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今年9月1日的开学典礼上，成都七中八一学校校长史玉川和学生聊了
聊“生命里，什么最美”。在她看来，能给他人送去温暖的青春、拥有理想的人
生、专注研究的神情、坚持不懈的过程，都是生命里最美的事物。

2012年，七中八一被成都七中整体领办，她的身份也从成都七中教务处
主任转变为成都七中八一学校校长。5年过去，学校发生了哪些变化？七中
八一又是如何在飞速成长中，不断赢得名师认同和参与？正值第33个教师
节，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带着上述问题专访史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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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堂
川大科研团队攻坚脑中风治疗

川大青年博士庹清章所在团队在《分子精神病学》发表论文
科学家发现 铁与脑中风关系密切

据了解，脑中风是人类仅次于心血管疾病死亡的
第二大原因，之所以中风，是因为大脑中的血管被堵
塞。即使中风病人得到及时抢救，但依然有1/3的患
者会死亡；1/3的患者会偏瘫；情况最轻的患者也会缺
失记忆。导致这些情况的发生，是因为即使是通过手
术或者药物治疗，把堵塞血管的血栓清理掉了，但是血
管周围的神经已经遭到了损伤，如何能够把神经的伤
害降低到最小程度？这是医学上面临的难题，因此，迫
切需要有一种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法。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外的科学家发现，铁与脑
中风之间存在关系，但铁到底是如何影响脑中风的，全
世界很多国家的科学家都在对此进行探索，一直没有
得到比较明确的答案。庹清章和他的同事们通过无数
次的实验发现，患者发病时，铁离子就会上升，通过阻
止铁上升就可以达到阻止二次伤害的目的。

如果能够控制铁在细胞内的转运过程，减少铁在大
脑内的数量，就可以增加脑细胞存活的希望，把一部分

“徘徊”在生死边缘的脑细胞拯救回来，这是一个非常有
价值的研究。如何让出现了中风的患者免受二次细胞
死亡的伤害，让本可能瘫痪的病人恢复部分运动功能，
庹清章在小白鼠身上做了很多实验，他给小白鼠的头部
做了一个手术，人为地阻断了脑部的血液流动，模拟人
体大脑中形成的血栓。在此过程中，小白鼠脑部的神经

细胞大量死亡。而庹清章在阻断小白鼠脑部血流之前，
先给小白鼠进行干预，再为它做血栓形成的模拟实验，这
样一来，虽血流被阻断，但是并不会造成大面积的二次伤
害，减少了病人瘫痪的可能性。之所以做这个实验，就是
为了寻找预防中风，和中风之后应该如何治疗的方法。

折叠床搬进实验室 一年内完成四年工作量
庹清章2016年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国

家重点实验室做博士后，他是湖北人，在华中科技大学
攻读博士期间，到墨尔本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他经
常深夜两三点才返回公寓，以至于与他合租的室友提
出抗议，为了不影响他人休息，庹清章索性把折叠床搬
到了实验室。澳大利亚、美国的科学家早在4年前就
开始对此进行研究，而庹清章仅仅花了一年，就完成了
别人4年都还没有完成的任务。

庹清章本科阶段学的是临床医学，攻读硕博时研
究领域转为神经系统疾病，他说，当医生可以治病救
人，但毕竟数量有限；从事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能
够造福更多人。

最近几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国家重点
实验室从海外引进了大量的国家千人计划高层次人
才，庹清章所在团队的负责人雷鹏就是其中一名，今年
34岁的雷鹏是2015年以“青千计划”从墨尔本大学引
进到四川大学的，他主要从事老年痴呆症的研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寰

记者：这次到学校来，发现学校为老师
新添了教师沙龙。记得几年前，学校周边和
校园内部还是另一番景象。

史玉川：相比五年前，学校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让更多教师能在学校愉快地工作、
成功地发展、体面地生活，是我们的教育理想
和追求。这个暑假，我们在博雅书吧、拿云阁
书吧的基础上，于致远楼新设了三个开放型书
吧，还在致远楼前规划出一个师生公用的休闲
区。此外，学校还对广播电视系统进行了升级。

记者：听说新学期学校还引进了两位高
层次教师担任督学？

史玉川：我们得到了两位具有丰富教学
经验的名校教师的“加盟”。他们的到来是
基于对学校育人目标“为学生终身发展奠
基，为社会培养合格公民，为国家输送栋梁
之才”的认同。相应的，学校也会遵守“你有
多大能耐，七中八一就给你多大舞台”的承

诺。比如其中一位英语督学提出想做翻转
课堂，我们立即进行电子白板、移动终端的
采购，以及人员的配置，满足她的教育构
想。此外，我们还会落实这部分教师的权
利。未来，学校将实行双轨制，以行政体系、
督学体系共同构成学校的管理系统。

记者：这么说来七中八一的老师很幸福了。
史玉川：应该是压力与动力并存。除了

专业化水平，学校对教师的师德、师风有严格
要求。上学期期末，毕业的孩子回校探望我，
称七中八一的老师最有爱心。如今学校的办
学水平发展迅速，我们对老师提出了新的要
求，希望他们把工作做细、做精，关注每一个
孩子的成长，大到思维品性，小到仪表仪态。

教师节来临之际，祝愿老师们节日快
乐，感谢老师们的真情付出，希望老师们在
这片教育的沃土实现理想，收获美丽人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晓蓓

给每一位老师提供挥洒热血的舞台
专访成都七中八一学校校长史玉川

这所被成都
七中整体领办了
4 年的学校，一

直坚持“小班额、精品化”
发展战略，无论是课堂中
还是生活上，老师都能及
时关注到每个学生。

做精，做细，是校长史
玉川对七中八一学校教师
的要求。在新学期开学典
礼上，她感谢老师们的辛
勤付出，并祝愿他们在学
校潜心教育，精耕细作成
就一番事业。“选择了七中
八一学校，就选择了一条
艰苦奋斗的成功之路。就
选择了高标准，选择了梦
想与奋斗，拼搏与超越。”

在第 33 个教师节来
临之际，让我们走进这所
洋溢着教育热情的十五年
一贯制（幼儿园—高中）学
校，倾听七中八一学校老
师们的教育故事。

精耕细作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
礼赞成都七中八一学校教师团队

高中物理教师丁厚云
他日均16小时陪伴学生
却教会他们自我教育

丁厚云是高
三年级组长，班
主任，物理备课
组长，多重重担
一肩挑。早晨6:
50，他召集班主
任，和学生一起
跑操；晚上11:00，他准时查寝，然后再
回家。每天，他有16个小时和学生形影
不离，但丁厚云始终精神抖擞。“合理分
工，即使身兼数职，也能游刃有余。”

丁厚云的班上没有班长，他把学
生分组，形成“值周组”制度，由学生轮
流管理班级。课堂上，先由每组内的
物理课代表带领组员解决问题，再由
他“精准扶贫”重点难点。高2015级在
成都市零诊考试中，物理平均分85，更
有4名学生满分，名列金牛区第一。

“丁老师是个有心人。”这是外地
学生对丁厚云的评价。丁厚云在周末
把全年级的外地生和西藏军区军人子

女集合在一起辅导作业；到了节假日，
就和其他班主任，陪着学生们在校园过
节。“我燃烧了自己的青春，收获了学生
真挚的信任和丰厚的感情。回想着这
十几年的点点滴滴，我真的无怨无悔！”

初中语文教师郑燕丽
她巧打“心理战”
撬动学生优秀基因

和丁老师
一样，同为年
级组长的郑老
师身兼数职，
但“疲劳战术”
均不是他们的
标签。川大文
新学院的硕士
毕业生郑燕丽专业功底扎实，但令更多
家长心服口服的是她的“心理大法”。

作为班主任，郑燕丽认为，“自主
能动性，永远比我磨嘴皮更有用”。每
学期，她都会启发学生进行自我规划，
从目标到具体实施，都要求计划妥当，
并利用半期小组总结互评引导学生正
确归因。班上学生自我管理意识很

浓，学习中也开始自创个性复习法。
她连续两届所带的班级均被评为“金
牛区先进班集体”，郑燕丽也于2016年
荣获“成都市优秀班主任”称号。

“心理战术”从班级管理延伸到年
级管理。为给学生鼓劲，她邀请专业心
理团队，为全年级中等生，做为期一天的
团辅活动。此后，她适时跟进，用“导师
制”使学生在学习、生活上得到近距离指
导，使一大批学生的综合能力在全年级
老师的关怀和鼓励下得到大幅度提升。

高中化学教师徐华英
她爱生如子
尊重每个努力的学生

化学教研
组长徐华英的
教学能力得到高
度认可：今年高
考高2014级 4
班42位学生全
上一本，高2016
级化学成绩在
历次考试中均居于区第一。而更令
大家啧啧称道的是她的高尚师德。

感动每个七八一人的，是今年2月
的一件事。在开学之际，班主任徐华英
突然接到家长电话，说孩子生病不能到
学校注册。学生的情况瞬间牵动徐老
师的心。她急忙追问学生情况，才得知
学生患上恶性肩甲骨肿瘤，其家里也面
临很大经济压力。徐老师马上上报学
校。很快，学校为这个仅仅在七中八一
就读了一学期的学生发起全校性的捐
款倡议，最终筹得49万多善款。事
后，家长专门送来“爱生如子，温暖似
家”的锦旗表达对学校及老师感谢。

后进生琪琪（化名）学习信心不足，
学习方法不当，被细心的徐老师发现。
于是，徐老师与琪琪进行沟通，她帮助
琪琪科学规划晚自习及空档时间。最
近的一次考试，琪琪进步了不少。“作为
老师，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要善于
发现学生的亮点，用亮点点亮人生。

小学英语教师赵庆会
她打破学科界限
巧用思维导图教学

从教13年的赵庆会打破传统教
学，遵循七中八一学校“着眼整体发

展，立足个体成
才，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体作用”
的教育思想，最
大程度提升学
生的核心素养。

从二年级开
始，赵庆会的英语课有个固定节目——
利用课前5分钟英文汇报互动来打破学
生口语薄弱的“魔咒”。孩子们把平时
在电视里、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以
表演、歌唱的形式展示，生动活泼，深受
喜爱。此外，作为中国英语阅读教育
研究院“十三五”规划专项课题的实
验学校，七中八一承担了子课题《基
于英语阅读教学的小学生思维导图
的实践研究》。利用思维导图启发
学生英语思维，提高语言语用能力。

作为教研组组长，赵庆会为自己
的团队骄傲，组内每个老师都是牛人，
都曾获得过区、市级各类赛事一等
奖。荣誉的背后，是团队按特长分工
合作，精雕细磨，智慧的结晶。今年8
月，在金牛区微主题决赛中，这个团
队成员完美的研究呈现夺得第一。

语文老师董俊
抓班风带团队

她用仁爱、诚信助跑师生发展
“先成人，后成

才”是董俊不变的育
人理念。当了多年
的班主任，她仍孜孜
不倦向学生倾注关
怀。令高2017届学
生孙振涛难以忘怀
的，是高一董老师特批的“作业假”。“那
天，我右手因为打篮球受伤了，关节又红
又肿，抓着笔就一阵刺痛。董老师见状，
果断放我一天作业假。”怕落后同学，孙振
涛还是写完作业，这股好学坚韧的劲屡屡
被董老师在全班提起，“被班主任关注和
肯定，我心里很温暖。”孙振涛笑着说。

蔡文力，高2017届4班学习委员，将
董俊形容成母亲，“每天早读她都会出现在
教室里，俯身挨个询问我们的学习状况，思
想动态，或提醒，或鼓励，一个也不落下。”
班上也有叛逆的学生，却在董俊细致的关
怀中变得随和开朗。高三时班长倪顿突发
气胸，同学们自发组织去探望，董俊更是自
讨腰包买去慰问品。从08届到17届，她
所带班级曾多次荣获校、区、市先进班集
体，2014届还荣获“四川省先进班集体”。

作为高三年级组长，董俊将凝聚力
视作关键。在工作中，她勤恳做事，以诚
相待，“我要让大家相信，我不是最好的，
但为了这个年级，我可以也愿意变得更
好。”今年成大附中评选“感动附中老
师”，她所在年级老师获评人数占了一
半。这之中，有去年成都市班主任技能
大赛拨得多项头筹的熊开云老师；有身
怀六甲仍坚持大课间无偿辅导错位生的
应春燕老师；有带病坚持工作而被学生
誉为“用杠杆撬起我们的明天”的罗真义
老师；还有为学生冲刺高考对丈夫满怀
歉意和深深遗憾的陈晶洁老师……今年
高考，成大附中上线人数再创新高。

君子当进德修业，以德服人。创办于1992年的成都大学附属中
学，是成都市首批市级重点中学，先后获得四川省校风示范校、四川

省德育先进集体、四川省巾帼文明岗、成都市文明单位标兵、成都市示范家长学
校等荣誉称号。连续多年获得市区教育突出贡献奖。

在成华教育响亮提出“优质教育倍增”工程的背景下，成大附中抓住机遇，站在教
育改革的前沿，构建基于美德教育特色的学校教育理念与实践体系，形成“育美德 成
大器”的办学特色，打造优质学校教育品牌，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第33个教
师节来临之际，笔者走进成大附中走访老师和学生，全面解码该校的美德基因。

育美德成大器
成都大学附属中学落实“立德树人”全力打造美德高中

政治老师朱建华
和同学“打成一片”的
“男神级”老师

从2002年
到2017年，被
评为“成都市
优秀毕业班教
师”的朱建华
教了12届高三
毕业班。成大
附中的18届教育教学年会，特把
主题定为“朱建华教育教学经验
研讨会”，对其卓越的教学成绩及
融洽的师生关系进行探秘。

“亲其师，信其道”。高2016
届2班政治课代表羊雨，刚开始更
多是在课堂上接触朱老师，“高冷
的男神”是初印象。没想到下课
后，他却摇身一变成了“暖男”。

“到了高三，我们班有好些个文化
成绩薄弱的艺体生，特别急迫想
提升成绩。照理老师应该更急，
朱老师却耐心叫他们平和心态，
还用‘量变引起质变’的哲学知识
讲道理。”

一直以来，朱建华愿意和学生
做朋友。他常在课后呆在教室，主
动了解学生，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习、
生活，甚至参与他们的喜怒哀乐，和
学生“打成一片”。1999届二班学生
李睿，坦言因朱建华的人格魅力喜
欢上政治课，“老师的讲课细节已模
糊，但朱老师的幽默亲和让政治课
不再枯燥。”

多年奋战在高三一线，朱建华
所教的政治学科在成都市诊断考试
中成绩显著，名列成华区一二名，并
多次超过全市多所省重点中学，他
也被评为“成华区最具影响力”的政
治教师，并参与成都市“未来名师”
培训。

“美德高中”四大美德内容体系

学习美德：勤奋 乐学 智慧
做人美德：亲和 乐观 进取
人际美德：感恩 诚信 仁爱
社会美德：爱国 责任 正义

高考临近好友父亲病危
她接好友回家同吃住

“ 我 无 法
想象这种事发
生在我身边，
玲玲（化名）该
多么无助，帮
助她几乎是
本能！”回想
起 5 月底的
那一幕，已经
在大学军训
的 高 2017
届 4 班学生曾珏仍无比惋惜。
2017年5月24日，距离高考仅有十
多天，曾珏的同级好友玲玲缺席晚
自习。这一天，玲玲被家人喊去医
院，昔日接送她的父亲，佯装胃疼
住院的父亲，患的竟是肝癌晚期，
生命垂危。“家里瞒不住了，只得告
诉她。”得知消息的曾珏跑去临班
看她，却在门缝里看到趴在桌上啜
泣的玲玲。

爸爸病倒，妈妈请假照顾，还要
应付来往探视的亲朋好友。曾珏见
状果断提出让玲玲搬去她家备考。

“疾病来得太突然，玲玲需要陪伴和
安慰。我也是个学习不自觉的人，
一起复习可以相互监督鼓励。”曾珏
的想法得到家人的同意。腾书房、
买床、甚至给零用钱……两人同吃
同住直到高考结束，玲玲感到舒适
自在，笑容也渐渐多起来，高考分数
竟比平时成绩还高。

在成大附中，同学间互帮互助
随处可见，小到小组合作提升学习
成绩，大到遇到生病贫困时集体帮
扶，仁爱的美德已深入人心。在曾
珏看来，这就是“添一副碗筷”的平
常事，却帮助玲玲在关键时刻振作
精神，实现了大学梦。

他高考“招飞”参军
“长空亮剑”朱日和阅兵式

2017年 8月 1日，旌旗飞扬的
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了规模盛大的
阅兵式，成大附中高1999届二班学
子李睿驾驶某新型国产运输机升空
受阅。

“当年成大附中就已经拓宽高

考升学渠道，空军招飞就是其中一
项。”9月5日晚，笔者电话联系上李
睿。1999年，李睿参加空军招飞，经
过层层选拔淘汰后，最终成为当年
成华区唯一被空军长春飞行学院录
取的飞行学员（现“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航空大学”）。

此次被选中参加沙场阅兵，得
益于他曾在空军某飞行学院担任
飞行教员的经历，由此练就了过硬
的飞行本领，积攒了丰富的运输机
编队经验。“运输机属大型飞机，这
给编队飞行增加了难度。阅兵仪
式更是对保持队形有严格要求，受
阅队形精确到一米，通过时间不能
差一秒。”作为运输机梯队僚机机
长，李睿在此次阅兵中表现优良，载
誉而归。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曾经，面对强军梦的召唤，李睿
义无反顾响应祖国的号召。身为军
人，他深感
光荣，也担
负起保卫
祖国的重
任。“希望学
弟学妹在
努力学习
的同时，思
考如何肩
负起时代
和民族赋
予我们的
责任，做德
才兼备、有志向、有抱负的中国人！”

爸爸走了爷爷病了
她用孝心担当点燃希望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巨潮成于
微澜之间。成大附中的美德教育特
色打造也并非一蹴而就。2014年，
该校初2015届二班学生汪雅莹获
评“成都市美德少年”。汪雅莹4岁
时，她的父亲因病逝世。父亲的离
去，让受到打击的奶奶变得更加虚
弱。家庭的重担落在了母亲身上。
小雅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总是想
方设法帮助妈妈减轻一些负担。从
上小学起她一心就想帮妈妈做点什
么，于是每天放学后，她就站在凳子
上替妈妈给姑姑做饭。后来，因为

奶奶年纪大了没有办法照顾爷爷，
在每天中午放学两个小时的吃饭时
间里，她都要先回家去给姑姑做饭，
然后到医院帮奶奶给爷爷擦脸和擦
手、喂饭……安顿好爷爷，这时就已
经快上课了，她就一路跑向学校。

这份孝心延续到校园，成为对
班级、对学校的担当。教室里拖地
要用洗衣粉她第二天总是最先带到
学校。教室的书柜她主动捐图书。
班上要办黑板报，她特意抽出休息
时间帮着设计。安排做值日她总抢
着干。小区楼道脏了，她会把地面
清扫干净。
去敬老院帮
助老人对她
而言更是习
以为常……

汪雅莹
的真情、乐
观、坚强感
染 了 身 边
的人，有她
在，就有欢笑和欣
慰。她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
秀学生干部”“优秀少先队员”，被学
校评为“最称职的班干部”，初中阶
段多次荣获“最孝敬父母的人”“最
尊敬老师的人”“成华区（孝心）美德
少年”等荣誉称号。

结语：
9 月 5 日，教育部发布《中小学

德育工作指南》，要求中小学加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大力弘扬中
华传统美德。在成大附中，美德不
断传承和发扬，深深根植于师生内
心，成为其终身成长的基石。

校长田敏认为，美德教育要立
足个体，着眼于对师生的核心价值
熏陶；同时也需放眼社会，使师生获
得社会所需的美德品质。敬业爱生
的老师，乐观进取的学生，这只是成
大附中人美好德行的一个缩影，却
已成为区域内的一面榜样旗帜。站
在成华区奋力打造“中优教育典范
区”的历史新节点，成大附中将在

“育美德 成大器”的特色之路上孜
孜以求，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践行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造就适应
时代发展的一代新人。

美德教师

美德学生

英语老师唐娟
激发兴趣让学生快乐学习
创新管理带团队高效教学

初三年
级组长、班
主任、同时
任教两个班
英语。这是
成大附中英
语老师唐娟
任教2017届的工作量。年逾50
岁的她却乐在其中，通过锐意创
新，她成功让学生快乐学习，高
效学习。

黄玉茹是 2017 届 1班的学
生，“唐老师的课你追我赶，好耍
胜过游戏！”为调动学生积极性，
唐娟把学生分成小组，组内互助
学习，组外男女PK，大家在竞争
中争相举手回答问题，唯恐落
后。到了初三，她干脆开放“权
限”，让学生自己讲选择题。而对
于学困生，她舍得花时间夯基
础。为了不让学生“带账”，几乎
每天放学，她都会留下基础不过
关的学生，直到能流利背诵课文，
记下每一个单词才准离开。细心
的课代表们发现，即使是全员过
关的放学后，唐老师仔细研究英
语答案的背影，也时常出现在办
公室中。

作为年级组长，唐娟牵挂整个
年级的学生，也关心各个学科的成
绩。为提质增效，她打破常规，创
新复习模式，引导各科任老师分工
合作，打破班级界限，把学困生集
中在中午辅导；又打破学科界限协
调复习时间，将会考科目个个击
破。今年中考，成大附中创下在区
内各项指标名列前茅，刷新学校历
史的好成绩。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
验室的博士后庹清章以第
一作者的身份，在《自然》
杂志的子刊《分子精神病
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专
门研究脑中风之后的治
疗。《分子精神病学》是神
经精神系统疾病期刊中最
有影响力的杂志，庹清章
所在的神经内科雷鹏研究
院团队的这项研究，是为
了解决中风患者手术后的
治疗和康复，以最大限度
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这
项科研有望在 5-10 年内
投入临床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