣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长荣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的大力支持的大力支持。。

全省首例
为娃娃开“运动处方”
50所幼儿园将设体质“监测点”

近年来，成华区大力实施“优质
教育倍增工程”，学前教育事业得到
快速发展，全区园所数量达到101
所，在园幼儿3万余名，每年还在以
10-12%的速度持续增长。在保障学
位供给的同时，探索幼儿体质健康
发展成首要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
体育强国建设。”此前，成华区为改
善幼儿体质健康，探索开展了系列
项目，如十二幼的川西民间体育游
戏、十三幼的体能大循环活动、十四
幼的熊猫课程体能户外游戏等。但
如何构建更科学、更系统、更有利于
幼儿身体素质提升的课程体系？如
何用大数据建立孩子健康体质档
案，让运动更有针对性和科学依据
等问题，需要找到更科学的“处方”。

为此，成华区与成都体育学院共
同成立“项目组”，想通过抽样调查研
究，监控幼儿体质健康，构建运动干预
体系，形成大数据健康报告，为区内近
万幼儿家庭提供服务。“从5月起，专家
组会随机抽区内3000名3--6周岁幼
儿，对他们进行体质跟踪监测，形成大
数据体质健康报告。”成华区教育局学

前与成人教育科科长叶常承介绍，此
次抽样覆盖区内50所学校，每所幼儿
园抽60人，体质监控指标包括幼儿形
态（身高、体重等）、机能（心率、血压）
等。“为保障数据科学和精准，每所试
点园设一个‘监测点’，由体育专家操
刀完成。”

其中，身体素质监控包括10米
折返跑、网球掷远、走平衡木等项
目。“这些测试虽然简单，但是从中
能监测出孩子们的身体协调性、柔
韧度等，每个孩子的监测结果都会
形成一个报告，类似‘运动处方’。”
叶常承表示，有了处方就要对症下
药，对监测发现的问题，会有针对性
地对每个孩子的身体状况进行适当
的干预，真正做到提高体质从娃娃
抓起。此外，监测之后，还会统计每
个孩子的监测数据，然后进行个体
和群体运动体质评估及干预指导。

民生工程
项目惠及全区三万余家庭
引导父母培养娃娃“动商”

“户外活动越多，孩子运动受伤
风险越大，这也是我们老师最怕
的。”此次试点学校之一，成都市第
十二幼园长李岚介绍，为增加娃娃
运动量，学校优化了运动时间和方
式，不仅利用川西文化独创了川西

民间体育游戏，还整合碎片时间让
父母参与孩子的晨间户外活动，“让
家长从体验者变为游戏设计者，人
多降低了户外安全风险，参与运动
也引导父母培养孩子运动习惯。”

对于幼儿体质健康监测项目的
开展，李岚认为，以往，孩子运动后
出汗，家长和老师多靠经验判断孩
子体质健康。“开展监测后，这让孩
子运动更有科学依据，也让教师在
户外活动开展上变得更专业和自
信。”监测形成的大数据健康报告，
能全面监测孩子的体质情况和体能
锻炼情况，指导孩子健康饮食、科学
锻炼，提高孩子的体质，促进其身心
和谐发展。

针对当前幼儿体质健康存在的
问题，成都体育学院运动医学与健
康学院运动人体科学系系主任李雪
教授表示，3-6岁幼儿是人一生的初
始阶段，是智力发育、身体素质发展
的敏感期。同时，也是基本动作技能
形成、运动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

“项目的开展惠及全区上万家庭，专
家团队不仅会对老师进行科学指
导，也会对家长进行培训，引导家长
正确培养娃娃动商。”

对此，成华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项目的启动不仅能形成区域特
色、可复制的“幼儿体质健康体系”，还
能惠及上万幼儿家庭. （赵雨欣）

台湾接力完成“下半部”
两岸少年共同勾勒
“成都故事”

随着第一阶段的圆满结束，活
动第二阶段正式开启。组委会已从
逾千份作品中初选出近百部优质的

“前半部”脚本，以“熊猫邮筒”为
媒，穿越时空去到海峡对岸，台湾
的学生们正在根据自己对成都历
史人文、民俗风情、美食景致的了
解，完成余下的创作，在两岸少年
的共同执笔下，勾勒出一幅完整的

“成都故事”。
组委会从台湾各学校了解到，

“前半部”作品穿越到台湾之后，当
地学生立即给予了热烈回应，近百
部优质作品已获千人争相续写，创
意倍出。台湾学生告诉组委会，作品
里成都琳琅满目的美景美食让他们
对这座城市充满了好奇与向往，也
被这座城市时而深邃时而时尚的多
样文化元素深深吸引。

本月，台湾学生续写完成之后，
网络评选即将大热开锣，届时将再
度掀起两岸的关注热潮，由此将诞
生最具潜力的50强脚本，再经由专
家细致评审，“十佳脚本”将最终出
炉，成为两岸少年共拍成都的创意
灵魂。

台湾孩子将飞抵成都
两岸“编导”共赴蓉城奥斯卡

7月，台湾小朋友将搭乘着被评
为“五星级航空公司”的长荣航空班
机飞赴蓉城，与成都的小朋友一道，
在影视领域专业导师的指导下合力
完成拍摄任务，通过孩子们充满创
意的镜头，拍出这座城市的最佳
宣传片。更特别的是，拍摄完成
后，这些城市宣传片将现身隆重的
首映式，两岸小编导们也将重装出
席，携手共赴一场童星云集的蓉城

“奥斯卡”。
（陈兴隆）

活动自3月11日启幕后，成都孩子
争先恐后地投入到这场“成都大片”的
创作中，不足一月各类脚本就堆满了
征稿邮箱，涵盖了“川菜”“三国”“大熊
猫”等各类成都元素，在这些脚本中，
既有纵贯古今的穿越大戏，也有联结
中外的现代故事，孩子们用“创意”讲
述着自己心目中的“成都故事”。

本次征集还同步开启了线下投
递，通过落地在成都50余所中小学里

的熊猫邮筒，激发着孩子们的创作热
情，4月，首批熊猫邮筒走进锦晖小
学、磨子桥小学和成都市三十三中
学，萌态十足的邮筒瞬间就被孩子们
早已写好的脚本塞满。

截至到第一阶段结束，通过线上
线下的同步征集，活动一共收到了上
千份学生自行创作的“前半部”脚本，
其热情之高，反响之大，让活动组委
会直叹“成都娃娃太厉害了”。

形成大数据健康报告
成华区要为三万娃娃开“运动处方”

日前，记者从“成华区幼儿体质健康促进行
动”启动仪式上获悉，该区将在全省率先开展幼儿
体质健康促进行动。计划用三年时间，对全区上万
余3~6岁幼儿体质健康状况进行跟踪监测，形成大
数据健康报告，每年由专家根据“运动处方”进行
科学干预，量身定制适合孩子的体育项目，以促进
娃娃体质健康。

据悉，该项目是成华区与成都体育学院校地
合作的又一重大民生工程项目。而科研成果也将
开发成课程，覆盖全区101所幼儿园和三万户幼儿
家庭。

本次活动首创“一人一伴”的全新模式，让成都的孩子围绕成
都作为创作主题，邀请台湾的少年共同参与，为成都创作一部城
市宣传微电影，让两岸少年更加了解并热爱这座城，从而延续文
化传递，增进两岸友谊。

“成华区幼儿体质健康促进行动”启动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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