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立学长、清华大学博
士邓磊在为泸州天立学校高
三学子作报告，鼓励他们追
求梦想。

文科 640 分、639 分……
理 科 682、679……22 日 晚
2018 年高考成绩揭晓，随着
一个个好成绩被“晒”出，天
立学校2018级家长微信群一
片沸腾！

据不完全统计，该校高
三（10）班（理科）25 人，高考
平均分达到 660 分；高三（9）
班（文科）24 人，高考平均分
达 618 分，全省前 200 名占 9
人；全年级重本上线率达到
86%，理科人平总分604分，文
科人平总分 560 分。这样的
数据在川内都堪称一流！

除了喜悦之外，家长们
表达出对于学校的一声声感
谢。一位家长在得知成绩
后，在自己的朋友圈这样写
道：好样的，我的儿子！好样
的，泸州天立！三年时光，孩
子的点滴进步，离不开学校
老师的辛勤培育，谢谢你们！

“泸州天立究竟是一所
怎样的学校？”“为什么选择
天立？这所学校为何让家长
如此认可？”“三年的学习后，
天立又给这些孩子们带来了
什么？”带着这些问题，记者
走进了泸州市天立学校。

通过与一届届天立学子
的交谈，这些问题有了答案：
尽管学习很辛苦，压力很大，
但天立的学子们，没有一个
是外人想像中的“书呆子型”
学生，除了书本上的学习之
外，他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有
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每一个
人，都充满着对学校、对老
师、对同学、对社会的爱心，
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卓越的
路上不断超越自我。

天立带给你什么？无论
是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攻读
博士的周宇炼、还是从清华
大学到美国攻读博士后的邓
磊，还有刚刚参加完高考取
得682分好成绩的明祥东，回
答都出奇一致：“学会做人、
学会生活、学会学习、学会创
造！”这句篆刻在学校教学楼
上的四句话，正在持续影响
着天立一届届学子，成为从
这里走出去的天立学子的

“精神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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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养个性铸特色 立己达人育英才
泸州市天立学校高考再创佳绩 重本上线率超过85%

学力课堂特色教学
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

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能
力，如何提高课堂效率？在从

“重教”到“重学”、从“重授”到
“重导”的转变中，天立学校把
“以生为本”做为教育教学价
值导向，坚持“以学定教、多学
少教、因学活教”，致力探索学
力课堂，以学力培养为核心，
以问题驱动为主轴，以小组建
设为载体，课堂教学充分体现

“导学、自主、合作、探究”。
天立学校的课堂和其他

学校相比显得有些不一样，在
老师讲授完知识点，课堂上一
下热闹起来，老师与学生一起
拟定核心问题，各小组根据问
题互相讨论，并由小组代表汇
报，学生和学生、学生和老师
直接进行有效互动，在思维的
碰撞中一个个知识点轻松掌
握。“我们的教案充分体现了
导读、导思、导听、导记、导
练！”对于教学，高三班主任、
语文老师任媛老师总结。为
了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在教案的设置上不仅要考虑
知识难点、还要考虑学生的知
识面，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思
考，学生能够很快吸收课堂教
授的知识。

天立学校高中部校长杨
兵介绍，目前，“学力课堂”已
经覆盖了学校的所有学科，在
不断推进完善过程中，学校教
学已实现从“满堂灌”向“教
——导”互动的转变，从无差
异教学到因材施教的转变。

创新的教学模式也带动
着整个年级“全速前进”，以任
媛老师所带的理科“直升班”
为例，该班44人，重本上线43
人 ，超 过 600 分 39 人 ，超 过
630分23人。

为了给学生卓越发展提
供更好的平台，学校还开设特
级教师、名师学科竞赛辅导课
程，聘请大学教授开设大学先
修课程，组织学生参加清北名
校各类夏（冬）学科营、优生营
活动，参加“全国中学生基础
知识与创新能力大赛”和清华
大学“中学生标准学术能力测
试”。2018 年，学校 100 余人
次通过名校自招，涵盖清华

“领军计划”、北大“博雅计
划”。近三年，天立获清华“领
军计划”自主招生加分 9 人，3
人获清华领军优秀加分。今
年，天立还有2人获北大“博雅
计划”加分。

再过 2 个月，又一批新的
天立学子将走进这所“追求卓
越”的学校，新的梦想将再次起
航，新的目标也已锁定：天立学
校校长陈光明介绍，未来 2-3
年，天立将目标瞄准重本率超
90% ，985、211 工 程 大 学 超
60%，实现办学实力全省一流。

洞悉时代脉搏，引领教育
发展，天立人仰望星空，砥砺
前行，追求有灵魂的优质教
育。天立人的追求，永无止
境……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曹实秋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好的教
育究竟能带给学生什么？“教育不
是填鸭、也不是说教，更不是简单
的知识掌握！好的教育应该是有
灵魂的，是为学生卓越成长搭建
更高平台，让他们成就梦想！”在
谈到这个问题时，天立学校校长
陈光明说出了有着天立追求的观
点。

这也是天立“涵养个性，立己
达人”教育理念最真实的诠释，天
立所倡导的优质教育，培养的其
实不仅是学生的成绩，而更多的
学生在三年的学习中，除成绩外
得到更多的是品德和人格的塑
造，对于梦想、对于目标、对于卓
越，不断超越自我的“天立精神”。

在采访过程中，众多的天立
学子没有去谈成绩，而是去感恩
这三年来自我的收获！“三年的中
学时光，是自己全面发展的三年，
它就像是人生的一颗梦想的种
子，会在我人生发展中慢慢开花
结果，如果没有学校一系列活动
的锻炼和班主任的关心，就不会
有我今天的成绩。”今年取得630
分（文科）的饶佩琳说，学校很注
重学生各方面综合素质的培养，
各种社团和活动丰富多彩，她也
加入了学校的校刊《天立新苑》，
成了一名校园编辑。“我觉得通过

社团活动锻炼了我的管理能力、
组织能力、交流能力！”

参加清华大学“领军计划”自
主招生获得 30 分加分的罗翌轩
说，参加自主招生的自信和积累，
也得益于在天立高中期间积极参
加主题班会、演讲比赛、艺术节等
几十项活动培养出来的创新思维
方式。

饶佩琳、董源、罗翌轩等一大
批优秀天立学子成长得益于以

“立”文化（立心、立命、立学、立
功）为引领，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
视野和创造能力的现代人的特色
教育。

学校对提高学生文化素质、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和培养
学生优良品德同样注重。学校
不仅注重学生的当前成长，更加

着 眼 学 生 长 远 发 展 和 美 好 未
来。记者从学校教务处了解到，
目前，学校组织成立了足球、篮
球、合唱、器乐、摄影、文学、舞蹈
等数十个社团，兴趣选修课，为
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了多元选
择，更科学地寻觅学生最近发展
区，促进学生全面个性成长。在
德育培养方面，每年学校都会组
织“六节四礼一感动”活动：即读
书节、健身艺术节、德育节、社团
节、家校节、感恩节；尊师礼、青
春礼、成人礼、壮行礼；“感动天
立校园人物评选”活动。学校希
望通过学校各方面的活动，让同
学们除了学会学习，也要学会生
活、学会创造、学会感恩。为学
生的健康成长，全面成长注入了
新的活力。

感动天立年度校园人物颁奖盛典。

高考、中考壮行礼。

我们走进校园，探寻天立学
校高考佳绩背后，那群在学生眼
中比分数更可爱的人。当我们接
触到学校的老师时，他们却一直
很谦逊，在他们看来对于学生们
的教育是一项“润物细无声”的工
作，更多的是需要以责任、爱、耐
心来做好平时的点滴，当好学生
们的“助梦师”，去激励他们的梦
想，去帮助他们实现人生的梦想。

“爸爸，你已经很久没有带陪
我去旅游了，你答应陪我去看樱
花，但是樱花都谢了，你还是没有
带我去，你答应陪我去摘草莓，可
是草莓下市了，你还是没有带我
去，每天很晚了你还在书房课备
课，甚至我有时候睡了你还没有
回家，我知道哥哥姐姐们还有50

天就要高考了，你作为班主任会
很忙，爸爸，我想告诉你，你一定
要注意身体！”

这段读起来让人“泪奔”的
作文，来自于高三（9）班班主任
涂海老师小学三年级儿子。屡
次的“爽约”、孩子的“抱怨”，对
于爸爸的关心，也许能从另外一
个侧面去了解天立学校老师对
于学生的爱和默默付出。“家里
的儿子是我的孩子，学校的学生
也是我的孩子，我希望都能陪伴
他们，见证他们的成长！”涂海老
师说。

在课余时间，走廊上、教室
内、办公室，常看见学生和老师之
间像朋友一样在交流谈心；三年
时光，天立的老师几乎全程在陪

伴学生。“我更多的把他们当成是
朋友，以他们乐意接受的方式，帮
助他们缓解成长生活的压力，去
指导他们如何去面对梦想和实现
梦想。”高三年级（10）班班主任
肖志刚说，和同学们在一起三年
的时间，对于班级里的每一位同
学的性格、学习状况及生活方面
基本上全部了解，每一位同学出
现情绪波动基本上他都能第一时
间知道，同时，他也会通过各种办
法及时为同学开导减压。还有马
德平、陈天贵、徐玉强、王孝红、唐
欣、张永亿、任媛、余前等，每一位
班主任老师都把科任教师组织起
来，为各自“承包”的学生提供个
性化指导和帮助，把精准个辅做
到极致。

为爱扬帆责任如山 助力学子梦想成真

涵养个性立己达人 让学生全面发展追求卓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