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自贡，不少学生
和家长都以能就读汇
东实验学校为荣。多
年来，在教育品牌形成
的口碑之下，“汇东实
验学校”这几个字仿佛
有无比的吸引力，吸引
着广大适龄家庭。近
年来，汇东实验学校以

“带队伍、强改革、促发
展、创品牌”为思路，以

“兴师强教、文化塑魂、
德育立人、教学固基、
安法保障和辐射引领”
为工作重点，凝心聚
力、务实创新，学校各
项工作取得了长足进
步，品牌效应日益凸
显。

“我们会去做‘真
正的教育’，做不被浮
躁的指挥棒、舆论圈、
利益、分数所左右，回
归本源的教育；我们要
做‘美美的教育’，尽力
让我们的学生‘美’不
胜收，努力使学习兴趣
盎然，全力助学生和老
师都绽放最美的自己；
我们要做‘有人的教育
’，总是以人的根本发
展为出发点，让学生、
老师站在教育的正中
央；我们要做‘专业的
教育’，让教育因专业
的高度而抵达专业的
尊严。”汇东实验学校
校长周德华的话掷地
有声，我们要让真正
的、美美的、有人的教
育，在校园内科学而靠
谱地落地实施，让我们
的教育生活更加有滋
有味、有情有趣、有恩
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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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教育新高地 不忘初心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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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中考十八载辉煌
自贡汇东实验学校培育“五有”汇东学子

“成绩出来的那晚，我先查
的数学，考了 142 分，感觉比想
象中还好。然后，又查了语文成
绩，最后查的总分。”汇东实验学
校春华校区初 2018 届 4 班的舒
畅同学，回忆起查分的情景还记
忆犹新，“看到总分我没啥感觉，
第二天与同学们一比，才知道原
来自己考得还挺不错的！”

2018年中考，汇东实验学校

又一次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
书写出中考十八载的辉煌篇
章！其中，自主招生考试拔得全
市各学校头筹。蜀光中学自主
招生考试面向全市招收 150 名
学生，学校被录取了54名，有22
名同学收到蜀光中学清北班的
录取通知。无论是绝对人数还
是百分比，都拔得全市所有学校
的头筹！同时，还有38名同学收

到自贡一中自主招生考试的录
取通知。蜀光中学、自贡一中自
主招生一次性硬上线92人（以上
数据均指不含补录数）。

同时，2018 年中考划线：国
家级示范高中上线人数335人！
蜀光中学官方网站公布的录取
名单中，学校被正式录取人数超
过第二名 30 人，以绝对优势又
在中考中拔得全市各学校头

筹！学校2018届毕业生中考年
级平均分名列全市前茅，高分段
人数更是绝对领先。750分及以
上 13 人，730 分及以上 53 人，
710 分及以上 110 人，700 分及
以上145人，697.7分及以上155
人，总分 667.7 分及以上人数高
达 233 人，总分 648.8 分及以上
人数高达335人！喜获大面积丰
收！

“得课堂者得天下”。近年
来，学校以中小学课改推进会、
家长开放日、“同课异构”等活动
为载体，以生为本，立足课堂，进
一步完善小学部“四习教学法”
和初中部的的“三环四步教学
法”，发展了学生思维能力，提高
课堂教学效益。

不仅如此，建校20余年来，
学校秉承“汇仁立人，特色立校”
的校训，以文化凝心，提升师生心
灵新境界。两个校区的花园、走
廊、雕塑、楼阁，以“仁”文化为统
领，核心价值观、文明标语与绿树
红花相趣成影，一步一景，以景育

人。大力弘扬“以人格魅力感染
学生、以精湛业务征服学生”的教
师精神，提出了“修身六有”“精业
六能”的教师文化。同时，努力培
育“学粹品端、追求卓越”的学生
文化，要求学生“人格修养六讲”

“学习品质六习”。培养“具有良
好习惯的、有优质生活的、有科学
思维方式的、有文化教养的、有国
际视野的”的“五有”汇东人。

去年以来，学校率先倡议提
出“优势互补，抱团发展”思路，先
后与解放路中学校建立课改共同
体，与美国圣地亚哥创新中学签
署了《姊妹学校合作备忘录》，构

建教育发展共同体。迈出了新时
期学校国际化、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一步。通过名师名校引领，传
播先进理念。周德华、余凡、高
力、杨德芬等人通过校长论坛、专
题讲座、教学示范等形式，在省内
外广泛宣传学校先进办学思想和
教育理念，扩大了学校的影响
力。通过名师送教下乡，助推区
域教师素质提升。学校13个省、
市、校三级“名师工作室”（省级

“高力名师工作室”，市级“周德华
名师工作室”，11 个校级名师工
作室）到富顺、荣县、沿滩、大安、
高新等区县，通过专题讲座、送教

下乡、名师展示、交互式课堂、课
题研究和名师培养等途径，辐射
带动2800余人次，促进了全市教
师教育教学水平提升。

2018年，学校将加快信息化、
智能化和现代化建设，才能发挥
优势，抢抓发展机遇，突破重围，打
造高新现代教育新高地。深化课
堂课程改革，掀起“课堂革命”，打
造轻负高效的“智慧课堂”，做到教
育资源丰富化，学生选择多元化，
教育手段现代化，人才成长个性
化，培养具有国际眼光和世界胸
怀、全面发展的汇东学子。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刘恪生

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汇
东实验学校学校拥有 146 个教
学班、8900 余名师生。初 2018
届的教师卓莉和李玲都是其中
的出类拔萃者。敬业、奉献、团
结、高效、敏锐，用这五个关键词
来形容汇东实验学校这一大批
优秀的骨干教师，再合适不过。

中考前，已经怀孕数月初
2018届的陈倩老师，还在坚持上
课。“请产假的头一天，她找到我，
把班上不少同学的问题逐一与我
沟通，生怕他们拖慢了学习进
度。休产假后，有一天我正在批

改作业，陈老师突然打来电话，跟
我交流最近课堂秩序的问题。”卓
莉说，我当时有点吃惊，她不在学
校是怎么知道的？原来，陈老师
很受班上学生爱戴，她也特别关
照班干部，不定期地报告班上情
况。最终，通过卓莉的说服，班上
调皮的学生开始乖乖地听课了。

还有不少年轻教师，虚心上
进，进步得非常快。“学校几年前
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柯佳译，
因为初踏入工作岗位，经常主动
来找我讨论问题。在教育教学
中，她有疑问或者困惑的地方，

都会虚心地请教其他老师。一
来二去，她的进步真的很快。”

在教师团队的五个关键词
中，高效和敏锐是这支队伍最大
的特点。“黄丹蕾就是一个高效的
学生，课堂的高效对学生真的很
重要。”李玲说，“在接近中考期
间，为了避免学生上课疲劳，我将
40 分钟的课堂分为三部分。前
10分钟积累诗词等知识点，中间
15分钟讲解学习方法，后15分钟
让学生们刷题，突出学习中的难
点重点，这也是一种为他们学习
减负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优

生会更加高效，而成绩相比更差
的同学，进步会明显提高。”

这是一支优秀、年轻的团队，
充满活力。一年来，学校教师在
全国微课展评、省“实验教学说
课”比赛、四川省第六届名师课博
会、市第二届“我的超级教师”技
能大赛、市教科所赛课，论文比赛
等各级各类竞赛中，学校教师获
奖多达227人次。学校现有中高
级职称教师234人，市级以上骨
干教师、名教师、教育领军人才
122 人，一大批优秀的名优教师
成就了汇东实验学校的辉煌。

来自春华校区初 2018 届 4
班的舒畅和南湖校区初2018届
5班的黄丹蕾，是这次中考的“佼
佼者”。她们分别以 769.9 分和
759.4 分的好成绩，名列前茅。
学校不少考生，都考上了川内多
所名校。

考出了如此优异的成绩，这

些 考 生 到 底 有 什 么 样 的“ 绝
招”？“我的经验是，数学要多刷
题，语文要多阅读名著，英语的
口语要跟上，最后考试时注意力
一定要专注。”舒畅自信满满地
回答。

而黄丹蕾则认为，夜里做作
业一定要加快速度，要不然熬夜

会影响第二天听课的精力。知
识点应该平时就记诵下来。上
课的笔记一定要做好，下来要整
理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
点，考试时千万不能太心急，心
态上一定要放松。”

“今年的语文考试，考了不
少的时事和社会热点，这也是与

以往的中考区别最大的一个地
方。”春华校区初 2018 届 7 班的
班主任李玲说，今年我们的不少
学生语文考得不错，这与平时我
们制定的“从课堂上的语文，延
伸到生活中的语文”的策略不谋
而合。提高语文素质和修养，其
实是为学生的一生夯实基础。

书写十八载辉煌 汇东实验学校中考再传捷报

关注学习方法 学生梦圆理想高中

打造高效课堂 教师团队身上有五个“标签”

推广“汇仁”文化 培育具有国际视野的汇东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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