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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筹建“一带一
路”高校教育联盟、教育协同创新研究中
心，设立“一带一路”留学生奖学金，遴选
和确定第三批40所国际化窗口学校建
设。积极引进海外知名大学来蓉办学，推
进蒙彼利埃幼儿园、蒙彼利埃中学建设，
在成都大学设立中国·东盟艺术学院。

对 外 开 放

花旗银行行长、巴克莱银行总
裁助理、上投摩根旗下公司副总裁、
凯星幼儿园联合创始人……无数在
成都乃至全国都响当当的名号背
后，是一个共同的名字：成都七中国
际部校友。成都七中国际部自1999
年建校以来，已经有3000余名成功
学子从这里走向世界。

2017年七中国际部在美国提前批
录取阶段表现优异，莱斯大学、罗德岛
设计学院、科尔比学院……60余份世
界名校录取，375万奖学金，这才仅仅
是12月一个月的收获。是怎样的团队
铸造了今日的辉煌？又是哪些因素使
成都七中国际部的成功变成了必然？

谈到今年的录取，七中国际部升
学团队的负责人杨老师说：“2017年
提前批次申请大捷来自于环境和个
人两方面的结合。现在海外大申请难
度越来越大，GPA、文书、标化考试、
课外活动……每一项都需要学生在
高中三年持续为之努力。作为学校，
我们能提供的，是一个包容而不失针
对性的大环境，而在这一环境下，每
一份录取也是学生与学校、家长三方
面共同的汗水所凝聚出来的。

今年被塔夫茨大学国际关系专
业录取的Susie，可以算作七中国际
部2017届毕业生的典型代表。杨老
师介绍道，“Susie能够获得顶尖大学
的录取，相信是她身上勤奋、努力的
精神打动了学校。最近几年，美式辩
论成为课外活动热门项目，但不少
学生都是浅尝辄止，而她却花两年
时间深入钻研，成为学校美式辩论
社团的中坚力量，带领大家获得中
国高中生美式辩论赛全国赛第二
名。平时的学习中，对升学导师每月
一次的谈话，Susie都能一点一点按
照要求执行和完成。”

申请不是老师一个人或者学生
一个人的事情，学生是主体，老师是
引路人，家长是好伙伴，三方合力达
到的效果最好。七中国际部一直在为
这样的目标而努力，而最终呈现出来
的优异录取，其实也只是这种努力之
下的顺理成章而已。

申芳芳2012年从学校毕业，从英国回
国创建蜜瓷美学之后，她将自己的礼仪美
学课程带回了母校，为高三学子开设了系
统的礼仪课程。谈起母校她说：“对于我而
言，这里不光是一个学校，更是一个在背
后一直支持我的伙伴，一个温暖的家。”

“见证学子从学校走向世界，是最
值得骄傲的事情。”沈建老师作为七中
国际部校友会的负责人，15年来见证了
无数校友的发展与成长。“我们希望通
过母校搭建一个校友之间的交流平台，
促进跨界合作，同时也能给我们的在读
生们创造更好的就读体验。”

校友网络作为一所学校的“软”实
力之一，可以发挥极为重大的作用。沈

老师说：“我们校友如今遍布海外，不少
毕业生正处于三四十岁事业有为的年
纪。对于他们而言，拥有相似的求学经
历、家庭背景、年龄阅历的校友们，也是
最佳的事业合伙人。我们经常开玩笑
说，我们的校友有办幼儿园的，有在银
行工作的，有在医院工作的，有在公务
员系统工作的，这其实就是一个精英的
社会圈层了。对于还在读的学弟学妹们
而言，无论是就业指导还是企业实习，
往届校友们作为过来人都可以提供非
常实用的建议和指导，可以让他们少走
很多弯路。一批批优秀的毕业生让我们
的校友网络日益丰富，他们也将成为七
中国际部取之不尽的财富。”

对于国际教育而言，一支熟知形
势、通晓变化的团队格外重要。在七中
国际部赵茸主任看来，她的团队是一支
真正“懂教育”的精英团队。“在七中国
际部，我们以成都七中的同等要求去招
聘每一位教师。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文
凭、三年以上教学经验、TESOL/CEL-
TA/DELTA证书……

对于一所学校而言，稳定的师资队
伍是保障教学质量的基本要求。15名全
职外教，60名全职中教，平均教龄超过8
年，七中国际部的“教师天团”以稳定、
创新著称。如果一所学校每隔两三年就

要换一批教师，那它的教学目标肯定是
无法得以贯彻的。我们的教师大多都已
经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了5年以上，其
中不乏Victoria、Adam、Dan这样坚守十
年以上的外籍教师。“他们对七中国际
部的课程足够了解，对学生也足够熟
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课堂是最符合
学生真实需求的。”赵主任介绍，除了

“老教师”之外，国际部的教师团队近些
年来也源源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有经
验丰富的老教师和充满干劲的新教师
一起工作，碰撞出来的火花常常是新时
代国际教育所真正需要的。”

成都七中国际部的18年办学历史，其
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一幅反映成都
地区留学市场18年沉浮的画卷。课程研
发中心主任张敏回忆道，七中国际部从
第一天开始就是想着做教育，而不是单
单地做培训。1999年七中国际部开始办
学时，大多数家庭留学还是委托中介申
请的老办法，而七中国际部已经看到了
单纯地送孩子出去并不能解决好中国学
生在学术能力上的不足，所以我们把在
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已经有了成熟运营经
验的IFY国际预科课程引入了成都七中。

2010年七中国际部开始了自己的课
程研发。张敏和她的同事们发现，中国的
基础教育非常有优势，而西方国家在创
新性、批判思维等领域也有自己的独到
之处。以往的国际课程是生硬地将两者
割裂开来，一个阶段学中国的，一个阶段

学西方的。为什么不能把这两者的优势
进行结合呢？而这也促使七中国际部开
始了探索如何将中国和美国的高中课程
进行学分互认。现在七中国际部的课程
既保留了中国课程的深度，也引入了西
方课程的广度，学生在毕业后还可以获
得中美双文凭，进一步提高了留学申请
时的竞争力。

2014年七中国际部又开始了融合
式课程的改革，将课改进一步深化。“中
外教联合备课、同堂授课，这在全国来
说至今都是领先的，而我们在三年前就
已经全面推行了。在这一次，我们又走
在了时代的前列。”张敏说七中国际部
的改革步伐从未停止，近两年又开始全
面推行导师制，从学生的心理、就业等
多层面进行一对一的指导，这又符合了
新时代“规划为王”的教育理念。

谈理念
我们永远要走在时代前面

成都七中国际部2018校园开放日
时间：2018年1月14日上午9点
地点：成都市盛安街666号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预约电话：66879779/66879781

■亮点：
听权威专家解读融合式教育的未来趋势
校友代表分享七中国际高中真实就读感受
西南地区最强中外师资团队集体亮相

谈团队
一群懂教育的人做教育

谈校友
一朝校友情 天涯永相伴

谈成绩
环境与个人的完美结合

实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筹建“一带一路”高校教育联盟、
教育协同创新研究中心，设立“一带一路”留学生奖学金，遴
选和确定第三批40所国际化窗口学校建设。积极引进海外
知名大学来蓉办学，推进蒙彼利埃幼儿园、蒙彼利埃中学建
设，在成都大学设立中国·东盟艺术学院。高质量举办中美
青年创客大赛、全球创新创业名校高峰对话、都江堰国际论
坛、亚洲教育论坛等重大活动，深化与青海、西安、苏州以及
省内12个市州的教育交流合作。

教育对外开放不断扩大。

服务群众能力大幅增强。

投入3.36亿元实施义务教育免费、中职教育学费减免和帮
困助学等教育助学工程，受助学生累计达43.74万人。投入
8200万元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惠及学生
20.5万名。切实保障37.5万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
务教育，切实解决留守儿童受教育问题，实施特殊教育提升
计划。深化对口帮扶甘孜州教育发展，结对帮扶凉山州昭觉
县发展学前教育，开展对简阳市永宁乡团岭村、金堂县赵家
镇三烈社区的“定点帮扶”工作，指导支持简阳市接受省政
府义务教育均衡检查验收工作。

随着近年来成都对外交流合作的
不断深化，教育对外开放在教育现代
化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017年，成都市教育国际化实现
度显著增长。全市教育国际化实现度
均 值 为 76.45% ，比 上 一 年 度 增 长
4.77%。立项建设120所教育国际化窗
口学校。应届高中毕业生被国（境）外
高等院校录取1780人，比2016年增长
14%。2017年共组织1827名校长教师
赴境外研训，教师学生交流互访达
11609人次。截至目前，与境外学校建
立友好学校463对。

国际理解教育体系也更加完善。
全市145所中小学开发国际理解教育
校本教材，青羊区等7个区（市）为市
级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实验基地，七中
育才学校等40所中小学为市级国际
理解教育课程实验学校，全市中小学
国际理解教育开出率达95%以上。

12月，由成都市教育局主办的
“Learning by Doing——国际理解教
育的青羊模式探索暨熊猫课程发布
会”在成都举行，由青羊区教育局组
织区域内相关学校历时近两年共同

打造的“熊猫课程”于会上正式发布。
涵盖了“地域文化”“历史文化”“建筑
文化”“非遗文化”“民俗文化”“川剧
文化”“诗歌文化”“教育文化”“棋艺
文化”九大课程体系，不仅培养了学
生的文化自信和爱国主义情操，在国
际交流互动中，也形成民族平等意识
和民族团结合作精神。

在搭建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和打造“留学成都”教育品牌方面，成
都市教育局助力西部对外交往中心
建设，举办了都江堰国际论坛、全球
创新创业名校高峰论坛、中美青年创
客大赛、亚洲教育论坛和中俄“长江-
伏尔加河”高校联盟智库论坛等一系
列高端论坛。积极推进“校园足球”交
流，组织代表团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
利斯省参加省运动会，邀请布宜诺斯
艾利斯省来蓉开展足球交流。设立成
都市“一带一路”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成都市东盟艺术奖学金，建设成都大
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

据了解，目前共有773人次获得友
城奖学金1338.85万元，192人次获得成
都市-川大专项奖学金201.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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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远郊区县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基本实现“全覆盖”

从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成都开
始实施覆盖邛崃、大邑、都江堰、彭
州、崇州、金堂、蒲江、新津8个县（市）
的“营养改善计划”。

2017年，中央、省、市、县共投入膳
食补助资金1.6亿元，继续在成都市的
8个远郊县（市）实施营养餐改善计划，
截至目前，共有326所学校20.5万名学
生受惠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全市远郊区县农村义务教育学
生营养改善基本实现“全覆盖”。

此外，在民生改善方面，今年成
都出台《成都市中小学校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实施方案》，中小学校生活垃
圾分类教育覆盖率100%，师生垃圾分
类知识知晓率100%，并且将分步实施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2017年开始，全
市30%的学校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试点，通过三年时间，覆盖全市中小
学校。垃圾分类教育将与学校健康教
育、德育工作、环保教育相结合，让广
大师生了解和掌握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的方法，提倡校园垃圾减量，促进
学生良好行为规范的养成。生活垃圾

分类的相关知识还将分别纳入校长
任职培训、环保师资培训、卫生人员
岗位培训，以课程实施能力和指导能
力为重点，培养一批骨干力量，组建
专业师资团队。

今年成都还出台《2017年全市
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明确要求中心城区学校食堂今年须
全部实现“明厨亮灶”，其余区（市）
县60%的学校实现“明厨亮灶”。据
了解，今年全市公办中小学校（含幼
儿园）、60%以上的民办学校将纳入
食品流通溯源电商平台。此工作方
案旨在助力成都市创建国际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强化学校食堂日常监
督管理力度，对学校食堂监督覆盖
率达100%，对违法违规行为查处率
达100%。按规定，各学校还将建立和
完善食堂民主管理机制，通过设立

“伙食监管委员会”、“食堂开放日”
等，畅通与师生、家长的联系沟通渠
道，及时了解和解决食堂管理中存
在的各种问题。

成都商报记者 杨翼 张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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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七中国际部
3000优秀海归的成功
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农村义务教育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惠及学生惠及学生2020..55万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