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汗水浇开成功花，
实力再度续辉煌！在刚

揭晓的全市中考中，自贡市解放
路中学再创历史新辉煌。多年
来，“解中效应”已成为自贡教育
的一块“金字招牌”，向全市输出
了无数成绩优异的莘莘学子。

作为一所拥有89年文化积
淀的中学，解中终坚持立德树人
的办学宗旨，执着于“上善若水，厚
德载物，博学多能”的育人理念，践
行“理念领先、管理领先、成绩领
先、特色领先、素质领先”的工作要
求，秉承“为学生一生奠基，对民族
未来负责”校训，在大力提升传统
文化课堂效率基础上，开设了丰富
多彩的艺术类课程，为培养德智体
全面发展的学生而不懈努力！先
后被评为“四川省校风示范校”

“四川省文明校园”“四川省课程
改革先进集体”“四川省艺术特色
学校”“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
艺术传承学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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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硕果
蜀光上线123人
中考再交圆满答卷

“在今年的蜀光中学、自贡
一中、自贡成外、自贡衡水一中
富顺学校的自主招生考试中，
我们学校斩获颇丰，共有 128
名解中学子金榜题名！其中，
蜀光中学前 150 名上线 48 人，
清北班上线20人，位列直属第
一！自贡一中上线34人；自贡
成外上线21人；自贡衡水一中
富顺学校上线25人，位列全市
第一！”谈及今年的重高自主招
生考试，校长胡代国难掩欣喜
之情。他告诉记者，这些成绩
的取得，离不开教体部门的正
确领导，以及广大家长和社会
各界的大力支持，还有全校师
生的共同努力。

好事成双！在今年的中考
方面，解中再创历史新辉煌，该
校上蜀光 697.7 分录取线的人
数达到123人，占蜀光统招340
人的36.2%，全校中考总平均分
585.75分。该校第一名詹瑞敏
总分780.9分，比去年第一名还
高出5.8分，成绩喜人！这一次
解中中考的优异成绩，并非无
源 之 水 、突 兀 而 来 ，实 际 从
2009 年到 2017 年的九年时间
里，解中在市教体局直属学校

（含自井、高新区的学校）中，中
考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特别是
近三年，每年中考的前十名该
校就有五个，独占半壁江山，学
校连续两年获得全市唯一的初
中教学质量奖。

此外，全市第二批初中名
师工作室中，该校就有两个
——陈锐初中数学名师工作
室、郎静初中英语名师工作
室。在2017年，该校获得市级
以上荣誉30余项，全校教师获
得市级、省级、国家级奖励 158
项。特别是在去年年底，该校
教师代表四川省参加全国初中
数学优质课比赛获得一等奖中

的最优奖（全国仅有八个）。在
今年年初，该校青年英语教师
朱虹参加中央电视台诗词大
会，表现优异，冲出百人团，成
为诗词达人。2017年市直属学
校第二届超级教师大赛，前十
名该校就有八位。这届毕业班
教师的师资阵容同样强大，他
们已为学校争得多次第一和各
种荣誉。

教育有爱
从80分到121分
一名解中学子的飞跃

“满分150，我们班60名学
生的数学平均分就是124，考上
蜀 光 中 学 分 数 线 的 就 有 26
人。”陈锐，2018 届 5 班的班主
任、数学教师，作为市级名师工
作室主持人的他，在2006年曾
荣获全国优质课一等奖。

他告诉记者，自己喜欢跟
学生交朋友，利用闲暇时间去
了解学生们喜欢玩什么游戏、
听什么歌曲等，跟学生打成一
片，获得他们的信任和认可。
这样自己在课堂上和学生的交
流就变得特别顺畅，大家在轻
松的氛围中学到了知识、得到
了提升。

教育植根于爱。对于叛逆
不交作业的学生，陈锐也一套
自己的处理方式。在初二上学
期时，班上有一名男同学竟一
周没交数学作业。对此，陈锐
没有直接请家长了事，而是私
底下找这名男生来谈话。“原来
他是根据‘先易后难’来写作业
的，数学就被他放在了最后来
写。”陈锐表示，初二刚好进入
几何部分的教学，这名男生学
起来很吃力，于是每次他都会
等其他作业做完后，才开始

“啃”几何这块“硬骨头”，“经常
已经是深夜了他才开始做数
学，加上不会几何，又想保证睡
眠，他便干脆直接不做了。”

在了解事情的原因后，陈
锐给这名男生提出了建议，希

望他能适当提前做数学作业的
时间，并利用课间时间补做，不
懂的就找同学或者老师帮忙，
一定要保证做题的数量和质
量。陈锐诚恳的话语，获得了
这名男生的认同，这名男生也
改变了自己，最终不负期望，数
学成绩从最开始的 80 多分上
升到了这次中考的 121 分，进
步很大，并上了自贡三中的录
取线。

坚持课改
推行“学究讲用”
大力开发校本课程

教学中，学习氛围和教学方
法的运用对学生的影响至关重
要，那解中在这方面的如何做
的？初三毕业班班主任芶剑表
示，自己所带班级的纪律是严且
活的，“严，如老师在讲解新知识
时，要求学生绝对遵守班级纪
律，认真听讲。活，待进入发言
讨论阶段后，同学们不需要举手
便能自由发言，质疑、提问或者
是回答其他同学的疑问等。一
场班级‘头脑风暴’占据了整个
教学时间的三成左右，大家畅所
欲言，各抒己见，以此来加强学
生们的思考能力，并深化他们对
新知识的认知和理解，最终达到
教育的目的。”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只有

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
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其
实，芶剑老师的做法并非他一人
独创或一个班级所独有，整个解
中的教师都在进行实践。据悉，
解中长期坚持课堂改革，自
2011 年以来大力推行“学究讲
用”课改模式。采用学生小组合
作学习方式，使用好导学案，在
教学中，尊重学生的个性，张扬
学生的特长，充分发挥学生个体
发展的自身优势，让学生在轻松
的学习环境中成长。

“这种当今最新的教学理
念，让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
和合作学习。能充分发挥学生
在课堂之中学习的主体作用和
老师的主导作用，能在平等对
话、民主交流中实现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让学生动起来，而且
是快乐地动手动眼，动脑动心。”
政教处主任倪粒表示，解中勇立
教改潮头，这一全新的教学理念
在不断的实践和摸索中逐渐完
善，让教师和学生受益颇多，学
生们的学业成绩和学习积极性
都得到了极大提高，并得到市教
体局领导的肯定和赞赏。

此外，解中还大力开发校
本课程，除了每个年级每个学
科都自编了《导学案》外，在每
周三、四下午初一、初二年级实
行选课走班，真正实施了课堂

改革，在全市处于领先地位。

教学秘诀
享誉自贡20余年
离不开独特的“解中经验”

在自贡家长之间，一提到
解中，大家都会忍不住竖起大拇
指。近20年来，解中已成为许多
学生和家长心目中的顶尖中学，
不少人以能够在此读书为荣，并
把“读解中”与“考上重点高中”划
上了等号。解中到底有何独特之
处？解中品牌是如何打造的？

从2006年便到校任教的芶
剑对解中感情颇深，了解亦深。
他认为，解中如此受广大学生家
长喜爱，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
因，首先是教学质量过硬，学生

“低进高出”是解中不同于其他
学校的一大特点。“初一学生在
入校时，成绩在全市来说很一
般，到初二时成绩便开始提升，
到初三时便变得十分优秀了，直
接可知解中教学质量的优异。”

芶剑认为，校风好是家长
们看重的另一点。“解中有严格
的校规校纪，所有学生每天必
须穿着校服，拒绝首饰，形成了
一种课业以外无攀比之心的良
好校风。同时，老师之间精诚
协作、共同奋进，对每一个学生
不放弃，多种方式鼓励和帮助
他们学习，不断取得进步，让每
一名学生都学有所成。”

“活的人才教育不是灌输
知识，而是将开发文化宝库的
钥匙，尽我们知道的交给学生。”
谈到这个话题，倪粒引用了一句
陶行知的名言进行补充。她表
示，第三个方面便是解中的“德
育特色课程”。原来，从2013年
开始，解中持续开展了走班制的

“德育特色课程”。在“以德育
人”校园文化系列活动的基础
上，充分利用音乐、体育、美术、
文学等学科的优势，常态化开展
了合唱、川剧、吉他、武术、游泳、
篮球、健美操、羽毛球、手绘动漫
等27门特色课程，数量之多，水
平之高，为全市学校之最。值得
一提的是，6月22日晚，近5000
名解中学子、家长汇聚在檀木林
体育场，为全市人民带来了一场

“奋进解中，阳光成长”素质教育
大展演，展示了该校素质教育取
得的巨大成绩。

优质的教育能够让孩子受
益一生。解中坚持履行为学生
一生奠基的承诺，要求所有学生
做到“两个习惯一个字”——终
身运动习惯、良好阅读习惯和一
手漂亮的硬笔书法字。每一名
学生都至少掌握了“2+1”艺体技
能，即陶笛、葫芦丝两门乐器和
游泳这项生存本领。倪粒认为，
这些“德育特色课程”能陶冶学
生们的情操和素养，激起他们学
习的兴趣和意志，充分挖掘了不
同学生的不同兴趣和潜质，受到
了广大学生和家长的极大欢迎，
成为了独具特色的“解中经验”。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刘恪生

中考再创历史新辉煌
解读自贡教育的“解中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