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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实践

携手“双一流”高校
打造超级“梦想实验室”

锦城南，府河外；华西坝，钟楼边。
1908年，美、英、加三国教会在充满

传奇色彩的华西坝，协作创办了成都市最
早的现代化学校之一——成都华西协合
高级中学。这是华西中学的前身，到
2018年，华西中学已建校110周年。

入选省一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百年名
校华西中学靠的是什么？华西中学相关
负责人表示，学校勇于探索“高中到大学”
一体化办学的人才培养模式，追求世界文
化、服务社会国家，秉承现代管理，质量立
校。以华西中学最具特色的创新教育为
例，在成华区政府支持下，投入近一千万，
在电子科大、西南大学等高校专家团队指
导下，建设基础创新空间，探索创新教育
发展模式。

华西中学信息技术中心主任代楠表
示，作为“双一流”高校电子科大的附中，
与科大深度融合发展，联合培养创新拔尖
人才。通过协同探究、项目合作等多种学
习方式，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其中，依
托电子科大，建设以“人工智能”为特色的
学校基础创新空间，为培养拔尖创新型后
备人才提供平台。增强中学与大学的课
程衔接，实现高校人才培养与基础教育融
通发展。作为学校3D打印社成员，高一
学生肖雅文对这点感受颇为深刻。“从3D
打印社得到了更加专业的指导，让我这个
爱好者参加比赛得奖站上更大的舞台，我

非常享受在华西进行创新探索的生活。”
电子科大机器人研究中心主任，创新

空间首席专家程洪介绍说，华西中学基础
创新空间最核心的部分是机器人空间，是
电子科大机器人研究中心部分研究的延
伸和补充。模式识别与机器智能，是目前
人工智能AI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学生通
过基础创新，可以接触认识人工智能发展
的新成果，激发他们不断探索的勇气和兴
趣。

可以说，华西中学基础创新空间，是
汇聚创意的场所，成为一个让创意变成现
实的超级“梦想实验室”。更是基础教育
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为新课程理念的落
地，提供了新的“抓手”和“路径”。

一项工程

优质教育多元供给
打造教育品牌“成华军”

获批省一级示范性普通高中，这背后
是华西中学作为百年名校同步中国西部
现代教育发展的生动实践，更是成华区实
施教育优质倍增工程以来成果的一个缩
影。

高质量实施“标杆品牌提升+新兴品
牌打造+优质品牌引进”品牌倍增行动，
一大批成华品牌名校崭露头角。成华区
双林小学、成华小学、列五中学已成为成
都市首批优质教育集团，引进成都石室、
树德、嘉祥等优质品牌学校为核心，组成
跨段、跨区、跨体制等多种雪球发展共同

体，在“球核”学校的带动下，全区各级各
类学校集群、组团、成片发展，从而引发

“滚雪球”效应，使区域教育的整体实力不
断壮大，办学品质不断提升。

今年，成华区还将继续增加优质教育
多元供给,多举并措，打造教育品牌“成华
军”。

创新打造新兴品牌。超前谋划年内
新建成的11所配套学校（幼儿园）品牌定
位，依托“名校领办、委托管理”等模式实
现高起点办学。加强与成师附小、龙江路
小学教育集团的领办合作，高起点办好

“鲁能城”配套小学、龙成小学。
提升壮大现有品牌,做强10个市级

名校集团，壮大龙头学校品牌实力。以列
五高中新校区竣工投用为契机，以成都市
领航高中项目为抓手，做大做强百年列五
国重品牌。以49中优质扩容和创省二级
示范性高中为契机，加快现代一流高中建
设步伐。积极引进域外品牌。深化市域
品牌合作，积极引进成都知名教育品牌
1-2个，做强石室、树德、嘉祥“成华品
牌”。

据了解，成华区将继续深化与国内国
际知名教育品牌的合作，做强成华教育

“中学品牌”。4月16日，成都市成华区教
育局与加拿大渥太华卡尔顿公立教育局
正式签署区域战略合作协议，今年内将启
动建设三所国际化品牌学校，选址就在东
客站片区。建成后，将在成华区形成从幼
儿园到初中全覆盖的基础教育国际化品
牌学校集群。这也是全市首个面向普通
市民，涵盖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公办国际
化品牌学校群。

一个计划

优秀名师成长倍增
构建“双金字塔型”人才支撑

教育是构成城市竞争力、吸引力的关
键因素。实施教育优质倍增工程，强师
资、着力构建人才支撑成为重中之重。

过去一年，成华区教育局先后实施了
教育名家涵育计划，推进教育家工程、名
师名校长领航工程、青年才俊锻造工程。

2017年3月19日，“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学
语文特级教师、深圳明德学校校长程红兵
走进成华小学，看到有剪纸风格涂鸦的窨
井盖、长达56米的“成都民俗风情木刻版
画”等上千幅师生原创艺术作品时，连声
赞叹，“成华小学最好的教育是给了孩子
一个梦，她有能力为每一个孩子埋下美好
的种子，让他们具备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创生出有价值的未来构想。”

成华区教育局认为，优秀名师倍增，
首先要从校长抓起。程红兵就是成华区
专门从深圳请来的特约培训专家之一。

“领航校长”班的校长们与来自全国的名
校长结对子，实行一对一的指导培养，首
批入选的管理干部有18名，涵盖小学、初
中、高中各个学段。

今年1月4日，成都市成华区“青年才
俊锻造工程第一期培训班”开班，120名
来自一线的青年教师“入学”。这120位
学员将通过“理论培训+专业实训+跟岗
学习”的方式，以名师访谈等形式，与本
地、省市等名师、专家进行对话，汲取经
验，或到名校体验校园文化，了解教师发
展团队的组织与管理。这也是成华区“优
质教育倍增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

“教育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也
需要正确的平台，人才也需要锻造、被认
可，要从全方位提升人才的素养。”作为培
训班导师，石室中学校长田间评价道，此
次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人才、提升人
才、发现人才，这是最核心的竞争力，这个
平台是人才发现、人才展示、人才培养的
最佳方式，是成华教育核心竞争力的起点
和方式。

通过搭建多层级发展平台，着力增强
中坚力量，重点打造领军人物，构建从基
础到顶尖的“双金字塔型”师训干训工作
体系，成华区持续不断的发力。按计划，
到2021年，成华区将新增省市特级教师
和市区学科带头人120名、累计达500
名，新增名师名校长工作室13个、累计达
40个，全区中小学骨干教师比例达65%、
优秀教师比例达70%，研究生学历教师达
300名。

成华区优质教育倍增工程成果卓著
百年华西中学再次擦亮名校品牌

5 月 9 日，四川省教
育厅发布 2018 年四川省
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名
单，成都市成华区2所中
学榜上有名。其中，华西
中学被批准为省一级示
范性普通高中，成都 49
中被批准为省二级示范
性普通高中。

近两年，成华区已新
增优质学位 2.1 万个，先
后有列五中学等 3 所中
学获评省级示范高中，3
所中学被评为特色高中，
形成了省级示范高中+特
色高中全覆盖的发展格
局。

据悉，自 2017 年成
华区启动实施优质教育
倍增工程行动计划以来，
政府加大财政投入，统筹
推进教育品质提升，初步
实现优质学位、品牌名
校、优秀名师、特色项目

“四个倍增”，成华区教育
整体实力和品质实现历
史性跨越。

星期四
2018.5.10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回到母校。

华西中学学生在阅读书籍。

华西中学学生和外国友人在一起。

1919年华西中学12班合影。

2018年四川大学生
应征入伍开通“绿色通道”

大学生入伍
享受8个“优”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
媛莉）5月9日，四川省暨眉
山市2018年大学生征兵启
动仪式举行，四川省军区副
政治委员陈宝明现场宣布，
2018年四川大学生征兵工
作正式启动，在川大学生应
征入伍“绿色通道”正式开
通。

大学生入伍，是实现中
国梦强军梦的重大战略决
策之一。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从省征兵办公室了解
到，四川作为全国征兵大
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兵役
机关历来高度重视大学生
征兵工作，为大学生应征入
伍提供了8个“优”——优先
报名应征、优先体检政考、
优先批准入伍、优先安排去
向；经济优待、成长优待、助
学优待、就业优待。

基于全省统一的基本
要求，各市（州）还制定有更
细化的“优先”“优待”执行
标准，为在川大学生量身打
造 应 征 入 伍 的“ 绿 色 通
道”。以眉山市为例，8个

“优”细分成23条，涉及入伍
奖励金、资助学费、士官增
资、保送入学、考研加分、公
招优先等。

记者从成都市征兵工
作办公室了解到，去年成都
对参军入伍的大学生（含大
学新生和往届毕业生），按
照本科生不低于8000元、大
专生不低于6000元的标准
给予一次性奖励，而2018年
将会进一步提高。

另外，在现行优待金的
基础上，成都去年对参军入
伍的大学生，按照本科生上
浮35％，大专生上浮25％的
标准增发义务兵家属优待
金。同样，2018年优待金也
将进一步提高。

在眉山市，入伍大学生
服义务兵役的2年，获得的
经济优待最高达13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想玲
图片由成华区教育局提供

2017·幸福1.0
近万名新娘晒出幸福瞬间

2017年5月20日，一个寓意“我爱
你”的浪漫日子，郎酒股份和华西都市报
携手推出“红花郎·幸福2017”，一场关
于爱情的旅程正式起航。

2018年 4月 20日，“红花郎·幸福
2018”启动，我们再次种下一粒种子，等
待幸福的人用爱来浇灌、培育。

2017年，我们在酒香中品味爱情，
并重磅推出“十大最美新娘”“十佳中式
婚礼”“十佳婚庆酒楼”评选。全网九千
余名新娘积极响应征集令，晒出自己穿
上婚纱的最美瞬间。

在湛蓝大海前相拥，在浩瀚星空下
许愿……九千多对新人，九千多种不同
的恩爱的“姿势”，唯一相同的，是他们脸
上的笑容，以及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期
待。在为期半年多的评选中，我们看到
了新娘们的幸福笑脸，倾听了她们的爱
情故事，见证了她们的感动瞬间。

来自绵阳的林凡芮，是九千多名幸
福新娘中的一个，被网友票选为“十大最
美新娘”，并获得了马尔代夫浪漫游的名
额。如今，这位“最美新娘”已升级成为

“最美准妈妈”。

2018·幸福2.0
为幸福奋斗的你更美

2018，为爱再出发，幸福再升级。
“幸福 2.0”版的“红花郎·幸福

2018”自启动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4月20日的启动仪式上，四川
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代跃“手动”点赞，为
幸福题字：“为幸福干杯 向奋斗致敬”。
这十个字，也是本次活动的主题。

幸福，与奋斗密不可分。
放弃名校，一起走上动画道路的学

霸夫妻；相濡以沫44年，夫唱妇随当果
农，建起带富一方的优质杂交柑橘基地；
因“网恋”结缘的“海归夫妇”，不甘平淡
创业开店……在“红花郎·幸福2018”
中，我们更关注为幸福而奋斗的人们。

2018 年，我们依旧推出“三大榜
单”，分别是“红花郎·幸福2018最美新
娘”“红花郎·幸福2018金牌宴席酒楼”

“红花郎·幸福2018优秀联盟商”。“延续
去年的幸福精神，但又全面升级。”郎酒

股份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幸福奋斗的人
最美，本次“最美新娘”评选，除了“颜
值”，更看中“奋斗值”。此外，本次榜单
新设了“优秀联盟商”子榜单，“2017年，
郎酒入选国家品牌计划，我们也将继续
在品牌、品质建设上加大力度。”

月月有奖
“专属版1.65L大红花郎”

从2017年的“十大最美新娘”，到
2018年“红花郎·幸福2018最美新娘”，

“最美新娘”前的限定词减少了。这次，
我们不再只是“一次定排名”的评选了。

主办方介绍，从5月10日0时起，活
动将开启报名通道。投票时间从6月1
日0时持续到8月31日24时。在投票
开启的每月底，即6月30日24时、7月
31日24时、8月31日24时，都将进行一
次评选。根据票数统计，排名前50的参
赛者，将获得当月“最美新娘”。

也就是说，有150名幸运儿将获得
“最美新娘”的殊荣。为你送上的“专属
版1.65L大红花郎”酒，将见证“最美新
娘”们最幸福的时刻。

“红花郎·幸福2018金牌宴席酒楼”
评选依旧采取“初赛+决赛”的模式，通
过票选以及专家评审，最终选出100家

“红花郎·幸福2018金牌宴席酒楼”，并
为他们颁发奖牌和1箱红花郎。“红花
郎·幸福2018优秀联盟商”则将直接通
过票选，选出100家优秀联盟商。

这样报名

红花郎·幸福2018最美新娘

全川范围内的新娘或者已拍摄婚纱
照的准新娘，都可以在封面新闻APP专
题页面及青花郎官方微信进行报名。

红花郎·幸福2018金牌宴席酒楼

全川范围内与红花郎有合作的宴席
酒楼，同样都可在封面新闻APP专题页
面及青花郎官方微信进行报名。

红花郎·幸福2018优秀联盟商

全川范围内红花郎联盟商都可在封
面新闻APP专题页面及青花郎官方微信
报名参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红花郎·幸福2018”三大评选报名开启

你是“最美新娘”吗？
快来晒照秀恩爱

想分享自己最幸福的时刻，
想对爱人说出浪漫宣言，却不好
意思？红花郎给你为爱发声的机
会——延续“红花郎·幸福2017”
的浓浓爱意，4月20日，郎酒股份
再度携手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推出“红花郎·幸福 2018”，为幸
福干杯，向奋斗致敬。

现在，我们发出征集令，寻
找“红花郎·幸福2018最美新娘”

“红花郎·幸福2018金牌宴席酒
楼”“红花郎·幸福2018优秀联盟
商”。这一次，幸福再升级，正被
幸福环绕的你，可别错过如此洋
气“晒幸福”的机会哦。

报名须知

制图/高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