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2日晚，高考成绩放榜。自贡市富顺县高2018届2班的理科考生龙城轩，从网上查到了自己的成
绩——675分。对分数还算满意的他，没有想到这次考试获得了全市理科第二名的好成绩。从2015

年到2018年，连续四年，富顺二中创造了富顺教育史上的一个高峰。
走进富顺二中新校门，走廊尽处，立有一块“觅叶寻根”石。石上的刻文，由知名校友伍松乔撰文、钱来忠书

写：“千万里，一棵树。百年间，几代人？亦歌亦梦，此叶此荫。有风有雨，此干此根。绕树不绝文化脉，这边风景
赤子心。十岭常绿，于斯为盛！”

百余年来，多少心怀鸿志的富顺二中学子，如“觅叶寻根”石所描绘，承传文脉，为学校“紫藤文化”的百折不
挠所触动，踏上了意气风发的人生旅途。近年来，富顺二中在富顺县打造“川南教育强县”的背景下，在学校百年
文化的支撑下，砥砺前行，奋进新征程，取得了一系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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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教育新高地 不忘初心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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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高考
连续四年三次创造历史新高

2018 年，富顺二中高考中
再创辉煌。一本上线462人，本
科上线 1147 人，拔得全市头
筹。一本人数和本科人数都超
额完成市、县教育局下达的指标
任务。龙城轩同学以675分获得
全市理科第二名，彭静同学以
674分获得全市理科第三名。优
生班1班一本率100％，2班一本
率 95.6％，3 班一本率 97.8％。
600分以上优生达125人。

在生源与同类学校相比并
不理想的情况下，2015年，富顺
二中高考实现“逆袭”，突破历史
新高。高考综合考核拔得全市
头筹。2016 年，富顺二中继续
发力，再创历史新高。2017年，
富顺二中连续第三年突破历史
最好水平，打了个“大胜仗”。不
仅考出了全市文科“得分王”，文
科重本上线人数也是全市最好，
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其中张望
老师所带的班级，囊括了全市文
科前6名，前10名就有8个。全
校十几名学生考入全国顶尖高
校的九校联盟。

2015年到2018年，连续四
年，富顺二中刷新了富顺教育
的新高度。不仅超越了自我，
也为建设“川南教育强县”注入
了“强心剂”。这四年，每年步
上一个新的台阶。不一样的高
考成绩，诠释了富顺二中在富
顺教育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一样的校园
永远在尝试别人没走过的路

“我的目标是中国科技大
学，想报考电子信息类专业，希
望今后能够从事我最感兴趣的
科研工作。”龙城轩略显腼腆地
告诉记者。喜欢和同学自学研
究高数，曾获得全国数学竞赛
二等奖，还是省优秀学生干
部。龙城轩除了是学习上的

“佼佼者”，还是篮球、羽毛球、
乒乓球等体育运动的好手，“它
们能帮我减轻压力、理清思路，
为身体和思想充电。”

富顺二中的学子，身上总
有种不一样的气质和思考，他
们总喜欢新鲜的尝试。高考
前，每晚第三节自习课后，空荡
荡的校园内会突然涌出上千名
学生。他们在校园内集体奔
跑，一边放松身心一边交流学
习，啪啪的跑步声响彻校园的
夜空。千人夜跑，这是富顺二
中校园独有的一道靓丽风景
线。

“体育运动除了能缓解学
生的焦虑，提升身体素质，还有
助于班风、学风的建设。”高
2018 届年级德育主任谭鸿介
绍，同时，它也是与社会相对隔
绝的学生们，学习社交的一种
健康方式。这种校园亚文化的
自发兴起，更多地是来源于富
顺二中百年文化的潜移默化。

近年来，学校一直在探索
“134”德育实践模式。富顺二
中高 2018 届的师生，健康成
长，和谐发展。这种模式，受到
市、县教育局的“点赞”，在全市
推广。高三上下学期，年级组
织全体高三师生在宜宾南溪干
部培训基地参加户外拓展培训
活动。凝聚力、责任感、团结协
作、突破自我……师生们感悟
到的身心体验，与他们在高考
煎熬中的感受如出一辙。通过
拓展活动，所有老师和学生都
从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

“针对当前的教育行业格
局，我们在全市首创教师竞聘
上岗的用人制度，实施‘有为就
有位，无为就无位’的管理理
念。由学校聘任年级组、年级
组聘任班主任、班主任聘任科
任老师，制度激发了全员的热
情。”校长陈刚介绍，同时，出台

《教职工教育教学质量考核奖

励办法》和《高考质量奖分配方
案》，通过教学质量决定津贴待
遇。如今，热情被激发的教师
们，平均津贴待遇比以前提高2
倍 以 上 ，工 资 总 收 入 上 浮
20%-30%。

不一样的视野
站在川南望向世界握手异国教育

“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时
代，富顺二中拥有百年文化的
积淀，但我们同样需要兼容并
蓄的创新和尝试。”陈刚说，今
年，富顺二中计划与美国南加
州圣地亚哥湖滨中学以及英
国、马来西亚的中学结成‘姊妹
学校’，互相派遣教师、学生进
行跨国界、跨文化交流，融合双
方优势，提升教育软实力，创新
打造本土教育品牌。

未来 5 到 10 年，富顺县将
以富顺二中为龙头，发展优质
普通高中教育。到2020年，将
富顺二中打造为全省知名度和
影响力较高的教育品牌。“与美
国名校的结盟，将有助于学校
拓展国际视野，吸纳他国教育
文化，早日打响富顺二中教育
品牌。”

陈刚介绍，与此同时，富顺
县实施“川南教育强县”工程，
投入4亿元对学校进行改建和
扩 建 。 新 建 校 舍 建 筑 面 积
70527m2，建设运动场、校园道
路，绿化校园。打造老校区
47033m2 校园风貌，改造校园
道路，绿化校园及配套水电气
等管网设施。2019年8月完成
改扩建工程，建成后的富顺二
中将旧貌换新颜，极大改善办
学条件，比现在的校区面积“长
大”一倍！

届时，凭借中外教育文化
的融合，这个“才子之乡”最大
的才子摇篮，将盛产更多的当
代“富顺才子”。据了解，富顺
二中是自贡市首批创新拔尖人
才早期培养基地校。多年来，

学校一直在实施拔尖人才培养
计划。今年，将在自主招生录
取的优秀学生中选拔 150 人，
编设3个创新拔尖人才培养实
验班。在初一新生中选拔100
人，编设2个创新拔尖人才培养
实验班。开设《科学研究与实
践教程》、《奥林匹克竞赛教程》
等系列课程，通过课程、课题、
任务和导师的引领，培养学生
科学精神、创新能力和个性特
长，旨在为C9类高校输送一大
批创新拔尖人才。

不一样的文化
百年名校缘何吸引万千校友？

“当今社会，在教育界中也
存在着‘文化荒漠’的现象。但
富顺二中的文化，百年来却形
成了对社会磁石般的吸引现
象，从学校走出去的学子身上，
都有一种母校情结的‘文化自
信’。”陈刚说，“紫藤文化”的百
年传承并非一成不变，它一直
跟随时代的脚步进化、嬗变，让
走出校门的莘莘学子，能够更
加从容地应对瞬息万变的社
会。

在百余年的历史中，富顺
二中一直与时代风云息息相
关。它因清廷“变法”推行教育
新体制而诞生，首任监督（校
长）廖正华曾是清廷翰林，怀抱
教育救国思想，曾赴日本考察
教育。第八任校长、同盟会员
李宗吾著作等身，所著《厚黑
学》显示革故鼎新的勇气和批
判精神。刘光第长子、教师刘
长述是同盟会会员，曾为辛亥
革命作过贡献……

在当代，富顺二中培养出
的许多学生，已成为国内外著
名专家、学者。郑安民博士和
他的团队成功研发的淋巴清扫
仪，将为癌症手术带来技术性
革命。现任中国核动力研究设
计院院长的罗琦教授，曾获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1项，为国家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入选国家百
千万人才工程。钟声博士，
2012 年至今担任海信集团芯
片公司总经理和首席科学家，
曾成功设计了中国首款超高清
电视高画质处理 SOC 芯片，使
中国电视显示技术及电视机产
品由跟随者成为领跑者。

除了科技界的精英校友，
伍松乔、张新泉、郭敬明……这
里还是知名作家成长的摇篮。
百余年办学历史，积淀了深厚
的校园文化，从最初的校训“堂
堂正正做人”，到1962年的“根
深叶茂，事在人为”，1993 年的

“ 求 是 、创 新 、坚 韧 、奋 进 ”，
1998 年的“以人为本，以章治
校”，都始终把师生发展放在首
位。

“‘校友文化’最能体现富
顺二中的‘紫藤文化’，从学校
走出的师生，对学校的认同感、
归属感和幸福感，都是非常罕
见的。”陈刚介绍，富顺二中的
校友聚会，一定会回学校走一
走、看一看。每年有大量的校
友回校缅怀青春，富顺二中的
校园对他们似乎有一种磁石般
的吸引力。遍布校园的碑文，
也是众多知名校友所提供，形
成了富顺二中独有的“石碑文
化”。

随着校友的寻根，他们又
用 各 种 方 式 反 哺“ 紫 藤 文
化”，因此百余年来，富顺二
中辈出才子和名人。这种水
乳交融的文化氛围，至今仍
在持续演进。它就像校园内
那株 150 余岁的紫藤树，苍劲
盘曲，见证了富顺二中百年
岁月的沧桑与顽强。正如那
些莘莘学子，相互团结着奋
力向上攀爬，百折不挠，永争
上游，厚积薄发。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刘恪生

富顺二中打开全球视野
百年文化吸引万千学子

富顺二中西校门侧面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