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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升高心里好烦恼
旅游谈心去困扰

玉
垒
中
学

面向全省招收复读生 免费复读一本
线上

玉垒中学是望子成龙教育集团旗下的全日制中学，近年来，在全校师生的共同

努力下，玉垒中学有上百名学子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

海交大、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全国知名学府。

学校2017年高考成绩再创新高，经过全体玉垒师生不懈努力，理科第一名

676分，位居全省第257名，文科第一名645分，位居全省第43名，北大清华基

地班学生文科全部上本科线，理科全部上一本线。

凭借辉煌的教学成绩，学校先后被评为“十二五”中国“重质量守诚信”示范

单位、“中国口碑影响力学校”、“深受家长信赖私立学校”。

报名地点、电话：
望子成龙教育集团总部报名：028-85581220 18782169688 （成都武侯祠大街266号·高升桥华达商城十楼1006室，从购书中心背后上电梯）望子成龙官网：www.wzclxx.com 玉垒中学官网：www.cdylzx.com

奖励政策
·根据入学成绩免学费、住宿费、资料费、生活费，还有不同等级的奖励。

详情咨询：18782169688

·2018年高考上线并录取到北大、清华奖人民币30万元；

·上线并录取到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人民大学、上海交大、中科大、南京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奖

人民币10万元；

·上一本线并录取到一本院校奖人民币3万元。

·招收一本线以上的复读生免全部学费、住宿费、资料费、生活费。

教学安排：分层小班教学，北大清华基地班30人/班，尖子生班40人/班。

高考复读 扫码咨询

广
告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办学23年来，
坚持规模是学院的生存线、特色是学
院的生命线和特色是学院的生长线

“三线”协力推进，确保办学方向不
偏，培养的综合型应用人才受到国
家、社会和用人单位的青睐。
教学科研两手抓

学院倡导教学理论和实践操作
相结合，以教学带动科研，以科研促
进教学，成果用学生参加各类大赛来
检验，取得了明显效果。

学院会计电算化、物流管理、国
际金融等3个专业获得四川省教育厅
民办高校重点特色专业质量提升计

划项目建设立项；移动互联网应用技
术、电子商务、物联网应用技术等3个
专业获得四川省高等职业教育现代
学徒制试点项目建设立项；今年1月，
学院有3个专业获得四川希望教育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特色专业建设立项。

《商务数学及统计》课程获得省
级精品课程立项，《室内设计》课程获

得省级精品课程立项；今年1月，《小微
企业筹备及开业》课程获得四川省教
育厅高校首批省级创新创业教育示范
课程建设立项，同时，学院有18门课程
获26得四川希望教育集团精品课程建
设立项；校级精品课程立项39项。

学院近三年来有科研成果获奖34
项，获省部级科研立项53项，。教师出版

著作、教材106部；发表学术论文296篇。
服务社会有作为
6月29日，李忠明老师的《国家

“非遗”绵竹本版年画的工艺手法特
征研究》课题，立为四川省教育厅哲
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民间文化
研究中心科研课题。这是学院服务社
会和服务经济的又一体现。

各教学系部建立了专业建设委员
会，聘请企业专家、技术人员为成员，共
同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研究专
业建设中的重点事项，实现了专业与行
业岗位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
接，将学校的教学过程和企业的生产
过程紧密结合，先后与京东、联通和智
远教育等4家企业合作，制订现代学徒

制试点三年行动计划，成立“互联网+”
专业建设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校企合作
课程开发和教学改革指导小组，以企
业专家为主体建设了软件技术等专业
专家联络站，以专业带头人、青年骨干
教师为主体在合作企业建设了专业教
师工作站，创新“校中厂”、“厂中校”的
校内外实训基地共建机制，创新“双师”
素质教学团队共建机制，创新合作模式
共同推进学生就业工作。两年来，先后
共同开发了6门核心课程，其中4门课程
是使用校企合作开发的教材，10门课程
所使用的教材为校企合作选用的教材，
大部分教学资源实现上网。 刘长志

抢占培养应用型人才高地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强内涵提升办学质量纪实

广告

中学时代的六年，可以说是一个人人生历
程中成长最为快速的六年。这里有激动与喜
悦，也有悲伤与恐惧；有阳光与坦途，也有暗礁
与险壑。尤其是高中阶段，更是人生十分关键
的时期。这个阶段高中生的心理和生理都发生
着巨大的变化，容易出现各种心理困扰。

如何正确面对和解决这些困扰，成都商报
记者对话树德中学博瑞实验学校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国家高级职业生涯规划师李小凤，
给即将步入高中的孩子和家长们一些参考。

初升高过渡阶段
最易出现迷茫和情绪困扰

就李小凤老师接触的学生来看，初升高过
渡阶段，学生最常出现两方面的困扰：一是前
期迷茫，二是情绪困扰。“刚刚进入高中的学
生，都会比较迷茫。对于未来比如说学业、发
展，都还没有明确的规划和方向。”李老师介绍
到，由于高中学业与初中相比，不管是知识量
还是学业难度，都有很大的变化。因此许多学
生在面对学业、自身发展问题经常不知道前进
的方向，从而产生迷茫心理。

另外就是情绪困扰，李老师介绍，高中时
期，是学生走向成人的过渡期，意味着即将离
开父母的监护，摆脱对成人的依赖，成为独立
的个体。这个阶段的学生成人感非常强，但是
他本身所具有的能力，又不能支撑其开展很多
成人能做的活动，因此情绪情感上就会波动不

定，以致出现许多问题。

三大法宝
自我调节 解决心理困扰

如何解决这两大心理困扰，李老师有三大
建议。首先，需要正确认识迷茫以及高中阶段
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不管是学业还是未来的
发展，我们都会遇到困难，任何一个人都不可
能只有坦途没有沟壑。”当面对这些迷茫以及
困扰时，首先要考虑到的是自己应该怎么样去
面对，而不是选择逃避。

其次，针对迷茫问题，李老师建议学生先
确立自己的目标。“不管是学业目标也好，或者
是人生发展的方向也好。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明
确的职业生涯规划，这非常重要。”同时，李老
师建议，在初升高的衔接阶段，学生们可以利
用假期时间，做一些社会实践。“不管是搞慈善
也好，或者说自己计划一个旅行方案也好，都
对解决迷茫心理有较大的帮助。经过这样的一
段过程，学生对于自己以后的发展，可能会有
更加充分的一个认识。”

最后，李老师介绍，“高中生容易出现情绪
不稳、心理承受力低，难于应对挫折等问题。”
李老师建议，在这些心理情绪出现之后，学生
应该让自己有一套适合的，调节心情的方法。
李老师推荐，比较常用的、效果比较好方法的
有以下几种。第一，听音乐和运动。“我们非常
推荐娃娃去参加户外运动的，不论是散步也

好，或者参加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也好，这都
是调整心态非常好的方法。”其次是倾诉，“在
遇到问题但又找不到解决方法的时候，不管是
找心理老师倾诉，或者跟同学、朋友、家长、老
师聊天也好，都是非常好的调整方法。”最后，
如果自身情绪困扰比较严重，或者通过自我调
节解决不了问题，李老师建议以心理咨询的方
式来解决。

家庭环境和家长引导
对解决心理困扰十分重要

除了学生的自我调节之外，李老师强调，
家庭环境以及家长的引导，对解决学生的心理
困扰十分重要。

“有些学生，在面对自己心理方面的问题
时，会有逃避心理或者会感到不好意思，父母
如果在这方面疏忽不在意，则有可能酿成大
错”。对此，李老师建议，父母开明积极地看待。

“家长都很坦然了，娃娃自然就不会觉得不好
意思。”

但对于有的学生的确很介意、甚至根本不
承认自身心理困扰的，李老师建议，可以通过
其他的方式来解决，比如引导娃娃发现自己的
爱好。“曾经我有一个重度抑郁的学生，已经表
现出严重的自虐以及自杀倾向。后来发现他喜
欢画画，通过发展他的绘画爱好，他的情绪困
扰得到了解决和放松。”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方宇

7月3日，实外五龙山校区相关负责
人收到一封学生的来信，信件里详细讲述
了这位学生观看成都商报6月举行的中
学校长面对面直播后，被杨登文副校长的
访谈所感染，决定就读实外五龙山。

据了解，该学生中考发挥得不是很
理想，她表姐向其推荐了实外五龙山校
区。“最开始我是拒绝的，因为学校在新
都，而且是个新学校。”

正在纠结的时候，这位学生看到
了本报 6 月 18 日的中学校长面对面
直播节目，“实外五龙山校区副校长

杨登文的访谈，给我触动很深。言谈
间都是他对学生满满的爱和对美好
学校的构想。”

“我在父母的陪同下去学校实地看
了，学校老师告诉我，我这分数可以进
精英班。两个特级和其他骨干教师教30
个人，这个配置算是超级豪华阵容了。”
学生在信中写道。

升学季，成都商报愿和所有家长孩
子一起，发现并介绍更多优质学校，给
孩子提供准确、真实的升学信息。

成都商报记者 饶媛媛

5日上午，石室中学（北湖校区）、成都
七中（高新校区）、树德中学（光华校区）、树
德中学（外国语校区）、北京师范大学成都
实验中学以及成都市第十一中学校（女子
实验学校）小升初随机派位将如期举行。5
日下午4点，上述学校（校区）将公布新生
名单，报名学生和家长可前往学校查询。

同时，家长也可访问市招考办官方网
站（www.cdzk.org）点击小升初网络应用
服务平台，或直接登录小升初网络应用服

务平台（xsc.cdzk.net）查看；还可通过成都
市教育局官方微信号“成都教育发布”免
费查询。被录取的学生家长应及时与学
校联系，按学校规定时间办理报到手续。
被第三批次学校录取的学生不能参加下
一批次的划片或划片随机派位。

市招考办提醒学生和家长，有不法
分子宣称可以暗箱操作取得派位学位，
借机骗取钱财，家长可依法举报或报
案。 成都商报记者 张瑾

7月4日，“美国青年来华学习汉语项
目”（简称 NSLI-Y项目）在双流中学实
验学校举办了AFS国际交流项目发布会。

据了解，NSLI-Y项目中的28名美国
青年学生将到双流中学实验学校参加为
期6周的汉语课程学习。双流中学实验学
校外事办主任杨红介绍了未来6周的课程
安排：“学生在周一至周五学习汉语，上午3

个小时汉语学习，下午2个小时的中文操
练，除此之外还会有武术等体验课”。

而此次选择双流中学实验学校，杨
主任介绍，是因为学校的软硬件设施都
符合标准，所选的老师也都是从事汉语
教学两年以上中文老师，各方面考察通
过后，由四川省教育厅推荐，最终获得
此次资格。 成都商报记者 曾培华

“叮咚……”3日上午，一声响亮的地
震预警划破彭州市小鱼洞九年制学校校
园上空。接着，预警声很快转换为代表最
强地震波已到达学校的“呜呜”声。随着
警报响起，该校学生头顶书包和书本，在
老师的有序组织下，纷纷冲出教室和楼
道。不到1分钟的时间，全校600余名师
生全都撤离到了操场空旷地带。

这是小鱼洞九年制学校以一次“5.5
级地震”为背景开展的应急疏散大演
练。据介绍，每年放暑假前的最后一课
——安全教育课，一直是成都市多年来
开展安全教育的铁规，本次安全演练旨
在提高师生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和自救
自护能力，提升中小学生的安全素养。
按照教育部《中小学幼儿园应急疏散演
练指南》的要求，全市中小学校每月至
少开展一次应急疏散演练，幼儿园每季
度开展一次应急疏散演练。

小鱼洞九年制学校校长郭定钦介
绍，学校地处龙门山地震带，此次“地震”
演练是一次综合性的演练，演练内容包
括应急避险和救护展示。

成都市教育局要求，应急演练可
与学校升旗、课间操、集体活动等相结
合，在校生较多的城镇中小学、农村寄
宿制学校要适当增加应急疏散演练的
次数。应急疏散演练工作基础较好的学
校要加强随机性演练。在确保安全的基
础上，有住宿学生和晚自习学生的学校
要重点加强就餐时间、午休时间和夜间
应急疏散演练。使用校车的学校，还应
定期组织学生进行校车安全事故应急
处理演练。

成都商报记者 张瑾 摄影报道

复读一年，高考超一本线90分，比应届时涨
了170分。“逆袭”的故事背后是过五关斩六将的
决心，以及学校、老师、家长和考生自己的付出。

“真的很意外，尽管娃娃这一年来跟我们汇报学
习进展时，总是说自己每天都在进步，但我们真
的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结果！”说起今年的高
考，玉垒中学同学杨嘉瑜的母亲依然难掩心中
的欣喜，“物理、化学、英语和数学都有不同程度
的进步，相比去年简直就是质的飞跃！”

复读一年超一本90分
长胖20斤 学校伙食太好了

去年刚过本科线，今年超一本线90分，疯
狂涨分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
密？谈到这一大家都共同关心的话题，杨嘉瑜
非常坚定地说，去年的考试成绩，和家长包括
自己制定的目标差距太远了，“很早就听说玉
垒中学挺不错的，环境好，名师也比较多，所
以，当决定复读的时候，就想好了，就去玉垒中
学复读。”

如果说高三的压力空前，那么复读的压力
简直无法想象，不少同学都会因为压力有不同
程度的消瘦。但是，杨嘉瑜的画风不一样，长胖
了20斤！“也不能全怪我，还是要怪学校。学校
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太好了，一日三餐的营养也

是经过专业搭配，天天都有牛奶喝，教室里有
空调，寝室也有专业宿管。”

顶级名师引导复习
量身定制个性化辅导

“我们学校实行小班化教学，班上人数不
多，学习气氛好，教学气氛很民主，老师也都很
有实力。”说到在成都玉垒中学的复读生活，杨
嘉瑜分享了自己的经验。

“建议后面复读的同学一定要紧跟各科老
师规划的总体思路进行有序复习，切莫自以为
是、另起炉灶。”杨嘉瑜说，“毕竟这里的老师都

是精挑细选的顶级名师，经验丰富，引导复习
很讲套路也比较实用。”

杨嘉瑜的班主任——玉垒中学的隆老师
介绍，学校要求复读班教师必须针对不同学生
量身定制符合其实际情况的个性化复习方案，
不仅关注学法指导，也特别注重对每个学生的
心理疏导。可以说，杨嘉瑜正是学校复读生个
性化辅导的典型受益者。据统计，在今年的高
考中，就读望子成龙教育集团旗下成都玉垒中
学复读班的学生普遍实现大幅涨分，仅涨分
100分以上人数就占85%以上。

2017年复读行动再启动
高额奖学金助同学圆梦

据成都玉垒中学校长蒋杨斌介绍，即日起，
2017年复读圆梦行动再次展开。凡近两年上了
北大、清华录取线的学生，入读玉垒中学复读班
即奖励人民币15万元；2017年高考一本线上的
学生，入读该校复读班即奖励3~13万元。

同时，第二年高考上线并录取到北大、清
华的奖励人民币30万元；上线并录取到复旦、
浙大、人大、上海交大、中科大、南京大学、香港
中文大学的同学奖励人民币10万元。此外，一
本线以上的复读生免全部学费、住宿费、资料
费、生活费。 成都商报记者 樊英

看了商报“校长直播访谈”她决定就读实外五龙山精英班

28名美国学生来学习中国文化

中心城区小升初四七九随机派位5日举行
下午4点可查结果

600余名师生1分钟撤离
市教育局：中小学每月应至少开展一次应急疏散演练

复读一年涨了170分，刻苦自律是前提

逐梦：

经验：

喜悦：

彭州小鱼洞九年制学校举行应急疏
散大演练

玉垒中学同学杨嘉瑜复读一年涨了17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