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9月，211名新生带着
梦想与憧憬踏进了佳德校园，幸
运地成为首批佳德学子，与佳德
共成长，同发展。2015年6月，三
年后的首批佳德学子手握漂亮的
中考成绩单，脸上挂满了快乐自
信的笑容：211 人参考，人平总分
544.6 分，520 分以上 177 人，540
分以上154人，优生率84.83%，合
格率 100%。2016 年中考：佳德
学子勇夺全市中考前三名（泸州
市第一名：王婧琳；泸州市第二
名：徐薪；泸州市第三名：夏凌峰；
泸州市第十名：汪隽泽）；江阳区
前十名七中佳德占7人。

2017 年中考：最高分 714 分
（谢兰蝶，杨柠璐）名列泸州市城
区第一名。特优生 700 分以上 8
人（谢兰蝶，杨柠璐、欧坤楠、代
雯、杨巧如、赵思源、刘培嘉、唐雨

阳）。优生群体凸显：680 分以上
30人；650分以上95人；630分以
上 187 人。2018 年中考：泸州七
中佳德学校学生邹宇婷722分（泸
州市第一名）、祝德艺721分（泸州
市第二名）；709 分以上有 12 人、
700分以上的有26人；泸州市前5
名，七中佳德占4人，泸州市前10
名，七中佳德占12人（含并列），包
揽了江阳区中考前30名……

优异的成绩离不开一流的师
资队伍，在建校时间相对较短的
情况下，为了让教师特别是年轻
教师成长起来，“润心育能”教学
体系在校内建立起来。“小老师”
牵引练能模式、小班展练模式日
臻成熟。“五课”活动逐一落实，教
师培训、专家讲座等一一开展。
每周的集体备课活动按时开展，
组内教研活动，目的性强，效果

好。
与此同时，为了提升教师队

伍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学校
每学年每个备课组推出至少一
名年轻教师参加区级以上的教
师技能竞赛活动，分管教学的副
校长傅明星说，学校推荐参赛的
老师都能够区上出线，代表区上
到市上参赛。“润心育能”教学体
系培养了一个个“博学佳教”的

“佳德”教师，近年来，佳德教师
不断在各级各类赛事中摘金夺
银。“例如在参加江阳区 2017 年
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展示活动中，
我校推荐九个学科教师参赛均
获得一等奖，其中七个学科教师
成功晋级市级比赛，最后有五个
学科代表泸州市到省上参加竞
赛。”

6月25
日，泸

州市2018年中考
成绩揭晓，随即，
泸州七中佳德学
校凭着学子优异
的 成 绩 在 本 地

“走红”。邹宇婷
722 分 、祝 德 艺
721 分 、刘 锐 婕
716 分……泸州
七中佳德学校学
生家长们纷纷在
朋友圈晒出学校
佳绩，在以孩子
母 校 为 荣 的 同
时，也留言感恩
学校和老师们三
年的辛勤付出和
培育。

自学校创办
以来，泸州七中
佳德学校以“佳
和天下，德誉润
心”为办学理念、
以“培养具有世
界眼光和中国灵
魂的现代人”为
发展理念，在教
育、教学、教师队
伍建设和过程管
理上逐步形成了
自己的特色，实
施学校的科学管
理，激发教师的
工作责任感，全
面安排好学生的
学习和生活，创
设和谐进取的校
园氛围，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

泸州七中佳
德学校历经 4 届
中考，每一次的
成 绩 都 让 人 惊
喜 ，令 人 瞩 目 。
七中佳德用连续
4年的实力证明：
在泸州市初中教
育的队伍中，七
中佳德已经成为

“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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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现代学生

七中佳德领跑酒城初中教育
——2018中考泸州七中佳德素质教育再创佳绩

对于七中佳德而言，其创办
的使命即是要以高质量和有特色
来满足社会的择校需求，办学要
面向全体学生，对每个学生负责，
使每个学生做到全面发展。

多年来，学校以骄人的成绩
向家长和社会各界展现出强大的
优质教育实力与竞争力。而今天
的七中佳德不仅以教学成绩显著
著称，学校的德育管理更是精益求
精。学校本着“佳和天下、德誉润
心”的办学理念，“佳言佳行，德能
双修”的育人理念走进孩子们的心
灵，让孩子们自信、阳光，使教育能
引导学生在真实生活中体验生命
以及体验与生命共存共融的过程。

今年中考成绩 722 分的邹宇
婷谈及母校时感慨，在七中佳德收
获的不仅是成绩，“我感谢我的母
校佳德，更因为她给了我超越自己
的平台。”邹宇婷介绍，刚进校的她
性格内向，学校的很多活动想参加

又不敢争取，是老师的帮助和鼓励
让她做好了播音员，有了出色的英
语演讲，跳出了漂亮的啦啦操，勇
敢在誓师大会上领誓……

邹宇婷只是众多七中佳德学
子中的一员，近年来，七中佳德学
校把“育德做人”放在首位，让德
育发挥实效，促进学校进步，促进
学生终身发展。为了更好地陶冶
学生的情操，塑造学生的人格，促
进每个学生健康成长，学校不断
探索德育工作新途径，形成了颇
具特色的德育工作新模式。例
如，通过“润心礼仪”课程、“润心
阅读”课程、“润心英语”课程、“润
心社团”课程等打造“润心教育”
特色课程，培养全面发展的佳德
学子，并通过丰富多彩的系列育
人课程丰盈学生灵魂，强健学生
体魄。学校每年都会开展球类运
动会、风筝节、美术展、书法大赛、
校园歌手大赛等艺体文化节，中

华经典诵读、学生才艺表演、社团
成果展示、文艺演出等，让学生学
会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发
展。润物无声，学校有型而教育
无形。走进七中佳德学校，你会
情不自禁地陶醉于校园蕴藏着的
文化美感和沁人心脾的艺术气息
之中；你会深切地感受到这里浓
郁的育人氛围，感受到她的包容
与和谐。厚重的文化底蕴、浓郁
的人文气息、幽雅怡人的校园环
境、现代教育理念下人与自然的
和谐发展，令人沉醉流连，如穿行
在书林画卷之中。

如今，整洁的班貌、专注的课
堂，课间的优雅风度 、课前的嘹亮
歌声、三餐的有序静雅、寝室的温
暖温馨，活力四射的阳光体育、充
满特色的晚记忆、课外社团活动，
整齐有序的路队放学等德育常规
已形成佳德校园固有的、和谐的
美丽风景。

德育先行德育教育润生佳言佳行

如果德育优先的育人理念是
七中佳德促进学生终身发展的出
发点，那全面发展更体现了这所
名校育人管理新理念。

七中佳德素质教育可谓硕果
累累，仅以 2017 年为例：全国全
民健身操舞大赛总决赛第一名；
艺术节目成功录制央视百花迎春
2018年全民电视（网络）春晚；在
泸州市校园艺术节展评活动中，
佳德选派的舞蹈、校歌、艺术工作
坊均一举夺冠，被评为泸州市一
等奖，代表泸州选送到省里参加
评选及展演……

此外，在体育竞技方面，七中
佳德堪称大放光彩：除了是“泸州
市承办省运动会项目任务学校年
度一等奖”、“泸州市体校棒球、丙
组 篮 球 训 练 基 地 学 校 ”，在
2017-2018 年度奖牌也足够闪
耀：

泸州市江阳区教职工篮球赛
男子A组第一名；省运会项目任务
学校评价“一等奖”；四川省苗苗杯
篮球赛“第六名”；四川省青少年棒
球锦标赛“第四名”；泸州市中学生
羽毛球比赛团体“第一名”；泸州市
七运会健身操比赛团体“第三名”；
泸州市中学生篮球比赛“第一名”；
江阳区中小学生篮球比赛初中男
子组“第一名”；江阳区中小学生篮
球比赛初中女子组“第一名”；江阳
区中学生艺术大赛“一等奖”；江阳
区中小学生乒乓比赛女团“第一
名”；江阳区中学生校园足球比赛

“第一名”……
随着学校办学效益的凸现，

七中佳德名校品牌效应正在逐步
扩大，泸州七中佳德学校已成为
泸州基础教育的一张亮丽的名
片。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徐庆（图
由受访者提供）

教学成绩 一年一跨越书写佳德辉煌 全面发展
艺体教学践行德能双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