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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瑾）10 日，
成都中心城区中考完成了第一批录
取，包括：高层次人才子女；空军航空
班；宏志生、希望班、志远班；指标到校
生；民办学校校内直升生、外语实验项
目班、中职学校直升生；艺体特长生、
校园足球班；中职学校提前录取学生、
民办学校提前录取学生；外地生班；艺
体特长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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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个校
区郊县班；创新基地班、科创实验班；
子弟校内招；民航基地班、国防基地
班；师大附中招收锦江区对口保送生。
按规定，被前面类别录取的考生不再
参加以后类别、批次的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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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个校区郊县
班的录取，按先统招后调剂的顺序，依
据考生的成绩、志愿投档录取，按招生
计划 1：1 投档，若调档最低分有相同
分数学生而超出调档比例的，按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等级从高到低排列，若
等级相同，则按学生语文、数学、英语
三科升学分之和从高到低排列。各校
区郊县班面向简阳市（总分750分）招
生的统招分数线为：石室中学（北湖校
区）（651.2）、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674.6）、树 德 中 学（光 华 校 区）
（659.5）、树 德 中 学（外 国 语 校 区）
（647.5）。面向其余郊区（市）县招生
（总分 700 分）的统招、调剂录取分数
线为：石室中学（北湖校区）（603，618，
前统招，后调剂，下同）、成都七中（高
新校区）（603，613）、树德中学（光华校
区）（610，612）、树德中学（外国语校
区）（597，610）。

11 日，记者从成都列五中学获
悉，7 月 2 日至 8 日，该校初中男子足
球队代表成都市青少年足球队，赴芬
兰罗瓦涅米市，参加“圣诞老人杯国际
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最终获得本次邀
请赛U14组亚军。

据悉，此次访问是继2015年成都
市与罗瓦涅米市共同签署建立友好合
作关系备忘录后，两市教育文化交流
的又一项重要活动，也是成华区深化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点区”建
设的一项重要举措。

成都商报记者 赵雨欣

7月8日下午，由成都市精神文
明建设办公室主办，成都商报社承
办，以“少年先锋·假期欢乐行”为主
题的“暑期社会实践大课堂”在永陵
博物馆正式拉开帷幕。55 组家庭在
永陵博物馆金牌讲解员吴雪和北师
大附中成都实验中学语文教研组组
长费安文老师的带领下，大家一起

“穿越”到了五代十国的成都。
■永陵博物馆开启暑期历史文化社
会实践主题课堂

《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
生活之美》，费安文老师以一首《菩
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开启了暑期
社会实践课堂的历史文化之旅。

为了让诗歌鉴赏课上起来更
加有趣，费安文老师可谓花了不少
心思。从诗词中延伸出各种历史小
典故，带领全体同学吟诵诗歌，甚至
根据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所改变的流行歌都在课堂上齐
唱了几句。

诗词文化体验课过后，由永陵
的金牌讲解员吴雪接棒。永陵博物

馆综合馆一楼“前后蜀历史文化陈
列”展厅，向孩子们呈现出了千年之
前成都的社会历史生活景象，多媒
体动画视频展现的永陵地宫建造过
程、永陵发现和发掘过程。
■想了解动画片制作的来龙去脉？
这周末我们等你来

为了让成都的学生们能度过一
个有意义的暑假，让孩子们在玩中

学会知识，在玩中了解社会，由成都
市精神文明办公室主办，成都商报
社承办的“少年先锋。假期欢乐行暑
假社会实践大课堂”从《成都市未成
年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
基地版图（第一辑和第二辑）》中精
心组织八场主题课程免费为成都的
小朋友们开放。

第二场活动，我们将带大家走

进成都大学数字动漫体验中心来
一场科技创新之旅。想知道动画
片制作原理吗？想知道动画片制
作流程吗？想和你心目中的银河
护卫队、超能陆战队来个“偶遇”
吗？下一周，35 个免费参观名额在
成都儿童团微信公众号（cdett1）等
你来抢。在儿童团微信公众号首
页底部消息对
话 框 输 入“ 暑
期实践”填写表
格，你就能成为
今年暑假的少
年先锋。
成都商报记者

王勤

这个片子是怎么来的呢？今年
春节后开学，城堡班有小朋友提
出，可不可以拍一部自己的电影。
老师对小朋友的这个想法并没有
马上否定，而是开始评估拍电影这
件事是否有意义。“我们的理念，是
让孩子像孩子一样生活，让孩子在
有价值的活动中获得有意义的发
展。”金苹果新蒙特梭利幼稚园副
园长向晓燕说，小孩子不会像大人
一样评估过程和后果，“但我们可
以评估，我们琢磨了一下，拍电影
这件事，有合作，有分工，有表现，
有探究，有妥协，还有道具的制作
和配音，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
得到足够的锻炼。”于是，拍电影这
个学习项目，就这样诞生了。

所有分工全部民主产生，孩子
们自主报名，担任各自愿意的角色和
分工。其中，主角的竞争异常激烈。最
后，这部电影还像模像样地进行了
选角会，每个候选人还进行了试镜。

评审阵容方面，则包括一位从
事电影行业的家长，一名其他班的
小朋友，幼儿园园长以及舞蹈老
师，设定了山羊、走失的孩子等角
色，从声、台、形、表等几方面对候
选人进行考核，最终选定了3名主
角。其余的分工，则是小朋友们自

主决定，每个人都身兼数职。孩子
们每天入园之后，分小组拍摄。所
有演出脚本，孩子们全部画成了图
画，按照图画进行拍摄。拍摄完成
后，到幼儿园的电脑上看回放，有
些一条就过，有些需要重新拍摄。

就这样，经过 4 个月的拍摄，
最后由老师帮忙剪成了12分钟的
电影。此外，在幼儿园的理念中，家
长一直是培养孩子的伙伴。得知孩
子们的电影拍摄完成后，有家长提
出，不要在幼儿园简单地进行放
映，于是家长自己联系了电影院，
在非常正式的场合分享孩子们的
成果，作为毕业纪念。于是就有了
10号的首映。为了更有仪式感，家
长还和幼儿园一起，对现场进行了
布置，隆重地进行了首映红地毯环
节，放映完毕后主创还进行了拍摄
分享，做足了正规电影的每个环
节。导演之一的唐继煊在主创访谈
环节说“还想拍第二部电影”。对
此，向晓燕副园长为孩子们点出大
大的赞：“这就是幼儿园要做的事
情，尊重、保护并激发孩子们的兴
趣和探究能力，谁说这（些孩子）里
面不会产生大导演呢？”

成都商报记者 樊英
（图由幼儿园提供）

电影《神奇的宝藏在哪里》首映礼在紫荆电影城举行

主创到幕后 是群6岁娃娃
华语电影暑期最强档！好莱坞

经典商业大片模式！历时120天，调
用29名演职人员，零成本大制作
……7月10日下午，紫荆电影城星
光熠熠，红地毯上闪闪发光，电影
《神奇的宝藏在哪里》首映礼兼主创
见面会在该影城举行。

看到这个阵容，不少路过市民
还以为是什么大导演的新片发布，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从立项到剧
本创作，从道具制作到拍摄，从主创
到幕后，这部“大片”全部是由金苹
果新蒙特梭利幼稚园城堡班的29
名小朋友独立完成，可谓史上最年
轻电影阵容——平均6岁！

时间来到了21世纪，3个本片的
主角爱丽丝、派特、巴斯来到金苹果
城堡，要突破重重障碍，找到“小学之
门”。而要进入“小学之门”，必须要集

齐 5 枚宝石。每一枚宝石，都必须闯
过一关才能得到。他们首先来到的是
友谊村，通过关爱跌倒在地的小朋
友，获得了友谊宝石。就这样，通过运

动闯关、谈梦想、快问快答等模式，获
得了勇敢宝石、善良宝石、梦想宝石、
智慧宝石。最后，集齐5枚宝石的3个
主角，终于打开了“小学之门”。

整个影片时长大约 12 分钟，花
絮却超过了 30 分钟。整个花絮观影
过程，家长们可谓笑到捧腹，“笑果”
不亚于喜剧大片。

影片一开场，3个主角以旋转的
方式出场，可谓狂拽酷炫。如何完成
旋转镜头的呢？花絮里揭开秘密，原
来，主角们全部站在做泥塑的拉坯机

的转筒上，有小朋友在手动转动转
筒，进而达到主角在旋转的效果。

正片里的 21 世纪金苹果城堡，
城堡大门全部都是自动打开的，看起
来气派威武。结果，花絮里一看，原来
是躲在门背后的小朋友正努力地在
将门拉开。

正片里，影片最后集齐的5枚宝

石在空中忽上忽下，很有大片效果。花
絮里的真相是，孩子们用钓鱼线系住
5枚宝石，被小朋友们每人用一根棍
子吊着，上上下下地抖动。其中更有孩
子们“笑果”十足的川普出现在花絮
里，例如，主演说“我们切（去）哪儿”，
导演批评摄像拍摄时“你不要tou（抖）
嘛”……彻底笑翻观众席中的家长。

成都足球少年
踢出国际范

成都中考四七九
郊县班分数线出炉

带你穿越回到五代十国的成都

少年先锋·假期欢乐行
暑期社会实践大课堂正式开课

寻找真善美，沿用好莱坞经典闯关模式

家长笑到捧腹 花絮比正片还精彩点赞

幕后

从一无所知到想拍下一部

三年磨一剑 打造新“锦程”
——揭秘石室锦城外国语学校打造武侯精品初中的蝶变之路

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进
一步重视，普职平分秋色，主城
区重高、普高门槛逐年加高，但
家长的观念仍待转变，希望学生
上普高、重点高中的愿望依旧强
烈。石室锦城作为全摇号生源学
校，通过平常教学活动的精耕细
作，教学质量快速、明显提升，在
武侯区教学质量检测中多次名
列公办中学前茅，今年中考取得
了优异的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中考，
学校有17名艺体考生，艺体、文化
双上线，以足球、篮球、美术、器乐、
击剑等特长被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石室文庙、石室北湖、石室天府等
知名省重点高中录取。

被省重点高中录取的这些艺
体特长生，他们所主修的足球、篮
球、美术、器乐、击剑等项目一直被
纳入学校的综合实践校本课程，学
生从初一到初三都能得到外聘教
练持续专业的训练，学校的校园男
子足球队还曾代表成都市赴芬兰
罗瓦涅米参加青少年国际足球邀
请赛。学生发展全面了，在中考时
就能有更广泛的选择。

“享受义务教育是国家强制

力保障适龄儿童接受教育的一项
权利，向社会推送合格人才，保证
较高的合格率是政府的办学目标，
更是学校的社会责任。学校在注重
培养优生的同时，对于中下层学
生，包括特殊儿童，悉心指导、因材
施教，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属于自
己的那份成功和自信。”谈到石室
锦城这三年来取得的成绩，李胜校
长一直坚持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
结果，对自己的付出绝口不提，但
当我问起对石室锦城明天的设想
时，他一改先前的低调，突然变得
很振奋，激情满怀：

“未来是不可预见的，但我坚
信，在武侯区教育局的带领下，在
石室中学教育集团的大力支持下，
有了我们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有
了社会及家长的殷切期望，我们石
室锦城的明天一定会有一个崭新
的锦绣前程”。

夏日，校园里静默的那棵老黄
桷树，一如她经历八十三年风风雨
雨的淡定与从容，静静地在轮回中
生长，在岁月里沉淀，郁郁葱葱，亭
亭如盖，她以这种静默演绎着一段
用生命拥抱生命的历史，演绎了一
所学校的蝶变与新生！

作为一所老牌的外国语学校，
同时又是“成都市教育国际化窗口
示范校建设立项单位”，石室锦城
的国际化教育以及交流合作已经
成为学校的一种传统，并且每年都
会随着时代主题的改变而呈现出
不同的特色。

三年来，学校一共接待了省内
外骨干教师研修班、国培计划代表
团等20批次近1000人的到校参观
交流和跟岗研修。

作为“成都市教育国际化窗
口示范校”，学校连续两年承办了

“中英校际连线”，已先后有美国
顶级私立高中校长访问团、中英
校际连线友好学校、英国剑桥国
际高中校长访问团的学校师生来
访交流。同时，学校刘瑶老师被国
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录取为

“2015 年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
项目——中学英语教师出国研修
项目”资助赴英短期访问学者，走
进英国雷丁大学互访交流。2017
年 7 月 13 号，学校将派出部分师
生代表开展为期 28 天的美国研
学旅行。

在课程建设和课堂教学改革
上，学校有这样一种目标追求：以实
施真教育为导向，坚持多元化、多维
度、多渠道培育学生核心素养，强调
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据悉，在 2013 年底石室中学教
育集团领办后，学校持续深入推进课
堂教学改革，编写“三主四步”校本教
材，此教材涵盖中考所有学科及部分
会考学科。此项课改成果在武侯区教
育教学成果展评中荣获一等奖。

学校重视弘扬传统文化，注重对
学生国学经典的培养。在七年级开设
了国学经典课，结合国学经典内容，
教导学生写经典（书法）、诵经典、画
经典，多次承担市区国学经典系列活
动，并在市区级比赛中多次获奖。

此外，学校还积极开发校本课程，
定期开展综合实践课，实现课程多元化
发展。综合实践活动课开设的项目有：
学生社团、国学经典、科技制作、园艺栽
培、信息科技、机器人闯关、水粉素描、合

唱声乐、游泳、足球、乒乓球、针织手工
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校作为全市
唯一一所公办走读式外国语学校，结合
学校特有的外语优势，在综合实践课还
特别开设了小语种学习项目，已开设的
有俄语、西班牙语、日语，随后还将开设
法语、德语等小语种。在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积极致力于对学生基础教育的打
造，和多元发展的培养，并把“培育新
时代的合格人才，为学生的生命成长
奠基”作为学校的育人目标。

在义务教育阶段，衡量一所学
校的办学成果，德育工作和校园文
化建设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

三年以来，石室锦城一直把培养
文雅学生、成就儒雅老师、建设高雅
校园的“三雅教育”理念作为德育工
作的宗旨，坚持以雅文化为依托，以

“立德正气、以德树人”为基本内涵，
培养学生在品德和言行上的向善，为
善，并把“德行至善”作为办学理念的
一个重要部分。学校坚持以培养“内
诚于心、外信于行”的新时代中学生
为己任，崇尚实干，注重实效。与此同
时，近年来，学校还不断追求德育工
作的出新、创新，创新德育理念、创新
活动形式、创新管理模式已经成为学

校德育工作的新亮点。
石室锦城以养成教育为切入点，

根据不同年级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
来制定年级德育工作的新内容和新
目标。七年级目标为“了解自己，关注
集体，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学会规
划”，八年级目标为“优化学生心理品
质，处理好师生之间、伙伴之间、同学
之间关系，促进青春期心理健康，增
强道德感、责任感，迈好青春第一
步”，九年级目标为“正确对待成功与
挫折，克服学习浮躁焦虑、考试紧张
恐惧等心理，以增强自信心和意志力
为目标，迈好实现理想的第一步”。

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隐性教育”
的课堂，为了达成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

响。学校合理利用校园的设施设备，积
极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让学生接受有
益于身心健康的环境熏陶。石室锦城和
石室中学教育集团的校园风貌如出一
辙，青砖绿瓦、古树飞檐、汉风古韵。校
园漫步，随处可见文翁古训、石室校志、
锦城历史、名家诗词、伟人警句，开放式
书吧位于校园一隅，随时静候锦城学
子在闲暇时光书海遨游。

除了校园文化，班级文化建设
也生动丰富、异彩纷呈。每个班级有
各不相同却都能激励上进的班风班
训、励志名言，置身教室，不由得不
催人奋进。班主任带领自己的孩子
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展示他们积极进
取的风貌和拼搏奋斗的雄心。

今年6月，成都石室锦城外国
语学校收到一封2017年高中毕业
生的来信，她叫陈一诺，毕业于石室
文庙，今年高考，以高分位列成都市
文科第九名。这位三年前毕业于石
室锦城的学生，在取得优异的成绩、
圆梦理想大学之后，感怀三年难忘
的初中生活。她在信中写道：“感谢
母校为我提供了腾飞的平台，更感
谢当年所有不辞辛劳、爱岗敬业的
老师对我不遗余力地教导与帮助。
没有他们，我的梦想难圆！”深情的
表白尽显这位昔日学子对石室锦城
的感恩和留念。

在记忆中，陈一诺在石室锦城
的三年学习生活，美好而充实，艰辛
并快乐。在她离开学校的这三年里，
学校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2013年
底，石室锦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
展机遇--石室中学教育集团与武
侯区教育局签订领办协议，成都石
室锦城外国语学校正式成为集团内
的一所紧密领办型学校（简称石室
锦城）。三年磨一剑，让我们看看在
武侯区教育局全力打造下，在石室
中学教育集团紧密领办下，在全校
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石室锦城是否
换上新颜，完成了业内以及社会共
同期望的目标--打造武侯区一所
精品初中？

培养多元化 打造优生

重视国际化 突出特色

实施真教育 行知至美

推崇雅文化 德行至善

七年级学生走进石室参观

石室锦城青年教师新苗杯赛课
广告

石室锦城足球队访问芬兰罗瓦涅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