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外坚持“特色立
校”，而外语特色更是其
立校之本。

在“互联网+教育”，
以及全国英语教育改革、
英语高考改革和发展学
生外语学科素养等大背
景下，去年成都外国语学
校开展了新一轮的外语
教学改革。

改革中，成外对学校
外语教材进行了更换，引
进了由英国剑桥出版社
出 版 的 英 国 原 版 教 材

《English in mind》。同
时，学校还进一步优化了英语课的课时
设置，积极推进优效课堂改革，落实各
个教学环节，提升课堂效率，在培养学
生语言综合能力和学科核心素养上下
功夫，通过大量的课内外专项和综合性
语言实践活动，使学生形成综合语言运
用能力，以及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合作
能力等非语言能力。

关于外语教育理念，据成外校长助理

谢剑英介绍，成外提出“外
语赋能，文化育人”，即外语
教学以育关键能力为教学
目标，为学生赋能。不仅如
此，成外外语教学以必备品
格为教育目标，以育人为
重，让学生在学习外语语言
的同时，学校还整合优秀中
西方文化，践行“立学中华，
语通世界”的办学理念，让
学生获得文化自信，形成跨
文化沟通意识和跨文化交
际能力，在文化中熏陶，在
文化中成长。

关于实践活动，每年
成外都会为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外语展
示平台，来锻炼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如
演讲比赛、辩论赛、外语课本剧展演、模
拟联合国大会、希望之星风采大赛、全国
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美国中学生学术
十项全能比赛等等。此外，小班教学也是
成外外语特色的一大体现，它能够使课
堂教学活动化，从而让学生能够充分互
动和参与进课堂学习。

成都安仁孔裔外国语学校副校长李璞介绍，“学校配套国际顶尖标准教学、
生活设施，配备专业中外籍教学团队，以‘双三元色’教育理念，与A-level、IGCSE
等国际权威课程相融合，形成独特的‘孔裔国际新六艺’教育体系，培养自信、自
律、富有领导力和团队合作精神的国际化人才。”

同时，学校选课灵活，学生可在IGCSE、A-level课程体系中，根据个人的兴趣
点或擅长学科进行课程搭配，例如数学+艺术与设计+戏剧等，实现一人一课表。
并且，学校实行双导师管理制，两位导师不仅在学生平常的学习和行为管理方面
进行指导和教育，在学生的升学规划、职业发展规划上，将综合学生的性格特点
和职业发展倾向，为学生量身定制专业的培养规划。

李璞表示，学校毕业生出口主要是海外留学，绝大多数学生通过学习之后，
能够进入世界排名前100的学校。英语成绩不拔尖，其他学科成绩优秀能就读吗？
对此，李璞解释到，学校会通过对学生全面评估进行录取，并不是单纯注重学生
的某一方面。同时，学校也会在暑期安排语言衔接班，提升学生的英语能力。

此外，暑期期间，学校还将安排专业老师在成都开展信息分享会，为众多考
生和家长答疑解惑。

▲

成都安仁孔裔外国语学校：
多样灵活的国际课程搭配
双导师为学生量身定制培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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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成都市教育局发布了《关于
首批教育国际化窗口学校命名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公布了全市
首批教育国际化窗口学校。《通知》
称，为加快建设和发展教育国际化窗
口学校，充分发挥示范、引领、辐射作
用，进一步提升成都教育国际化水
平。在首批教育国际化窗口学校建设
单位建设期满后，经研究决定，将 39
所达到建设标准的学校，命名为首批

“成都市教育国际化窗口学校”。
成都商报记者 张瑾

创新管理 特色立校
探秘成都外国语学校发展密码

近日近日，“，“手握手握 66 个全球顶尖名校个全球顶尖名校
ofofferfer的成都学霸的成都学霸””刷爆各大社交网络刷爆各大社交网络，，
这位中学就读于成都外国语学校的学这位中学就读于成都外国语学校的学
生魏伟生魏伟，，在在大学本科期间大学本科期间，，收到了来自收到了来自
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耶鲁大学、、
斯坦福大学等斯坦福大学等66份具有超高含金量的份具有超高含金量的
offeroffer，，不仅如此不仅如此，，这这66所世界顶尖大学所世界顶尖大学
还都给魏伟开出了还都给魏伟开出了““全奖博士全奖博士””的优厚的优厚
条件条件。。魏伟也在第一时间与自己的母魏伟也在第一时间与自己的母
校成都外国语学校分享了这份喜悦校成都外国语学校分享了这份喜悦，，
并书写长文回顾了自己中学六年的成并书写长文回顾了自己中学六年的成
长点滴长点滴：：是成外让他从一名英语零基是成外让他从一名英语零基
础的学生础的学生，，成成长为英语水平获哈佛大学长为英语水平获哈佛大学
教授认可的学霸教授认可的学霸，，也是成外赋予了他成也是成外赋予了他成
功道路上最为重要的能力功道路上最为重要的能力———对时间—对时间
的有效利用和勇于展现自己的勇气的有效利用和勇于展现自己的勇气。。

魏伟的故事并非个例魏伟的故事并非个例。。近年来近年来，，成成
外学子在各个领域都创造了许多奇外学子在各个领域都创造了许多奇
迹迹，，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例如入选亚例如入选亚
洲物理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洲物理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并斩并斩
获国际金牌的王彦臻获国际金牌的王彦臻；；初中就被清华初中就被清华

““锁定锁定””的温铠瑞等等的温铠瑞等等，，成外学霸的故成外学霸的故
事从未停止事从未停止，，并以亮眼的成绩突破了并以亮眼的成绩突破了
一个又一个的一个又一个的““不可能不可能”。”。

基于此基于此，，为了探寻成都外国语学为了探寻成都外国语学
校独特的发展密码校独特的发展密码，，一窥学霸云集背一窥学霸云集背
后的教学管理秘密后的教学管理秘密，，我们对成外进行我们对成外进行
了一次深度探访了一次深度探访。。

面对即将到来的新高考，有人曾
预测“得语文者得高考”，对此，成都外
国语学校副校长孙继良表示，这说法
其实一点也不过分，语文的地位在将
来的考试中必然会越来越得到加强，
当然，助学生赢得考试只是第一步，在
他看来，助孩子赢得人生才是语文的
关键，而其中语文能力就是重中之重。

在此基础上，成外就语文学科进
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并提出
语文“教改守恒”定律，即阅读、写作、
口才、书法和课堂永远是培育学生语
文能力的主阵地。阅读方面，成外要求
学生阅读经典，并以读经典为主线贯
穿学生初中、高中学习的全过程。同时
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认知水平和理
解能力，成外对学生的阅读提出了不
同的要求，如高一为理解性阅读，要求
学生背默经典篇章，以悟助读，把握内
蕴；高二为探究性阅读，要求学生牢记
重点内容，以研助读，把握精义；高三
为专题性阅读，要求学生熟记专题资

料，以写助读，把握技巧。
写作方面，成外力求突破封闭、僵化

的写作教学模式，构建“有效”的写作教
学新模式，努力为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
创设宽松、和谐的环境。形成各个年级
符合本校实际的作文教学梯级序列计
划，构建作文校本课程，切实提高学生
的语文素养和写作水平，提高学生考场
作文的竞技水平，从而大面积提高教学
质量。其具体做法为：高一重点抓写生
活日记、周记和读书笔记，突出记叙文
过关训练，高二重点是文体入格训练，突
出议论文过关训练，高三则是重点抓作
文升格训练，突出作文的个性化特点。

此外，成外还十分注重对学生口
才的培养，高中三年所有学生都要过
演讲、会话和辩论“三道关”，以增强学
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懂得善于倾听，敏
捷应对；能根据不同的交际场合和交
际目的，恰当地进行表达；学会演讲；
在讨论或辩论中积极主动地发言，恰
当地应对和辩驳。（张瑾）

去年，在成都教育年度盛典中，成
都外国语学校创新性地设立“学生特
长发展中心”，毫无悬念地摘得“教育
管理创新奖”。这个中心不仅培养出了
上文所提到的王彦臻、温铠瑞，它同时
也为更多优秀学子的个性培养提供了
平台及多元化的成才通道。

据介绍，成外抓住国家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试点学校的有利条件，于2015
年成立学生特长发展中心，为特长生发
展设计实施方案，从学生选拔、组班形
式、教练聘任、教学内容、教学时间、训
练考试、集训参赛等方面，分年级、分学
科作出具体安排，并按规定组织实施。

其中，学校开展初中、高中竞赛班
选拔营，从初一年级抓起，初高中连
续，为学生特长发展创造条件，搭建平
台。同时，学校还加大了竞赛教练引进

的聘请力度，为教练提供优质住房，以
物理、数学、计算机作为突破，打造竞
赛优势学科，跟进化学、生物学科，让
更多学生通过奥赛进入清华、北大，其
整体实力居全省第一方阵，并实现了
世界奥林匹克奖牌零的突破。

当然，除了特长生的培养，成外还
抓住新课改的契机，建立了新的课程
体系，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推进课堂
教学改革，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实施综
合素质评价、学业水平考试，促进学生
个性发展、全面发展。对此，成外在坚
持开齐开足开好国家课程的基础上，
努力构建充满生机和活力、富有成外
特色的校本课程体系，包括民族情怀
课程、世界胸襟课程、素质拓展课程、
实践创新课程等，并鼓励学生积极申
请参加大学慕课，开设大学先修课程。

成都外国语学校最新的五年
规划中，校长龚智发将创新管理
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将学
校的五年发展目标定为：努力建
设成学生首选、校风温润、特色鲜
明、质量高强的全国一流名校。

关于学校的发展策略，龚智
发表示，学校坚持特色立校，科
研兴校，文化浸校，国际化强校
的发展策略；突出外语特色，保
持英语优势，开好日、德、法等其
它语种，让部分学生基本掌握两
门外语；同时，营造科研氛围，增
强科研意识，壮大科研队伍，提
高科研能力，让教师有专业提升
的自我愿景；创建学校文化，营
造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用成外
文化统领师生的行为，引导师生
的发展；发挥成外的外语优势，
加强对外合作交流，办好中美
AP 国际课程班和中加双文凭
班，增设国际课程，提升留学人

数和名校数量。
为实现这一目标任务，在德

育方面，成外重视培育学生的十
四大品格，并将其落实在了每一
个不同的年级，其中，初一年级
要求“习惯、自立、友善”，初二年
级要求“礼仪、自尊、诚信”，初三
年级要求“忠勇、坚毅”，高一年
级要求“规划、自主”，高二年级
要求“追梦、敬业”，高三年级要
求“责任、爱国”。

在师资培养方面，成外也在
不断探索教师专业发展的新途
径，学校依据教师的不同教龄、
性格、优势和发展愿景等，将教
师分为了四种类型进行分类培
养，包括教学型教师、研究型教
师、导师型教师、综合型教师，并
采用教师自主研修、坚持帮带制
度、与名师结队研修、参与课题
研究等形式，来促进教师队伍的
发展。

学生特长发展中心为学生提供多元化成才通道

阅读、写作、口才、书法和课堂是育语文能力的主阵地
坚持特色立校、科研兴校、
文化浸校、国际化强校

以育关键能力为教学目标 为学生赋能

特长生培养

母语改革

外语特色创新管理

拿到中考成绩后如何选学校？
看看这4所学校校长们的建议

成都39所学校被命名
为首批“成都市教育国
际化窗口学校”

成都市
首批教育国际化窗口学校名单

区（市）县

直属
（直管）

成都
天府新区

成都
高新区

锦江区

青羊区

金牛区

武侯区

成华区

龙泉驿区
青白江区

新都区

温江区

双流区

郫都区
都江堰市
彭州市
邛崃市
崇州市
金堂县
新津县
蒲江县

学校
成都石室中学
成都七中
成都树德中学
成都外国语学校
成都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成都市华阳中学

成都金苹果公学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天府校区）
成都七中初中学校
成都七中育才学校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成都市花园（国际）小学
成都市东城根街小学
成都市同辉（国际）学校
成都市石笋街小学
成都市第十八中学校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分校
成都市棕北中学
成都市第十二中学
成都市双林小学
成都华西中学
成都双语实验学校
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
青白江区外国语小学校
成都市新都一中
成都市三原外国语学校
成都市温江区东大街第一小学校
双流区实验小学
成都双流中学实验学校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郫都区第一中学
李冰中学
彭州市实验小学
邛崃市南街小学校
崇州市崇庆中学
金堂中学校
新津中学外国语实验学校
蒲江县职业中专学校

昨日，由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微信号：cdett1）主办的2018“名校直播面对面·初升
高专场”继续火热开播。新格林艺术高中、孔裔国际公学、七中万达国际部、北大附中成都新
津为明学校等多所名校相关负责人做客商报直播间，为家长和考生们解惑答疑。成都商报
官方微博、成都商报客户端、一直播等多个平台同步实时直播，累计观看量超165万人次。

截至27日，成都商报“名校直播面对面·初升高专场”累计邀请近40所学校的校长或
相关负责人走进商报直播间，以4天累计观看量上千万人次完美收官。

新格林艺术高级中学校是今年才开始招生的一所新学校，学校今年计划招生600人，
实行每班40人的小班化教学。学校面向全国招生，没有户籍的限制。

新格林的录取，有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中考成绩（不含加分）在重点线上，并且参加了学
校的自主招生考试的，且成绩在200分（总分300分）及以上的同学，直接录取。中考成绩（不
含加分）低于重点线，并参加了该校自主招生考试的，那么，自主招生考试的成绩同比要高于
200分。中考成绩特别优秀的同学，参加该校自主招生考试的成绩不能低于180分。个别艺术
天赋特别优秀的考生，中考成绩又在重点线下20分以内的，学校可以有条件破格录取。

目前，学校已经在6月17日和6月25日进行了两次艺术方面的自主招生考试。有意愿
就读该校的同学，还可以在拿到中考成绩后，到学校领取自主招生的准考证，参加学校7月
4日进行的第三批次自主招生考试。

高一年级，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学校的艺术通识教育，并且确定自己的艺术方向。如
果文化成绩优异，且确实无意往艺术高考方向发展的同学，可以走普通高考的道路，学校
的多个普通学科，都有四川省特级教师带队。

成都新津为明学校今年高中开设12个班，计划招收480人，包括2个以培养国内一流大学
学生为目标的为明宏志班、4个为明实验班、4个平行班和2个为明艺体班，此外，学校今年新高
一还开设了以国内课程和国际课程相结合为特色的中澳班、中韩班，为学生出国留学服务。

“学校以国学、英语和艺术为特色，坚持办多元高中、让孩子多元成才的办学策略。”在直播
中，学校校长李恒利介绍道，学校拥有超省一类学校标准的教育教学配套设施，国学馆、艺术中
心大楼、多功能录播室等一应俱全。在硬件完善的基础上，学校还搭建了审美表现、演讲表达、
国际理解、领导素养、阅读理解、英语运用、习惯礼仪等一系列课程体系。“通过这样的办学策
略，2013年，学校学生赵蕾考入清华大学，去年，学生黄健考入北京大学。”李恒利说道。

学校师资如何是家长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在直播中，李恒利介绍，学校现有专任教师144
人，中、高级教师78人，国家级骨干教师2人，特级教师3人，省级骨干教师2人，省级优秀教师4
人，市级优秀教师24人，市级以上学科带头人4人，区（县）级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
68人，硕士研究生18人，“师资力量绝对雄厚，家长可完全放心。”

李恒利表示，今年学校将一如既往投入300万元，作为对优秀学子的奖学金。“学校全天候
开放，家长可亲自前往参观了解。”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国际部资深教育专家许文俊介绍，学校今年计划
招收2个班级，其中包括实验班和平行班，共计不超过40个名额，并且实
验班要求学生须达到中考重点线，平行班要求学生达到中考普高线。

此外，学校对学生的英语水平也有相应要求，以中考为例，希望学生的
英语成绩不低于110分。当然对于综合素质良好和中考成绩优异的学生，学
校也会在暑假开设英语衔接班，帮助学生更好地进入到国际高中的学习。

学生入学后，学校专业老师将通过和学生面谈，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
特长，制定适合的教学规划。学校引进美国AP课程体系，学生在完成语言
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将学习国内优质的高中教学课程，并取得属于自己的
GPA。徐文俊表示，学习国内优质高中课程，能够为学生进一步的学习做
铺垫，形成学生的竞争力。

同时，七中万达国际部师生比例1：4，老师将通过每个月与学生的面
谈交流，动态掌握学生的学习成长情况，对学生的成长发展给予更多的关
注。“如果家长想进一步了解，欢迎大家到学校进行咨询。”许文俊说。

▲

新格林艺术高级中学校：
文化分层+艺术分类的全新艺术特色高中

▲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国际部
师生比例1：4 切实关注学生成长与发展▲

成都新津为明学校：
计划招生480人 新高一开设中澳班、中韩班

成都商报记者 樊英 陈兴隆 应鑫

2017成都教育年度盛典，成都外国语学校校长龚智发（右三）荣获“教育管理创新奖”

在外语比赛中
成外学子获奖无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