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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情况比较特殊。”
生物老师谭梦黎开门见山。
相对传统意义上的高三年
级，她的资历是特殊的——
教学经验仅四年，连续两年
任教高三。特殊的还有学校
委派给她的教学任务——做
好整个高三年级3个理科班
的生物教学工作。

在同学们的印象中，谭
梦黎常常像陀螺旋转于三个
教室和办公室之间，“我经常
问自己，是否挖掘出每个孩
子最大的潜能。”一人带一个
年级，这是困扰谭梦黎最大
的难题。为此，她每天必会

“钦点”四五个学生见缝插针
做个性化辅导，一句“今天你
必须把我找到”成了她的口
头禅。学生们常常见到谭老
师在教室门前、走廊间、楼梯
道上“点拨”学生。

“学生水平不一，当老师
的就该想方设法‘补齐’。我
一直以优生为备课标准。”谭
梦黎胸有成竹。这是由于学
校在委以重任的同时，为老

师们提供有强大的“智囊
团”。早在2013年七中领办
七中八一开始，学校就制定
了“缘于七中、依托七中、学
习七中”的兴校方针。学校
聘请了成都七中九个学科的
高级、特级教师，作为教育教
学的指导专家，他们每周到
七中八一学校，指导教师备
课与上课、布置与处理作业、
试题命制与分析等教学工
作；七中八一的老师们在成
都七中也有对应的师傅，他
们每周都会到成都七中推门
听课，师傅们大方分享习题、
测验卷以及教辅资料，这让
一批年轻老师迅速成长，他
们独当一面的自信与笃定，
成为七中八一独特的风景。

“七中的老专家胡飞振五年
如一日每周到校听我的课，
七中师傅倾囊相授教学方
法，再加上学校生物组集体
备课、诊断考试后集体会诊
……我一刻也没觉得自己在
孤身战斗。”谭梦黎由衷地
说。

五年一飞跃
成都七中八一教师不忘初心育英才

今年是成都七中整体领办成都七中八一学校的第五年。
“学校被领办了多少年，我就在学校呆了多少年。”高2018届英
语教师董惠玲犹记得，2013年，学校开办高中，录取线仅为当
年省重调档线573分，实际录取的一半学生还低于这个分数。

严峻的生源状况并没有浇灭这片教育热土的勃勃雄
心。五年一蜕变，五年一飞跃，2018年四川高考，七中八一牛
气贯长天——学生龙竹伊理科688分，与学生赵海若提前被
清北招生组“锁定”，全校600分以上学生高达42.5%，更有5
位物理满分、1位化学满分，还有3位并列英语146的高分！

2018届年级组的老师们不敢懈怠。来不及分享毕业班
孩子们的喜悦，他们已搬到高一年级办公室进行衔接教学，
开启下一个“三年”。

她亦师亦母
“用温柔陪伴护你周全”

到了高三，从早上 6:50 陪学生跑
操，到晚上11:00查完寝，是高2018届
语文老师、班主任王开芳大部分时候的
在校时间。除了常规的语文课，她每天
还抽出1~1.5小时和班上的孩子们相处。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王开芳
却一再强调它们普普通通——只不过是
中秋节捎上班里5个长期留校生，和家人
在饭馆共进晚餐；不过是在学生得了肺
炎要住院，家长外地出差的情况下，拖起
4岁的女儿飞奔到医院照料学生直到病
情稳定；不过是每个学生过生，她都送孩
子一本他们喜欢的好书，一坚持就是两
年。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
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受这座军
地共建学校的影响，“老西藏”精神在王
开芳身上发着光。然而，她忍得住艰难
困苦，却不忍心看学生迷茫困惑。因此
当学生瑶瑶（化名）声泪俱下倾吐内心苦
闷时，她抱着这个无助的女孩哭成一团，

“我是老师，也是母亲。比起诊断考试
200多的分数，我更急于赶走她内心的阴
霾。”高三期间，王开芳把大部分时间倾
斜在瑶瑶身上，不论是没有结果的发泄，
还是对未来出路的讨论，她就像任由倾
诉的树洞，从不缺席。当瑶瑶说想去艺
校尝试学习声乐时，王开芳脱口而出：

“你尽管尝试！”一个学期的艺术集训时
光，如一道阳光驱散女孩心中的迷雾，王
开芳见证了瑶瑶的蜕变。看着她登上讲
台唱起了歌，和同学们开怀大笑，王开芳
几度湿了眼眶，“当老师的，爱学生要爱
得远。我希望她走出七中八一校门，也
能笑得灿烂。”

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尽管高三教
学时间紧、任务重，在年级组长丁厚云眼
里，老师之间已形成不予言说的默契，配
合战打得精彩无比。他称自己为送水
果、打开水的“后勤协调队长”，默默利用
业余时间，整理出一册册《自主学习管理
家校联系本》《早操考勤记录表》《学生自
主管理本》《高2015级踩线生档案》等电
子书，从细处着眼，系统化提高老师教学
管理效能。

追求卓越，同时着眼学生终身发
展。校长史玉川坚信，教育不是高呼口
号，不是填鸭，更不是说教，而是培养让
未来社会变得更加美好的人群。老师谦
逊地帮助学生成就梦想，实现其个人价
值，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

带过五届高三，也教过清北
班，英语老师董惠玲曾也是省一
级示范校遂宁市大英中学的骨
干教师。2013年，她舍弃大大
小小的光环来到成都七中八一
学校，想大城市的学校“看一看、
闯一闯”。

“这一来，来对了。”在享受成
都七中“立体式培训”的同时，董
惠玲被学校的教育理念颠覆：“在
这里，英语不再是沉闷的语法、呆
板的单词；而是一把钥匙，开启的
是学生的个性发展，培养的是学
生的眼界、谈吐、思辨，打开的是
学生通向广阔天地的大门。”

回忆高中三年，学生高泓睿
感慨自己在“董小姐”班上很幸
福。高一你追我赶，玩起单词拼
写大赛；高二惟妙惟肖，英语配
音大赛搞起来；高三登高望远，
挑战全国创新英语作文大赛；更
别提那些高一高二连着开展英
语才艺表演。在董老师的建议

下，家委会还专门买来一套书虫
系列双语读物放在班级传阅，世
界名家的作品令学生们如痴如
醉……

去年9月，董惠玲迎来第五

届高三学生。这一年，她的孩子
上六年级，丈夫也碰巧任教高
三，一家人聚少离多，几乎没有
凑齐吃过一顿饭。这一年，她递
出去的钥匙帮助学生打开了各
式各样的大门——2016 年和
2017年，廖雨和高泓睿分别获
得“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
一等奖；学生赵海若赴北京参加
希望之星总决赛，前几天还通过
了雅思考试。

做中国的理想教育，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在七中八一，你
有多大能耐，就有多大舞台，不
同发展方向、不同发展层次、不
同个性特长的学生，都能够在这
里找到成长的土壤和展示的平
台。“我反复告诉学生，他们只有
一个最关键的三年，于我而言却
有无数个。”董惠玲说，她愿意守
候这方沃土，当一个不断打磨锤
炼的匠人，开启学生五彩斑斓的
幸福人生。

她对标七中
一人担起高三生物教学

她转变思路 递给学生个性发展的钥匙

王开芳老师指导学生阅读和写作

运动会开幕式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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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成都中考志愿填报启动
部分公办民办高中招生计划大公开

今日下午，2018年成都中考的志愿填报就要开始了。今年全市共设16个招生区域，中心城区设7个招生区域：“5+2”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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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招生区域，龙泉驿区、青白江区、双流区、温江区、
郫都区、新都区各作为一个招生区域。郊区新城设9个招生区域。心仪的高中招生范围如何？招几个班？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帮您打探公办、民办高中2018年的招生计划，让你家孩子的升学之路走得更顺畅。

成都石室中学
（文庙校区）

今年石室文庙面向“5+2”区域
招收9个班，计划招收人数为450
名，其中统招生423名(含指标到校
生212名），调剂生27名。此外，学
校还面向全省招收一个50人的外
地生班。另定向招收一个50人的
民族地区扶贫网班。

成都石室中学
（北湖校区）

今年该校面向“5+2”区域招
收8个班，总计划360名学生，其
中含统招生 336名(指标到校生
168名），调剂生24名。面向龙泉
驿区等15区（市）县招收1个班，
计划人数为45名，其中统招生42
名（含单独面向简阳市招生2名），
调剂生3名。

成都七中
（林荫校区）

今年该校面向“5+2”区域
招收8个班，计划招收400名
学生，其中统招生376名(含指
标到校生188名），调剂生24
名。该校面向全省招收1个外
地生班，班额50人。

成都七中
（高新校区）

学校面向“5+2”区域招收 8 个
班，招生计划为360名，其中统招生
336名(含指标到校生168名），调剂生
24名。面向龙泉驿区等15区（市）县
招收1个班，计划45名学生；统招生
42 名（其中含单独面向简阳市招 2
名）；调剂生3名。此外，该校还面向
全市招收1个名额20名学生的校园
足球班。

成都树德中学
（宁夏校区）

2018年，学校面向“5+2”
区域招收 7 个班，总计划为
350人，其中统招生329名(含
指标到校生165名），调剂生
21名，此外，学校还面向全省
招收一个50人的外地生班。

成都树德中学
（光华校区）

今年该校面向“5+2”区
域招收 12 个班，总计划为
480人。其中统招生456名
(含指标到校生228名），调剂
生 24名。面向龙泉驿区等
15区（市）县招收2个班，共
80人，含统招生76名（其中
含单独面向简阳市招生 4
名），调剂生4名。

成都树德中学
（外国语校区）

今年，该校面向“5+2”区
域招收4个班，总计划为180
人，其中统招生168名(其中含
指标到校生84名），调剂生12
名。面向龙泉驿区等 15 区
（市）县招收一个班，计划招收
45名学生，其中统招生42名
（其中含单独面向简阳市招生
2名），调剂生3名。

成都石室天府中学
为了服务广大2018年中考考生，

指导考生填报志愿，解答考生中考志
愿填报中的疑问，选择最适合自己的
学校，成都石室天府中学将于6月30
日9:00至7月3日17:00在学校进行
中考志愿现场咨询，考生和家长可到
现场咨询。参加2018年中考的应届
初三毕业生（含外地生）也可以报读石
室天府中学国际部。考生除了参加中
考外，还需要参加国际部自主招生考
试。成绩认定包括自主招生考试成绩
加2018年中考成绩，录取根据成绩认
定结果，综合择优录取。

电子科技大学实验中学
由电子科大与成都高新区联合创办，

实施全封闭、住宿制管理，将以省级示范
性高中标准招收6个班。其中面向成都
市七城区（5+2区）内统招5个班。面向大
成都市通过自主招生招收1个电子信息
拔尖创新人才基地班。每班50人，6个
班，共计300人。班级设置包括：电子信
息拔尖创新人才基地班、机器人与人工智
能创新人才基地班、航空航天创新人才基
地班、数理创新人才基地班、化学生物拔
尖创新人才基地班、语言高水平创新人才
基地班，均有电子科大导师指导。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五龙山校区）

今年计划招收9个班，共计450
人，其中3个实验班。成都地区的考
生，成绩在中考重点线上的可以电话
咨询。其他地区有中考成绩的学生，
中考笔试科目成绩得分率大于等于
80%，录入实验班，面谈后视成绩给
予不同等级的奖学金。中考笔试科
目成绩得分率大于等于70%，小于
80%，录入平行班。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新校区）

今年计划招收高一新生18个
班，900人，其中实验班5个。考生
可于6月30日-7月5日，凭中考成
绩到校咨询。欢迎中考重点线上
20分以上学生到校面谈。有艺体
特长的学生可凭获奖证书到校面
谈。

成都石室外语学校
今年该校面向全国招收初中

2018届毕业生，户口不限。学生
需初中阶段综合素质评价等级为
A等；学习成绩优异，中考成绩达
到相应标准；如果有其他突出特长
的优秀初中毕业生（艺术、播音编
导表演、体育需参加学校组织的特
长测试）也可报名。此外，今年该
校将根据学生文化考试成绩设四
中网班2个、实验班2个、艺体班2
个，其余为平行班。

成都石室佳兴外国语学校

作为成都石室教育集团成员，为
让部分学生直接享受石室中学优质教
育资源和石室中学老师授课，从2017
年开始，每一届高中组建2个石室中
学网班，每班约40人。2018年高中
计划招收4个班，其中2个网班，总人
数约160人，主要面向成都中心城区，
凭中考成绩择优选拔，统一录取，不求

“学霸”，但求热爱佳兴，立志成才者！
为更好地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石室佳
兴将于6月30日-7月3日在校内举
办高中招生咨询，接受考生意向登记。

西雅美途外国语联合学校

今年该校根据学生不同的发展
方向，计划招收欧美、日韩国家方
向、国内外艺术方向等6个不同类别
班级，班额25人，共计150人。该校
面向全国招生，只要是应届初三毕
业生均可报考，户籍不限。考试科
目有英语、语文、数学、面试/口试。
考试时间为 7月 1日上午 10:00 和
下午2:00。

成都新津为明学校

该校今年招收高一新生共计585
人，其中为明宏志班招收90人，以培
养国内一流大学学生为目标；为明实
验班招收8个班，共计390人；为明中
澳课程班招收15人，课程以国际课
程为主，出口学校为英联邦大学；为
明中韩班招收30人，课程设置是国
内课程加国际课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晓蓓 张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