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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一所学校是否是
名校的标准是什么？是跨
越千年、文脉相承的历史
积淀，还是桃李天下、人才
辈出的傲人成果，亦或是
独树一帜、求真创新的育
人模式…相信在不同的家
长心中，对这个问题也有
着不一样的答案。

对于一所新学校而
言，如何从一开始就将名
校品质树立好，满足家长
对于美好教育的想象，也
成为诸多办学者和教育家
一直思考的问题。今年9
月，在成都的北四环边，一
所全新的K12学校——成
都新川实验外国语学校
（筹）（以下简称“新川实
外”）即将迎来第一批学
子。届时，成都的民办教育
版图上，又将多一颗璀璨
的“明星”。

“新川之义，在于承故
鼎新、海纳百川。”在学校
的办学构想中，所谓“承
故”，就是将传承中华优秀
文化，借鉴西方先进文化，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为每
一位学子提供丰厚滋养。
“鼎新”就是要以直面未来
的勇气去推动教育变革，
在创新实践中培养人文与
科技融合、品德与才干兼
备的未来公民，而“海纳百
川”的意义，就是以兼容并
包的胸怀、兼收并蓄的格
局，去汇聚海内外优秀教
师，把学校办成有文化生
长力、教育创新力、国际竞
争力的一流名校。

在总校长何建明看
来，“名校”不仅是办学者
和教育家的永恒追求，也
是家庭和社会对教育的殷
切期望，“‘新川实外’从一
开始，就将打造一所面向
未来的一流名校作为办学
目标。”为了建设他心目中
的名校，何建明将与其他
几位学部校长一道，探索
一条属于新川实外的“名
校”养成道路。

在于掌舵者之名
在何建明看来，新川实外

将是一所“名校+名校”的“全
新名校”，其中，第一个名校的
含义在于，新川实外的校长团
队均出自名校，有着丰富的名
校教学管理经验。总校长何建
明是成都市物理学科带头人、
原石室中学副校长、原石室初
中教育集团总校长、党总支书
记、原树德中学副校长、原树
德中学外国语校区执行校长。

高中部校长谌瑞华是原石
室中学干部、原石室天府中学
副校长；初中部校长刘全斌是
原石室中学干部、原石室初中
教育集团总校长；小学部校长
陈命根是原泡桐树小学校长助
理、原泡桐树小学蜀都分校校
长；国际部校长张媛媛是原树
德中学国际部副主任；行政校
长岳琴是原石室中学干部、原
石室蜀都中学的执行校长。

通过梳理校长履历，记者
发现，6位校长中，有4位均出
自千年名校文翁石室，并且在
石室中学的任教周期都超过
10年，受到石室文化的浸染和
教育教学的历练。而小学部校

长和国际部校长也分别来自
成都本土名校——泡桐树小
学和树德中学，几位校长出自
名校，又在名校长期担任干
部，同时又都有创办名校分校
的经历，从一线教师到中层干
部再到管理者、创办者，春华
秋实、硕果累累。

除了有一个强大的校长
团队掌舵之外，新川实外的中

层干部也均来自名校，以初中
部为例，从初中部校长到教学
处主任、教育处主任，再到招
生处主任、后勤处主任、综合
处主任，整个初中部的管理团
队均来自石室中学，可以说，
他们今后带来的，不仅是石室
中学强大的教学管理经验，更
将会把千年石室的文脉肌理
带到了这片崭新的校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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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师者之名
如果说，校长管理团队决定着新学校的方

向，那么，在学校里承担教书育人工作的教师，
就在无形中丰富和塑造着一所校园的形象与气
质。为了寻找符合学校育人理念的教师，新川实
外的校长团队先后到四川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选聘人
才，在投档的3000余份简历中筛选了400人进行
面谈，最终只录用了40名新教师，这40名新教师
中，硕士生和双学位占了一半以上，他们将为新
川实外注入年轻、活力与创新的基因。

正如何建明所说，一所新学校肯定会有
新教师，但在新川实外的教师群体中，新教
师只占了不到三分之一，骨干教师主要由一
群教学能力突出、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组
成，整个教师团体以在职教师为主、毕业新
秀教师为辅。

初中部校长刘全斌告诉记者，学校初中

部在选聘在职教师时，从近600份简历中选
聘了18人，均主要来自成都市顶尖名校，且
多数来自石室中学和石室系名校。其中，市
特级教师1名，市优秀青年教师1 名，区级以
上学科带头人、优秀青年教师、教坛新秀12
人，18人全部在赛课、论文、课题研究方面获
得过区、市级一等奖。

在新川实外，除了总校长何建明外，其他
几位校长今后都要走上一线教学岗位，承担相
应的教学任务，与其他老师一道，制定教学计
划、撰写教学大纲。据何建明介绍，承担高中班
教学任务的，除了两位年轻的硕士外，其余80%
是来自石室中学的师资力量，以物理学科为
例，未来承担整个高中部物理教学工作的，不
仅有毕业于名校的硕士研究生、也有来自石室
中学的学科竞赛教练，而高中部校长谌瑞华作
为成都市学科带头人，也将参与教学工作。

在于立足当下而又面向未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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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谋定新川实外的名校路径时，何建明
将学校的差异化优势归纳为：想得更明白、
做得更到位、方法更好、效率更高。“之所以
说想得更明白、做得更到位，是因为在筹备
新校园时，我们就把教师团队的组建、课程
大纲的编订、硬件系统的配置全都提前准备
到位了，以此保证学生一开学就能把注意力
集中在学习上。”

在方法更好、效率更高方面，新川实外
还将进了一步，那便是从学校构想之初，何
建明和投资人陈星海就步调一致，打算将这
所学校打造成一所真正的智慧校园。

何谓真正的智慧校园？何建明说，未来
的新川实外，每间教室都将配备三套智慧教
学设备。具体而言，将分为精准课前备课、精
准课堂教学、课后错题收集三大板块，在不
干扰老师正常授课的基础上，实现更加精准
而有效率的教学。何建明举了一个例子，“比
如，在教学活动开展前，我们教研组的老师
会出一套题进行前测，然后根据学生的测试
情况进行备课，让备课更有针对性。”在这个
过程中，测试的数据分析全部会由一套智慧
教学系统在5分钟内完成，“老师利用阅卷仪
将批改好的试卷扫描进电脑，电脑自动分析
形成数据报表，直观反映哪个知识点学生的
出错率较高，从而让教师的备课和教学有的
放矢。”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今后在新川实外，
课堂前测完成以后，系统还会自动形成学生
的错题本，一方面，老师根据错题本在当堂
教学完成后再出类似题，掌握学生学习情

况，另一方面，学生的错题本也会同步发送
给家长，方便家长打印出来让孩子在家练
习，用这样的方式完成家校共育。

在精准教学方面，新川实外将要打造的
及时反馈系统也是一大亮点，传统课堂上，老
师教，学生听，教学效果评估难度大。而按照
新川实外的构想，课堂上，老师可以及时利用
手中的反馈器，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比如，
老师可以根据知识点在课堂上随机出客观
题，学生根据手中的反馈器及时作答，学生作
答的结果立马就可以在电子白板上显示出
来，老师再根据该问题的正确率，及时调整教
学进程和教学节奏，保证教学的精确性。”

除了及时作答、意见收集、数据分析外，
反馈器还可以作为课堂上的抢答器使用，老
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编号进行随机抽问，实
现调动现场气氛的目的，何建明表示，在新
川实外，智慧教学设备将实现全学科、全学
段、全部老师的覆盖，“这样的好处是，让过
去那些不愿意举手回答问题的学生也能够
利用手中的反馈器表达意见，主动参与课堂
互动，提升他们的学习劲头与兴趣。”

除此以外，学校还将花重金引入了智能
书法系统、智能钢琴系统、液晶数码显微镜
等，真正努力去把智慧教育落到了实处。这
些实实在在的硬件设备，都成为新川实外今
后在打造面向未来的一流名校上所做出的
积极而有意义的尝试。

今年9月，让我们一起见证新川实外带
来的教育奇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兴隆

校长天团、雄厚师资、智慧校园……

成都新川实验外国语学校（筹）将这样打造一所全新名校

说起研学旅行，几乎每年都会
带孩子去研学的四川师范大学附属
上东小学的归云老师也总结了自己
的经验。刚刚过去的寒假，归云带着
女儿先后去了西安和西双版纳。

在研学目的地的选择方面，
归云会把最终的选择权交给女
儿。归云告诉记者，自己会给孩子
提供“有限的选择”，引导孩子在
做决定前去深入了解目的地，并
根据自己的兴趣制定旅行计划。
在她看来，“家长喜欢的地方，孩
子不一定会感兴趣。”

让孩子选择研学目的地，归
云的理由很简单：“一方面兴趣会
成为孩子探索学习的动力，另一
方面，也可以让孩子在研学目的
地的多途径考察，到实地行走中
去感受，才会有收获。”

此外，每次旅行，归云还会给
孩子一笔“绝对自由”的旅行经费，
让孩子自由消费。“这次寒假，孩子
就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都带了礼
物，并且每个人的礼物都是根据大
家的爱好进行选择。”归云老师说，
这是在潜意识地培养孩子的财商。

“与送孩子到培训班充电相
比，我更注重孩子在旅行途中的
收获，去分工协作，分享提问；一
路听故事，一路开拓，在相互探讨
的氛围中得到的思辨能力和表达
能力。”归云老师表示。

假期带娃去哪里才又好玩又有意义
看成都这些校长老师怎么做的

新学期已经开始，
好多爸爸妈妈们刚刚
从寒假结束的欢欣鼓
舞中“逃脱”，却又陷入
新的难题——每个星
期的周末两天，到底该
给孩子怎么安排呢？怎
么玩最有意义？怎么样
可以不耽误学习？

带娃出门，正确的
“打开方式”是什么？我
们特意约访了几位成
都的名校长和名师，了
解了他们的假期带娃
故事，看看他们是如何
带娃出门的。

每年寒暑假，邱校长都会带着
女儿去研学旅行，刚刚结束的寒假，
她就带着女儿去雅安宝兴县嘉绒藏
族居住的地方领略了民族文化。或
许是教师出身的原因，邱华素来对
女儿研学旅行目的地的选择格外考
究。不仅要亲近自然，还得与平常的
生活样态有所不同。她告诉记者，

“我一般不会选择特别舒适安逸的
地方，相反会选择一些具有挑战性
的目的地，带着女儿成长的过程中，
家长也去放松心境，探索内在，共同
成长。”

比如，为了让孩子亲近自然，邱
华带女儿参加过“土地的孩子”主题
研学，去土地上插秧、播种，了解大
地不同时节在孕育什么；参加过“森
林之子”主题研学，走进森林去感知
它的变化；参加过以“水”为主题的

研学，去了解城市的水资源……
在具体操作上，每次出发前，邱

华会提供多个目的地给女儿选择，做
好目的地的选择后，和女儿一起根据
目的地气候进行物资准备；在研学过
程中，会通过任务式学习，让女儿动
手去触摸感受；研学归来，孩子会主
动用笔记录下自己的见闻收获。

邱华特别提到，“小学阶段孩子
的写作应该来源于生活体验，与其
让孩子去学习很多技巧，不如带孩
子去生活、去社会体验。等女儿再大
点，还会引导孩子自己做旅行攻略，
提升孩子的综合能力。”

作为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
校的校长，邱华也鼓励学校的孩子
去行走研学，她表示：“学生不应该
被束缚在学校内，世界才是学生学
习的教材。”

这个寒假，周虹校长又带着孩子去了
港珠澳，一周时间，5天都在香港。其实，
2018年的暑假孩子才去过香港。之所以会
去第二次，是因为孩子对香港很感兴趣，
包括粤语、香港美食，以及香港的一些交
通工具。周虹也希望通过一次次出行，带
娃娃感受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

泰国、大理、西双版纳、贵州、西安
……孩子不到2岁就被带着出游了。每次
带娃出门，周虹都不会将行程停留在走
马观花，或者为了大人的喜好而出行。每
次出去要有目的，要选择孩子感兴趣的，
并且给孩子的好奇心以支持。所以，这次
去香港，周虹没有带着孩子去一些“必到
景点”“打卡胜地”，而是以孩子的兴趣点
为主导。比如孩子喜欢叮叮车和天星小
轮，有半天的时间，主要就用在了乘坐这
些交通工具上。通过实际感受，让孩子知
道不同的交通工具，不同的功能，明白为

什么这些交通工具能延续很多年。比如，
娃娃对科技馆感兴趣，就去科技馆，了解
汽车发动的原理。去坐摩天轮，娃娃就会
问大人，摩天轮是如何发动的，就会去探
究其中的原理。

每次出行，周虹会鼓励孩子自己完
成准备。比如收拾行李，买票，过关，都让
孩子全程参与，培养孩子适应不同环境
的能力和本领。每次出行，周虹会提前15
天开始准备学习目标，让孩子每天完成。
出发之前，会选择一些目的地的相关绘
本、画册等让孩子翻阅。周虹还会设计一
些作业纸，或者任务，让孩子完成。在出
行的过程中，则会鼓励孩子，用绘画等方
式，将她看到的东西记下来。回家之后，
则鼓励孩子通过图片，或者做旅行手册
的方式记录下来。“带娃出游，要有意识
地出行，有规划，以孩子的兴趣点为主，
在这个过程中激发孩子探究的欲望。”

寒假里，吉老师一家去了北
京，主题是旅行+研学。“儿子魏
诩现在读五年级，比较有自己的
想法，去哪里我们都会跟他沟
通。”除了目的地的选择，在具体
的旅行过程中，吉老师也会尽量
让魏诩参与其中，可以说，吉老师
简直有点“甩手掌柜”的意思。

以去北京为例，去几天，去什
么景点，选择什么交通工具，大概
需要多久时间，这些全部都由魏
诩自己在网络上查攻略搞定。当
然，让孩子参与出行，主要还是为
了锻炼孩子的能力，“有智能手

机，又不存在语言的障碍，他已经
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完成这些。”

寒假选择北京，吉老师是经
过综合考虑的。一是北京作为我
国的首都，又是古都，历史、人文
方面有深厚积淀，有非常多的遗
址遗迹以及博物馆可以参观。其
次，北京知名高校多，对小朋友来
说也是一个启发和激励。另外，感
觉寒假去北京的游客比暑假相对
来说要少一些，对于参观感受来
说也要好一些。从结果来看，魏诩
对这一趟北京之行非常满意。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校长 邱华

注重研学 带着女儿去挑战
金苹果行走课堂校长 周虹

制定出行，以孩子的兴趣为出发点

成都师范银都小学教师 吉小兰老师

家有小学霸，出行全部孩子搞定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上东小学教师 归云老师

选择研学目的地，孩子应该有最终选择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樊英 应鑫

相信以上几位名校长名
师带娃假期出行的故事，或多
或少都值得家长们借鉴。作为
西南地区最大的亲子学游平
台，成都儿童团也专心研发了
多款研学产品，比如重识世界
灌溉工程遗产；一个牛奶盒的
奇幻旅程，探秘环保密码；应
对灾害技能；感受永续农业神
奇之处；走进邛窑的神秘世界
……每一条研学路线，都有不
一样的收获，
关注成都儿
童团或者扫
描下方二维
码，了解更多
研学路线。

成都新川实验外国语学校校长团队

成都新川实验外国语学校鸟瞰图

金苹果行走学校校长周虹和孩子

吉小兰老师和孩子在北京 归云老师和孩子在西安邱华校长和孩子的研学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