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天时间，上千名
成都大学生勾勒“我们
都是追梦人——海峡青
年蓉城追梦记”，逾百份
“追梦剧本”创作诞生，
满载成都大学生的创作
热情，被投入到标志性
的“熊猫邮筒”中。

西川汇锦都学校名誉校长戴高龄 西川汇锦都学校中学部校长李艳

西川汇锦都学校中学部副校长李文剑 西川汇锦都学校小学部校长严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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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标志全新标志
与城市共生
这所学校“很成都”

家长们即将看到的学校风格，其
实经过董事会的几番争论。最终确定
了现在这个方案，呈现出来的学校建
筑，将集传统书院文化特色为一体，回
廊式建筑与园林相依成景，亲和自然，
浓郁的中国传统形式与现代教育功能
相结合，形成“两轴一廊五园圃”的格
局，定位自然环境与雅士文化、现代教
育功能融合的精品。

但一座建筑，受人仰慕的背后，除
了其空间艺术造诣，更有其对内在神
韵的极致追求。

“这个建筑的形神是合一的。如果
一定要问这个内在神韵是什么，那就
是我们的办学目标——植根中华，汇
澜全球。”西川汇锦都学校校长李艳解
释道，“植根”意为深入到人或事物中
去，“中华”既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更
是一个文化概念与价值体系。学校办
学“植根中华”，就是要将根基立于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沃土，努
力办一所最具有中国温度与文化底蕴
的一流学府，传承中华文明，传播中国
智慧，传递中国力量。“‘民族的就是世
界的’，选择这样的风格，还隐含着学
校的一个愿望：建筑也是语言，我们要
让中国语言在世界发声。”

一座建筑，除了其形神之间的序
曲交响，当然还应该包含无所不在的
美学主义。

西川汇锦都学校占地110亩，建筑
只占了大概1/3，其余2/3的面积，“全
部交给大自然”，连片的草地间，花木
连天接地，曲水潺潺灵动，学生畅游其
间。但在校长李艳看来，光有景，还远
远不够。

按照学校的构思，未来西川汇锦
都学校的户外凳子椅子，将是全成都
学校最多的，而且不能是铁艺的，必须
是实木、石头等天然材料，要和整个校
园建筑风格和谐匹配。学校甚至打算
把书桌也搬到草地和花树中去，“希望
我们的学生在水畔、在树下、在花间随
时可以坐下来，看一本书，写一段字，
描绘胸中丘壑，心胸宽广，自然和谐，

而不是生活在钢筋水泥之间。因为我
们学校的办学理念，就是践行‘润泽生
命，多元成长’”。

此外，学校特别打造了一条“锦都
长廊”。整个长廊完全颠覆和突破了传
统印象中长廊的概念。除了展示学校
的办学理念、学校愿景等，还会有书画
展览等。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不惧寒
暑风雨，孩子们都可以漫步其间，参加
各类实践活动，充分享受美好的校园
生活。每年5月，凌霄花盛开的锦都长
廊也将成为校园最美一景。

业界标杆业界标杆
管理团队曾分别任职
成都七中、西川中学、龙江路小学

一脉相承书香远，卧虎藏龙纳百
川。建筑能为学校奠定神韵，先进的管
理理念和优秀的管理团队，则为一所
学校的灵魂注入磅礴灵动的生气。

西川汇锦都学校的管理团队由来
自成都七中、西川中学和龙江路小学
的优秀管理者汇集组成，西川汇教育
曾先后作为投资管理方之一，共同创
建了成都西川中学、成都西川中学（南
区），拥有近20年投资运营管理高端私
立学校的治校经验，西川汇锦都学校
是该投资管理团队在前面两所治校经
验上独立创建的首所学校。

西川汇锦都学校名誉校长戴高
龄，原成都七中校长，西川中学创始
人。在成都七中工作期间，戴高龄校长
创造性地提出了成都七中“着眼整体
发展，立足个体成才，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体作用”的“三体”教育思想。这一思
想至今影响深远。

西川汇锦都学校中学部校长李
艳，深潜成都教育界的三十余年，其中
17载春秋都献给了成都七中及七中育
才，历任成都七中教师、七中育才副校
长、华西中学校长等。尤其是2018年，
她带领着华西中学的全体师生实现了
学校几十年的夙愿：以全省第一名的
成绩评上四川省一级示范性普通高
中。

与李艳校长组队者之一，是现任
西川汇锦都学校中学部副校长李文
剑。他此前在西川中学工作了17年，从
一线教师成长为西川中学（南区）副校

长。17年的西川教育磨砺，形成了李文
剑独特、严谨、卓有成就的教学风格，
得到学生、家长的交口称赞和教育同
仁的高度认可，并先后获得市优秀青

年教师、市优秀班主任、省级骨干教
师、省优秀教师等称号。

“在西川中学的17年，我深受戴
老的教育、培养”，李文剑至今把戴高

龄校长教给他的一句话视作座右铭：
教育要脚踏实地，细节做到极致，就
是绝招。

李文剑一直记着这句话，虽然目
前担任着西川汇锦都学校的副校长，
但在新学期来临之际，李文剑也还将
担任一线教学工作，“作为副校长，必
须和所有老师战斗在一线”。

成都西川汇锦都学校小学部校长
严雪梅，是成都市学科带头人，武侯区
优秀校长，新课程培训省级专家，曾在
川大附小、龙江路小学、棕北中学教育
集团任职，曾担任校长助理、校区执行
校长、副校长、校长、党支部书记等职
务，是一位专家型校长。

那么，管理团队中的这三所成都
名校管理经验最终将汇聚成一股什么
样的力量，成就一种什么样的锦都气
质呢？校长李艳的回答简单得有些出
乎意料：“教育成绩卓著，得到社会各
界认可，打造一个能植根于百姓心中
的品牌。”

引领标准引领标准
汇集名师汇聚名校经验
传承发展

课程是浓缩的世界图景，是独特
的生命体验，是预设的学习经历，也是
可选的发展标志。国家课程是一切教
学目标的基础。但如何落实，才是体现
各个学校不同“看家本事”的时候。

在李文剑看来，要完成课程传授，
简单说，是一个加法，即硬件和人。硬
件相对容易实现，但真正的教育实力
比拼，更在于人以及人的不断创新和
追求。

从硬件水准来看，西川汇锦都学
校的硬件全部按照现代教育的高标准
配置，“创客教育中心，VR教室，以云
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和大数据为基
础的领先智慧校园、智慧课堂，以及
AI、VI等特色实验室，全部配齐。”

同时，西川汇锦都学校将汇集七
中名师，汇聚名校经验，进行有机整合
和传承发展。现阶段，虽然学生还没有
入校，但两位校长已经在开始带着学
校老师细细磨课，“我们会将各自的名
校工作经验，进行继承和发展，完整地
落实到西川汇锦都学校。”

此外，按照学校的构想规划，还有
一个值得一提的大手笔——未来，在
西川汇锦都学校，从小学到中学，不同
学段的选修课、活动课加起来，将多达
300门。李艳说，这样设置的初衷，是希
望让每个同学，都能在选修课中得到
启发，找到兴趣，成为具备综合素养的
个体，“让西川汇锦都学校每个孩子的
潜能都得到充分发挥”。

创新标格创新标格
1200平米的大讲堂
培养陪伴终身的艺术素养

要说大手笔，西川汇锦都学校的
1200平米多功能大讲堂也是不得不
提。按照设想，这将是一个学生甚至家
长的活动中心，包含了学术大厅、图书
馆、阅览室、陈列室等，同时未来这里
也将成为西川汇锦都学校的孩子们尽
情展示才艺和释放激情的地方。

大讲堂未来将承担何种功能呢？
李艳表示，未来，西川汇锦都学校将携
手众多艺术家走进学校，艺术家们将
在这里不定期举行学术讲座、艺术表
演，甚至把艺术展览直接搬到学校。孩
子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有机会经常与艺
术家们对话，甚至与艺术家共同创作，
感受艺术带来的浸染，让每一个西川
汇锦都的孩子都能在这里仰望文学、
艺术、科学的璀璨星空，让这个充满科
学和艺术气息的讲堂，真正成为孩子
们的精神殿堂。

“我们要为孩子的长远发展、乃至
终身发展考虑。虽然最终成为艺术家的
孩子是少数，但我们希望孩子们至少都
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李艳说，润泽生
命，不仅仅是给孩子们提供优美的校园
环境，获取优秀的学业成绩，培养广泛
的兴趣爱好，还应该涵养品格，提升做
人的品质，成就最舒展的生命。

大讲堂的名字也已经初步有了构
思，“锦都大讲堂”。取名锦都，不仅仅
因为这是成都的别称，也含着西川汇
锦都学校的初心——

“西川汇锦都学校希望能积跬步
之力，延续千年的文脉，找到历史埋下
的伏笔，让弦歌永续，让每个孩子在走
向世界的时候，血液里能流淌着成都
气质和中国温度。” （樊英）

有人曾经这样说，要追溯成都的烟火三千年，不必穷经皓首，
只需要走进太古里，就能看到时间在这座城市埋下的千年伏笔。

就在今年9月，有一所被家长们称作“校园版太古里”的全新学校，
就将全新开航。投资管理方有超过20年的知名民办学校创办经历，管
理团队来自成都一流学校，超强的课程设置，一流的师资和教学硬件，
重视学业成绩也重视学生的综合素养……以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只
需三五年，这所学校，就将成为成都民办教育的一面旗帜。

这所即将亮相的学校，从效果图来看，斜顶青瓦，曲水潺潺，庭
院合围，竹木成荫。难怪有家长说，“这像极了记忆中的川西民居，
很成都”，还有家长说，“这简直就是学校版的太古里，很国际”。

其实，说它是“校园版太古里”，其实只看到了其“形似”的一
面。如果要追寻这所学校更深处的灵魂，你会发现，这所全新的K12
寄宿制学校，与成都三千年的底蕴，竟然有那么多的渊源吻合。

这就是西川汇锦都学校。

教育界的太古里？
全新亮相的西川汇锦都学校不止这么简单

5月初，“一人一伴·微拍秀”第二
季强势来袭！由成都市人民政府台湾
事务办公室指导，成都海峡两岸交流
协会主办，成都商报社、成都儿童团
承办，海峡两岸（成都/台北）离岸创
新创业基地、成都亚聚海峡两岸青年
创业园协办的“一人一伴·微拍秀
——2019海峡两岸大学生创意微电
影大型创作活动”正式起航，本次活

动将以“我们都是追梦人”为主题，邀
请两岸大学生广泛参与剧本创作，讲
述蓉城这片沃土为满怀梦想的两岸
青年创造的无限可能。

在剧本征集的一个月时间里，活
动受到了成都广大高校学子的关注，
大家纷纷发挥自己的才华，撰写着海
峡青年蓉城追梦的故事。6月“熊猫邮
筒”在各大高校亮相，拉开线下征集

的序幕。11日，翠色欲滴、憨态可掬的
“熊猫邮筒”就来到了成都大学，征集
学生们的投稿作品。

“熊猫邮筒”受到众多成都大学
学子的追捧，大家拿着创作好的剧
本，有序将这份有关“追梦成都”的故
事投递到邮筒之中。还有许多同学现
场讨论故事，交流心得。更有许多路
过的学生，被这番热闹场景吸引，停

下脚步向工作人员进行咨询，并很有
兴趣地表示回去后也将参与创作。

一个成大学子告诉记者，自己的剧
本创作花了20多天，不但去成都极具特
色的杜甫草堂和宽窄巷子采风，还和舍
友一起进行了多次探讨，希望能够打磨
出具有成都特色的第一部作品。而成都
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影视与动画
学院副院长王珏殷则向记者介绍，“一
人一伴”微电影创意活动对学生而言非
常有意义，通过剧本创作，可以将文化
交流、作品创作的功能赋予高校学子，
让他们发挥思想、创意、技艺上的创造
力，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和平台。

截至目前，线上线下征集到的原
创剧本已逾百份，成都青年学子的创
作热情仍在高涨，接下来，“一人一
伴·微拍秀”还将继续走进更多高校，
现场征集剧本故事。最终的十佳作品
也将在这些原创故事中诞生，继而完
善成为落地拍摄的脚本。暑期，十部

“追梦大片”将隆重首映式，其后在两
岸进行强势联播，让更多两岸青年学
子了解真实的成都。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胡越 摄影记者 曹鸿禹

6月8日，全省65.42万名考生
结束了他们的高考奋战。按照计
划，考生成绩将于6月22日晚向社
会公布，录取工作将于7月初开始
进行。

想要被理想院校录取，分数
当然是硬性条件，但掌握志愿的
填报技巧也是非常重要的。比
如，学校今年增减了哪些专业？
哪些专业有特殊要求？在各地的
招生名额有多少？这些，都需要
考生做到心中有数！

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考生
和家长，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

特 别 推 出“2019 高 考 名 校 面 对
面，招生官教你填志愿”活动，除
了十多位资深教育记者全天在
答疑群里为你免费专业服务，我
们还将邀请资深的高校招生官
等专业人士做客直播间，为你提
供填志愿的精细指导。

就在本周，2019年的中考也
就将大幕拉开。各个高中的师资
如何？课程特色如何？能不能寄
宿？相信考生和家长们也有不少
疑惑的地方，所以，贴心的团长也
已经做好了准备为大家服务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兴隆

11日，四川农业大学发布2019
年招生计划，今年新增北京市招生，
实现面向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
及港、澳、台招生。招生总计划9300
人，港澳台招生计划单列。今年，川
农大面向四川招收5768人，其中一
本4743人，比2018年增加218人。

“今年总计划较去年增加100
人，其中：四川、重庆、北京、山西、福
建、湖北、新疆等省（市、自治区）计
划均有增加。”四川农业大学招就处
处长杜彬介绍，今年川农大面向全
国所有省（市、自治区）招生，没有任
何一个省（市、自治区）减少计划，

“这对考生来说是利好消息，意味着
机会增多了。”

在招生类方面，杜彬表示，“学
校是在川高校中唯一一所具有6种
特殊类型招生项目的高校，特殊类
型招生数量也名列全国高校前列。”
其中，自主招生计划60人、高校专项
计划207人、国家专项计划490人、地
方专项计划180人、少数民族预科计
划88人、深度贫困县计划30人。

在招生专业方面，今年学校共
有89个本科专业招生，涵盖农学、理
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医学、文
学、教育学、法学、艺术学等十大学
科门类。值得一提的是，89个专业中
农林类只有18个，占比20.5%，其余
均为非农林类，这也说明川农大已

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综合类大学。
杜彬介绍，在招生录取原则上，

对考生报考的专业录取时设定5分
的专业志愿级差，同时进档考生服
从专业调剂，学校承诺不退档。据统
计，该校对于录取的专业志愿满足
率较高，历年都保持在90%左右，对
于专业没有满足的10%，部分学生
最后通过学校转专业政策满足了自
己的专业愿望。

对于艺体类考生，杜彬提醒，
四川省美术类考生文化成绩要求
达省控线上50分（含50分）。体育类
考生文化成绩要求达省控线上30
分（含30分），进档考生按专业成
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其他
省（市、自治区）美术类、体育类进
档考生按投档专业成绩和文考成
绩相加后的总分或按本省（市、自
治区）考试院折算后的总分，从高
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对于进入川农大的学子，还有
一个利好消息，进校后可以转专业
或修读双学位。学校采取人性化管
理，为学生提供21个本科专业的“双
学位”修读选择，为学生多元化发展
提供空间。学校调整专业时不收取
任何费用，学生可根据个人意愿在
第3学期申请，除校区间不转专业
外，尽量满足校区内转专业的需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赵雨欣

6月9日早上，位于四川成都的
树德中学2016级毕业生就在母校迎
来了自己的毕业典礼。

随着高2016级成长视频《三年
一刻》在大屏幕上播放，树德学子三
年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孩
子们笑着笑着就眼泛泪花，对自己
的高中生活，依依不舍。

在学生节目《无问西东，追光而
行》的歌曲演唱时，同学们更是高举
手机电筒，形成一片星星光海，这是
对老师的感谢，更是对自己未来的
期许。学生代表曾致霖在发言中说：

“毕业典礼一过，我们就要各奔西东
了。高考已过，无论结果如何，我们
都在三年的锤炼中锻造出最好的自
己，我们一直走在追梦的路上。”

毕业典礼上，树德中学校长陈
东永寄语：

追寻自己的路，要做到不失童
心。追寻自己的路，是要你成为你自
己，而不是成为他人。人生最大的痛
苦，不是因为你成为了自己，而是因
为你太想成为他人。所以，要学会选
择适合自已的方向，并勇敢地、义无
反顾地走下去！没有攀比，没有懊悔，
只有热爱和一往无前！走得越远，前
方就会越开阔，世界就会更美妙。

追寻自己的路，要努力追求最
好的未来。追求最好的未来，就是要
心怀憧憬和梦想，在平凡的生活里
拥有超越平凡、追求卓越的勇气，保
持豁达、乐观和坚韧。追寻自己的
路，也要学会拥抱世界、聆听他人，
只有在这样的心态下、在这样的过
程中，你们才能够不断去完善自我、
成就更好的自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越

最近不少人聊到了一个很特别
的保险——“四六级通过险”。

原来，这是网易有道词典推出的
一款“四六级考试通过险”，随有道词
典VIP会员赠送。从网易有道词典官
方活动信息中可以看到，凡是在2019
年6月1日至6月15日期间购买有道词
典VIP并且报考了2019年6月大学四
六级考试的在校大学生，均可免费获
得四六级“保险”特权。具体赔付规则
如下：成绩恰好是424分（及格线为
425分）的参与者可获1000元补偿金，
420-423分的参与者可获500元补偿
金，成绩区间是410-419分的参与者
可获得100元补偿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应鑫

百份“追梦剧本”挤爆熊猫邮筒
成都大学生点燃“导演梦”

高考志愿怎么填？
扫码入群，名校招生官与你面对面

扫码添加“团团”为好友，
回复“中考”即可进中考服务群。

扫码添加“团团”为好友，
回复“高考”即可进高考服务群。

如
何
享
受
免
费
咨
询
？

四六级就要开考，
“四六级通过险”也来了
差一分，赔1000元？

四川农业大学今年89个专业招生
一本批次增加218人

成都树德中学举行毕业典礼
校长寄语：追寻自己的路 要做到不失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