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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差生，只有差异
多样化课程助力学生自我发展

成都八中诞生在中华民族奋起抗
日的烽火年代，“发展自我报国为民”
是成立之初时的办学思想，以期待八
中学子学成之后为国效力。如今75年
过去，这所老牌名校虽历经时代变迁，
但办学初心始终如一，随着时间改变
的是学校容颜以及不断丰富的内涵。

“只有具有与时俱进的教育思
想，才能更好的顺应时代发展，培养
健康合格的学生”，徐光杰校长谈到，
新的历史时期，时代赋予了教育者从
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大国
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使命。

与众多学校不同的是，学校所推
崇的自助的发展型课程，为学生“自
我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课程设置上，
成都八中围绕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核
心素养，推进国家课程校本化、校本
课程特色化以及特色课程精品化。

整个发展课程体系分为必修课
程、选修课程、活动课程三大体系，其
中，国家基础教育课程作为必修课
程，同时延伸出涵盖综合实践课程、
文明礼仪课程、技能课程的活动课程
以及知识拓展课程、兴趣特长课程、
国际理解课程等选修课程，坚持从出
发点、着力点、关键点、生长点四点出
发，着力推进国家课程校本化。

“我们坚持‘只有差异，没有差

生’的观点，以差异为据强化个性化
辅导，助力学生实现自我发展”，徐光
杰校长表示，学校课程从开设课程到
选课均坚持“自助”原则，例如，针对
高三学生，每天下午会增加一节辅导
课，教师根据学生测试数据平台和作
业情况，从学生发展层级、知识盲点、
弱点、易错点等方面切入，为学生量
身定制辅导方案；同时，借助数据大
平台，建设了“课程超市”，学生依据
自身情况选课学习，以实现个性化差
异化的发展。

有了课程的支撑，如何保障课程
的有效推进？为此，学校从时间、师资、
设施三方面着手，强化课程的推进，使
之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如每周两节课
为选修课时间，最大可能地满足了学
生的学习时长。在师资安排上，学校
60%高中专任教师承担了选修课教学
任务，部分课程采用外聘教师的方式，
为多样化选修课提供了保障；同时，校
方对功能室和教室统筹安排，确保选
修课教学场地，并通过多方措施，为学
生“自我发展”提供了全方位保障。

据统计，近三年来，学校开设近
100门体现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健康
生活、实践创新等核心素养并涵盖所
有学科的跨班级校本选修课程，如

《经典议论文阅读与写作》《哲学智慧
与人生》《素描线描版画》等，并编制
了15套多类别、多种类的校本教材，
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学生合理的选择，

增强了学生的学习获得感，促进学生
多元化发展，形成了“处处有艺术、班
班有特点、人人有特长、个个修养好”
的良好局面。

多彩艺体教育
改变学生人生轨迹

2015年，成都八中男生合唱团受
邀参加第六届世界和平合唱节，放声
维也纳音乐厅，并斩获“第六届世界
和平合唱和平奖”；2017年，在世界顶
级艺术殿堂悉尼歌剧院内，作为唯一
使用无伴奏合唱团体，八中男生合唱
团深情演绎《等你到天明》《羌音羌
情》得到了世界各国嘉宾的赞誉。

在国际舞台放声，斩获国内多项
赛事大奖，众多的光环围绕着男生合
唱团。在徐光杰校长看来，众多殊荣
仅仅体现了学校深度推行“艺体教
育”的冰山一角，“作为一所高完中，
学校同样面临升学压力，但艺体教育
是提升学生生命质量的一个重大工
程，对学生有着一生的影响”。

学生小超（化名），出生贫寒并患有
先天性脊柱弯曲疾病。刚入校时，成绩
平平的他，性格较为封闭也不善与人
相处。小超的一举一动班主任看在眼
里，如何打开他的心结，帮助其建立自
信心成为班主任的一道难题。考虑到
小超的实际情况，班主任最终将他推
荐进了男生合唱团，课余时间，学校安

排他与合唱团的其他成员一同进行系
统化、专业化的训练，“合唱讲究分工，
更讲究团队合作，他在合唱团的日子，
慢慢学会了与人交流与合作，并通过参
加赛事建立起了信心”。

时间一晃而过，再度来到母校的
小超，与刚进校时情况相比，阳光、自
信是他留给徐光杰校长最深的印象，

“他考入了国内一所知名大学，如今
虽离开学校，但娃娃很感恩，经常会
回到学校探望老师”。

无独有偶，2015级学生小奇以艺体
生身份考入成都八中，单亲家庭的因
缘，孩子性格存在些许缺陷，“易动怒”

“难相处”这是她初入学校时，留给老师
的第一印象，在老师的推荐下，小奇进
入排球队训练并随队拿下不少赛事大
奖，自信心得到了提升，现在的她，成了
班级的体育明星，时常还会担任“小老
师”给同学们讲解科学运动知识。

两个学生，不同的故事，因艺体
教育而改变，“没有学生主动参与的
活动是不完整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
学生社团建设才是活动开展的源
泉”，徐光杰校长表示，艺体教育是实
施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更是提升办
学品味、增强办学特色、培育校园文
化、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内容。

正因学校的重视，艺体教育在成
都八中不仅没有被单一化、边缘化、
荒漠化，反而呈现“逆势”生长。截至
目前，学校开设了合唱、音乐鉴赏、音
乐与舞蹈、竖笛、击剑、跆拳道等多项
艺体活动课程，同时，成立了男生合

唱团、“铁榔头”女子排球社团、缤纷
版画等多个社团。

创新“六自”育人体系
为高品质特色学校奠定基础

事实上，“自助的发展型课程”仅
仅是学校大胆创新构建的“六自”育人
体系中的其中一项，整个体系还包括

“自强发展型德育”“自主发展型课堂”
“自律的发展型管理”“自新的发展型
队伍”以及“自省的发展型评价”等。

其中，“自强发展型德育”围绕培
养学生自知、自尊、自信、自立等健全
人格，以“对己讲礼仪”“对人讲诚信”

“对事讲责任”“在校讲勤奋”“在家讲
孝顺”“在社会讲公德”的“六讲教育”
作为自强德育的核心内容，通过学科
渗透、系列班会活动、系列节日活动、
系列社会实践活动等系列主题活动
构建多元载体，营造自强德育文化；
并通过“纵向”落实学校、年级、班级
三级德育职责，“横向”拓展学科教
师、学生自治组织、家庭、社区等方面
完善网络体系，拓宽自强德育时空。

学校以培养“身心健康、家国情
怀、勤勉睿智、自立自强”的新时代人
才为己任，围绕办学思想，在传承历史
的同时，以创新“自强”德育为抓手，坚
持走“以德立身，以艺成人”特色发展
之路，实际上这也与十九大报告中提
到的教育应“立德树人”高度契合。

“六自”育人体系除了囊括学生
的发展外，要求教师队伍需以精湛为
追求，以“自主性、发展性、校本性”为
基本原则，锻造一支“善于思考、勤于
学习、乐于研究、探索创新”为特征的
自新的发展型队伍。

质量作为归宿，如何评估师生在
整个学习过程中的成长？“六自”育人
体系中所包括的“自省的发展型评
价”给出了答案，“评价体系包含了学
生的综合性评价、教师的发展型评
价、管理的满意度评价等，有效帮助
学校认识办学和管理中的优秀与不
足，及时改正不足，继续发挥优势，为
建设高品质特色学校奠定基础，让每
一位八中学子‘低进高出，高进优出’
是八中对学生、家长、社会永不改变
的承诺”。 （许雯）

“发展自我，报国为民”建设高品质特色学校
名牌老校成都八中从历史中走来，在新时代中铸造辉煌

日前，四川省教育厅公示了2018年
新入选省一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名单，一
所凝聚了爱国传统和深厚历史积淀的老
牌名校——成都市第八中学校（以下简
称：成都八中）赫然在列。

走进成都八中，朗朗读书声萦绕校
园，郁郁葱葱的景色展露了初夏时光。艺
术厅里，男生合唱团正在为即将举行的成
都市艺术节紧张排练着，一切井然有序。

这所诞生在中华民族奋起抗日的烽
火年代的学校，创立之初便吸引了上千
名学子报考，他们怀着救国热情，立志报
国为民，并涌现出一大批如田宗美、丁佑
君等英勇革命志士以及马识途、臧其吉、
周寿桓等文化、科技精英。

虽经历时代变迁，但“发展自我，报
国为民”这一办学理念却依然未变，随时
间变化的只有学校的容颜和不断丰富、
大气包容的内涵。学校依托“发展自我，
报国为民”的办学思想，坚持走“以德立
身，以艺成人”的特色发展之路，同时，构
建了“六自”育人体系，为师生个性化、差
异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都八中校长
徐光杰说，“在八中，没有差生，只有生与
生之间的差异，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
一位八中学子在特色课程体系中，发展
自我，从而实现报国为民的终极目标”。

成都八中男生合唱团在维也纳

成都八中校长徐光杰

成都八中办学理念

操场景色

成都市成飞中学 四川省成都市川化中学校
四川省蒲江县蒲江中学 四川省大邑中学
四川省成都市西北中学 四川省邛崃市第一中学校
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高级中学校 四川省双流艺体中学
四川省郫县第二中学 成都市通锦中学校
西南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四川省彭州市第一中学
成都市树德协进中学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天府中学 电子科技大学实验中学
成都市田家炳中学 成都市第三十七中学校
四川省成都市第四十九中学校 成都市新都香城中学
成都石室白马中学

（赵雨欣）

2012年，根据省、市、区委援藏工
作的安排部署，温江区教育局开始对
口援助甘孜州色达县。6年来先后选派
了62名教师、组建了15批共110余人次
的讲师团队赴色达送教讲学，为色达
培训了220名干部教师，通过“传帮
带”，直接引领和辐射了藏区青年教师
近1千人次，让他们成为了藏区教育事
业的中坚力量。

作为教育援藏工作队的重要一
员，今年已是周萍持续参与教育援藏
工作的第四个年头。四年来，周萍身兼
温江区教育局机关党委书记、温江区
第四批援藏工作队副领队、色达县副
县长，不仅分管教育，还主抓扶贫，而
她所在的教育工作队，还通过各种途
径在色达开展了多项公益帮扶活动，
建立了巡课、听课制度，为色达的教育
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成都商报：这些年来，温江教育是
如何保证“全员”参与援藏工作？

周萍：温江教育主要通过学校结
对帮扶、名师送教等形式，积极发动温
江的学校与色达县所有学校开展一对
一校际结对，从教育教学管理、物资捐
赠、人才培训等方面开展援助帮扶活
动，从学生层面上，我们发动学生开展
爱心捐助活动。

成都商报：具 体 到 教 师 培 训

上，温江区教育援藏工作队做了哪
些工作？

周萍：我们每年组建由教育专家、
名师、名校长组成的讲师团队，开展讲
教讲学活动，以专题讲座、学术报告和
示范课等形式，为藏区干部教师传播
教育教学方法与技巧等。此外，温江教
育还积极接收藏区干部、教师到温江
跟岗培训，帮助培养藏区优秀教育管
理人才，培训业务骨干。

成都商报：在 关 爱 色 达 学 生
上，温江区教育援藏工作队做了哪
些尝试？

周萍：我们主要为色达学生进行
了“三大行动”，来关注藏区学生身心
健康。一是以暖冬为主题的“暖冬行
动”，为色达学生送温暖，为他们募集
生活及学习物资；二是面向全县贫困
家庭学生积极开展的“格桑梅朵心灵
健康行动”计划，为贫困学生募集爱心
资金七万余元；三是积极开展藏区学
子“雏鹰培育行动”，每年吸收藏区
小升初学生到温江接受三年的免费初
级中学教育，吸收藏区初升高学生到
温江接受三年的高中教育，此外，我们
还接收藏区学生到温江接受免费职业
教育计划，为藏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技术型人才。

（张瑾 陈兴隆）

又加入一批新成员
成都市“四川省示范性普通高中”达到52所

55月月1515日日，，记者从四川省教育厅获悉记者从四川省教育厅获悉，，今年成都市有包括四川省成都华西中今年成都市有包括四川省成都华西中
学学、、成都市第十八中学在内的成都市第十八中学在内的99所学校获批为四川省一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所学校获批为四川省一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在此在此
之前之前，，这这99所学校均为省二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所学校均为省二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同时同时，，此次获批省二级示范性普此次获批省二级示范性普
通高中的成都共通高中的成都共77所学校所学校。。

统计数据显示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截至20182018年年55月月，，成都市共有成都市共有3131所学校获批省一级示范性普所学校获批省一级示范性普
通高中通高中。。获批省二级示范性高中的获批省二级示范性高中的，，成都市共成都市共2121所学校所学校。。

对此对此，，四川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四川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四川省示范性普通高中的建设与管四川省示范性普通高中的建设与管
理理，“，“有利于促进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有利于促进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有利于实施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有利于实施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有利有利
于学校多样化于学校多样化、、特色化发展特色化发展，，有利于推动各级政府加大投入有利于推动各级政府加大投入，，有利于调动民间资有利于调动民间资
本举办普通高中的积极性本举办普通高中的积极性。”。”

具体名单如下具体名单如下：：

四川省成都市第七中学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 四川省双流县棠湖中学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四川省彭州中学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一中 成都市第二十中学校
四川省成都市大弯中学校 四川省双流县中学
四川省温江中学 四川省郫县第一中学
四川省新津中学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中学校
成都市华阳中学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成都市铁路中学校 四川省成都市第十二中学（四川大学附属中学）
四川省成都列五中学 四川双流棠湖中学外语实验学校
四川省崇州市崇庆中学 四川省简阳中学
四川省成都市玉林中学 四川省成都市中和中学
四川省成都市盐道街中学 成都市第十八中学校
四川省成都市第八中学校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高级中学
四川省成都华西中学 四川省都江堰中学
四川省金堂中学校

省二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成都市（21所）（学校排名不分先后）

据了解，截至目前，成都
市15个区（市）县336所学校
（园）就与甘孜州14个县（市）
353所学校（园）建立了友好结
对关系。

在对甘孜州的帮扶中，成
都全市15个区（市）县教育行
政部门对口帮扶甘孜州14个
县实施了项目援助，还鼓励企
事业单位向甘孜州捐赠了图
书及各种仪器设备。同时，双
方近期还明确了新增结对帮
扶的6对学校名单：成都七
中-康定中学、成都市特殊教
育学校-甘孜州特殊教育学
校、双流艺体中学-康南民族
高级中学、龙泉驿区航天中学
校-康北民族高级中学、蒲江
中学-甘孜州高级中学、都江
堰市锦兰幼稚园-甘孜州幼
儿园。

此外，支持甘孜州选派
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到成
都市就读内地甘孜高中班；
招收甘孜州优秀学生到成都
市有关高中学校就读内地民
族班。

在对阿坝州的帮扶中，大
邑县、彭州市、崇州市、邛崃
市、新津县对口帮扶松潘县、
黑水县、马尔康市、九寨沟县、
小金县，双方实行师生互派、
师资培训、学校结对、学生选

培等方式，帮助民族地区提升
教育质量和水平。同时支持石
室中学、成都七中、树德中学
每年定向招收30名（各10名）
符合条件的阿坝州应届初中
毕业生，并根据省教育厅要
求，成都三中每年面向阿坝州
等全省民族地区招收内地民
族班学生50名。

此外，成都还重点结对帮
扶红原县、九寨沟县，其中成
都大学师范学院派出了由21
名来自学前教育专业的优秀
学生组成的支教团队，奔赴九
寨沟扶贫支教；青羊区草堂小
学与红原县城关小学友好结
对，由草堂小学选派优秀管理
团队到红原县城关小学进行
教育教学指导；温江区实验幼
儿园、成都市实验小学、七中
育才学校，分别与九寨沟县一
所幼儿园、小学、初中签署结
对协议，建立了友好学校。

在对凉山州的帮扶中，成
都市为凉山州昭觉县购置了学
前教育设施设备，并组织优秀
园长和骨干教师开展学前教育
送教活动，来提升昭觉县学前
教育教师的保教能力和基本技
能。同时实施彝区“9+3”学生免
费中职教育计划，帮助有意愿、
有条件的彝区农牧民子女到内
地接收中高职教育。

“县对县”“校对校”
成都教育精准扶贫支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

为进一步发挥成都首位城市及成都教育的示范引领作用，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变输血为造血，
支持和帮扶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成都市教育局印发了《2018年帮扶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工作
方案》，成都教育系统将通过项目援助、学校结对、教师互派、师资培训、学生选培、远程教学等方式，
促成结对学校重点帮扶。

教育援藏如何从“输血”转变为“造血”
——专访温江区教育局机关党委书记周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