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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发展的根本是创新

国家 “211工程 ” 重点大学附属中学 ，
西南基础教育研究中心课程改革实验学校，
“中国瑞典合作 ‘环境小硕士’ 中国项目实
验学校”， 重庆市直属重点中学， 重庆市首
批德育示范学校……

说起这所百年名校的荣誉， 每个北碚人
都一脸自豪， 但却鲜有人知道这些辉煌背后
的付出。 对此， 校长张万琼并不讳言。 作为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西南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兼职教授， 这个传说中的 “女
强人” 对学校发展状况一直都有着清醒的认
识与把握。 坚持走改革与创新之路 ， 打造
“中学里的大学， 真教育的殿堂”， 成为重庆
乃至西部的 “素质教育领头雁”。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创新是教育的一泓活水。 对附中人而言， 创
新一直在学校的 “血脉” 中流淌， 学校每一
次飞跃式发展都是伴随创新而来。 早在上世
纪末， 西大附中曾以研究性学习为主要抓
手， 打造出环境教育、 科技教育相整合的综
合教育模式， 在全市乃至全国都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

创新首先是观念的改变。 2010年10月，
《西南大学附中第十二个五年发展规划》 的
出台还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因为惯性思维

里规划不过是 “抽屉文件”， 是对外宣传的
噱头， 没有想到这一份规划直指教育弊端，
对学校未来发展进行了断臂求生式的改革。

所幸 ， 质疑的声音没有阻止变革的步
伐， 一场关于教育如何创新、 学校如何发展
的 “全校发展规划大讨论” 在附中掀起思辨
的风潮。 一切质疑消弭于无形， 对教育必须
改革、 创新达成共识———百年附中， 要做真
教育， 要在教育方式方法上进行改革， 突出
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
力， 立足学生终身发展， 培养现代国家公
民， 锻铸未来国家精英。

新的想法、 新的模式如雨后春笋般在百
年附中生成、 发展， 成熟、 完善。

2010年 ， 学校组织30多位 “有想法 ”、
“有个性” 的教师分赴上海、 江苏、 北京、
山东、 湖南、 广东考察调研， 为创新教育寻
找方向。 近10天的考察时间里， 他们白天考
察、 晚上讨论， 回来后又多次召开全校教职
工大会汇报、 研讨。 最后， 他们决定走 “素
质教育和应试成绩双优” 发展之路。 学校应
该让不同程度的孩子都能快乐成长， 个性和
特长得到充分、 多元的发展， 让学生自我发
现和自我实现， 水到渠成考上理想的大学。
这就有了享誉重庆的 “创新班”。

2011年， 借助西南大学的资源， 西大附
中创办了创新班 ,对班级理念 、 班级管理 、
班级教育、 课程设置、 学科教学等五方面精
英人才培养模式加以创新， 着力回答 “钱学
森之问”。 创新班实行三导师制。 人生规划
导师由世界著名蚕桑学科学家向仲怀等专家
领衔， 科研导师由西南大学教授 、 博士组
成， 学科导师由骨干教师等组成。 班级课程

由西南大学课程专家指导研究设计， 分为国
家高考课程、 国际高考课程、 理工科技学科
突破和人文素养课程、 情感励志课程， 最大
程度释放学生的天性与潜能。

第一届创新班毕业生、 清华 “新百年领
军人物” 全国综合成绩之冠的王旎瑞曾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说： “与纯应试的教育模式相
比， 这一路下来我们的辛苦并不比应试少，
但收获却比他们大很多”。 第一届创新实验
班学生全部考入 “985” 高校。 全球学生自
主发展与学校特色发展高峰论坛 （2012）、
全国鲁迅与中学语文教育学术研讨会、 模拟
联合国邀请赛等场合都有西大附中学子的身
影， 真正实现 “素质与应试双优”。 仅三年
时间， “创新班” 已经成为重庆市基础教育
的一张响亮名片。

真教育是崇尚真善美的
人的教育

创新是学校发展的根本， 而文化则是学
校的灵魂。 二者相辅相成， 一所没有魂的学
校，根深叶茂却难免有旁逸斜出的危险，误入
发展的歧途。在创新的同时，西大附中从未忘
记精神文化的传承， 从未懈怠对文化品格的
锻造，致力于让学校成为师生的精神家园。

“弟子入则孝， 出则悌， 谨而信， 泛爱
众， 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教育的

本质首先是人的教育， 西大附中崇尚真善
美， 以健康、 快乐、 独立、 仁爱、 幸福为目
标， 冀望把学生涵养成一个大写的 “人”，
这就需要文化的力量。 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
精神面貌的直观体现， 是学校隐性课程的重
要内容， 在学生健康成长的过程中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 “细雨湿衣看不见， 闲花落地
听无声。” 在文化中熏陶出来的人， 从内而
外会散发出与文化相匹配的气质。

秉承着 “立人·新民” 的办学理念， 西
大附中践行 “行己有耻， 君子不器 ” 的校
训， 注重学生身心、 学识、 人格的培养， 弘
毅精进， 至诚敦化， 形成一个涵盖理念文
化， 管理文化， 制度文化， 课程文化， 师生
典礼文化和活动文化有机融合校园文化系
统， 呈现出人本、 多元、 民主、 自由 、 大
气、 包容的附中文化 ,逐渐生成了 “重素质
教育、 重文化品位、 重学术素养、 重君子淑
女人格” 的 “附中性格”， 这是附中的 “缤
纷教育”， 也是附中人践行的 “真教育”。

2010年西大附中进行了一次全校素能拓
展训练， 对全体教职工进行了一次精神洗
礼。 僵化的人际关系被打破了， 那些曾经冷
漠相向甚至针锋相对的人， 有的握手言和，
有的泪流满面。 尊重和理解， 信任和分享，
取代了原先的小圈子， 全校教师的精神面貌
焕然一新。 大家对工作有了热情， 对学校有
了认同， 对未来有了憧憬， 所有的心气都汇
集到学校的改革与发展上。 这是西大附中文
化活动的一个小注脚， 展示了文化活动所带
来的化育人心的力量。

一直以来， 西大附中都非常重视文化在
教育中的地位， 重视文以化人的熏陶式教

育。
西大附中的典礼文化分为三层次， 涉及

学校里的每一位师生。 “走好路”、 “推出
去” 分别指学生在校的健康发展、 心怀感恩
毕业离开学校， “迎进来” 是每年新生入学
时附中的一项传统， 通过入格教育， 引导学
生学习校园文化、 班级文化、 行为习惯等。
从2008年9月开始， 西大附中对新生进行特
色入格教育， 通过一系列的礼仪培训， 行为
规范训练， 两三天学生发生脱胎换骨式的变
化。 建班礼， 拜师礼， 升学礼， 入团礼， 成
人礼， 重阳节敬颂礼， 毕业礼等促进学生人
格养成， 塑造学生的精神品格。 一套流程下
来， 人们看到的是秀外慧中的女生、 玉树临
风的男生。

“君子不重则不威”。 典礼看似只是一个
仪式却能让师生生出一种庄重感， 积淀优雅
的人格。 2014年8月， 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
西大附中建成了专业的典礼文化团队， 承担
学校教师、 学生甚至家长的素能培训。

每年， 西大附中学生缤纷节， 是学校活
动文化的集中体现。 两天时间， 创设多种平
台， 书法展、 辩论赛、 附中好声音、 附中梦
想秀等多样舞台……学生热情、 才能， 更有
他们的爱与责任， 让青春绽放出缤纷的色
彩。 以 “附中梦想秀” 为例， 孩子们通过多
姿多彩的梦想展示， 导师考核与观众投票，
收获企业赞助的两万元梦想基金。 当孩子将
钱兑换成崭新的学习用具和温暖的冬衣， 捐
给了特殊学校、 农村留守儿童。 文化育人的
效果， 成了！

“青年人天生渴望发展和活动”， 当教育
和活动相融合， 所生成的感悟能印刻在学生
的骨子里， 内化为情感、 态度和价值观。

腹有诗书气自华， 书籍是文化传递最好
的载体。 在推广师生阅读活动同时 ， 2011
年， 学校开放图书馆， 在学校每个空闲的角
落设置了漂书角共30余处，在每个班级教室、
每个年级办公室建立图书角共120余处，第一
次购书就花了68万元。 当时很多人觉得这有
点冲动了，那么多书摆在公共空间里，谁不能
顺手拿一本？ 张万琼虽然也有点担心但还是
坚定地做了，“如果书真被‘偷’了，那也是喜
欢读书的人拿走了。相信附中学生的素养，在
学校倡议‘漂书读’的情况下，书只会越来越
多。 ”果然，时间验证了她的观点。

“如入芝兰之室， 久而不闻其香， 即与
之化矣。” 学习生活在一个处处见书影， 处
处有书香的环境里， 师生身上也沾染到厚重
的书卷气。 学生自主登记借还， 随拿随读。
教室、 办公室更是翰墨飘香。 图书角的书不
减反增， 临近家长和孩子把这里当成了公共
图书馆， 没事的时候逛一逛、 翻一翻， 接受
百年附中的文化熏陶。

和谐、 书香、 读书郎， 这才是一所百年
中学应有的风景。

“附中师生出去， 男要帅、 女要靓。” 张
万琼说。 这个帅和靓不仅是外貌， 更应该是
一种文化品格， 是一种气场气质， 这就是大
写的 “附中人”。

让每一位教师都有教授范

既是中学里的大学， 教师当有教授之风
范。

西大附中第三届创新班学生忘不了入学
第一课。 语文教师文孔升拿着一罐啤酒走进
教室， 站在讲台旁边喝边跟大家说话， 学生
捂着嘴巴惊讶。 一罐 “酒” 下肚， 文孔升慢
悠悠地揭秘： “今后的人生路上你们莫被表
象欺骗， 这个世界不只是你看到的样子”，
原来酒瓶里装的是饮料。 学生大悟。

这就是西大附中的老师， 有才气， 有个
性。 当然他们能够这样率性， 得益于学校愿
意并且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发展的平台。 西
大附中不但是学生成长的地方， 也是教师成
长的所在。 要知道， 他们可是按照教授的标
准来培养教师的。

学校重视营造民主、 自由、 活泼、 开放
的大学式氛围， 引导教师的专业认同与学校

归属感， 通过教学需求的内在合理化， 让成
长成为教师自主自发的要求。

对于教师的成长， 学校会提供常规的培
训 ， 比如 “学科教学新秀———学科骨干教
师———学科教学名师———教育家” 的培养模
式， 比如 “研究生定向培养计划”、 影子研
修、 骨干培训等。 但同时， 他们让教师深切
感受到专业成长是自己的事。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再撕掉一个
纸角， 打开来……奇怪了！ 明明是根据同一
个教练的指令折的， 为什么自己折出来的形
状竟然跟身边的人不一样？ 有些老师当场懵
了。 这是西大附中2011年8月全校教职工素
能特训的体验式折纸训练现场， 学校党委书
记邓晓鹏记忆犹新。 “这引起我们深刻反
思： 仅有师生互动效果尚且如此， 教师霸占
课堂海讲一气 ， 学生接受效果又如何 ？ ”
“以生为本” 很多老师都听过无数遍了， 每
个人都觉得应该这样做， 但在课堂上的落实
效果其实并不尽如人意。 而这样一次训练，
让每个老师真正从内心里觉得， 自己应该站
到学生的角度去考虑自己的课堂教学。

在西大附中有个不成文的传统共识： 学
术和思想的自由是教师的生命， 是教育不被
异化和教学质量提升的根本保证； 管理的民
主和宽松， 管理者与教师、 教师与学生关系
的和谐又是学术和思想自由的前提 。 多宽
松？ 多自由？ 一个例子就能说明。 西大附中
不要求老师坐班， 哪怕对教高三年级的教
师。 敢于这样做的中学有没有？ 没有！ 因为
这是大学的标准。 不要求坐班并不是降低对
教师的要求， 而是让教师可以有更多时间去
读书、 生活， 按照自己的兴趣做研究。 “我
希望我们的教师是自由的， 是个性张扬的，
有积极主动参与的自觉。” 在这样的环境里，
教育、 教学、 科研、 管理氛围自由、 民主、
宽松、 和谐， 学校学术思想活跃、 科研风气
浓厚、 学科教学形态多元、 班级教育管理多
态、 各级各类名师辈出， 不少教师成了市内
外中小学校本培训竞相邀请的讲学专家， 不
是教授胜似教授。

在以教授标准培养教师专业素养同时，
西大附中注重对教师的人文关怀与情绪管
理， 通过柔性管理、 过程评价、 发展愿景同
质化等形式积极干预、 引导教师形成积极、
乐观、 向上的情绪， 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
营造温馨的家庭式校园。

“你以为我们很苦，但我们很快乐。”西大
附中的向颢老师说。因为“每个人的快乐与幸
福是不一样的，你的快乐是在游乐场，我的快
乐是在课堂，你的休息是在床上，我的休息是
在实验室，你觉得每天上一样的课好枯燥，但
我觉得即便是同样的课也可以找到一万种展
示方法，可以承载我的奇思妙想。 ”

“读书之乐乐如何 ， 绿满窗前草不除 。
读书之乐乐无穷， 瑶琴一曲来熏风。 读书之
乐乐陶陶， 起弄明月霜天高。 读书之乐何处
寻， 数点梅花天地心。” 班级文化墙上， 宋
代翁森的 《四时读书乐》 读起来摇曳生香 ,
那一张张记录成长的照片， 入眼都是纯真的
笑容、 师生的故事……老师们一句 “让学生
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让我们读懂了这里
的老师对学生有着深沉的爱。 也便理解了周
六日无偿的加班研讨， 理解了每天办公楼里
那一盏盏不眠的灯火。

文老师、 向老师只是西大附中老师的一
个缩影， 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热情？ 一个画
面就能够解释。

这是一场特殊的敬颂活动。 音乐响起，
一左一右两名学生， 搀扶着西大附中的离退
休教师， 走过红地毯， 登上颁奖台。 接过私
人定制的 “终身贡献奖” 水晶奖杯， 听着为
每位领奖人精心酝酿的颁奖词， 教师们热泪
盈眶， 哽咽着致谢学校。 一到假期， 学校便
鼓励教师带着家人出去走走， 每逢重阳， 还
会特意嘱咐他们给家里双方父母送礼物， 让
教职工的家人感受到学校浓浓的爱意。

情感是成长的触发器。 教会老师成为具
有铭记、 尊重、 感恩情怀的人， 他们才会以
主人翁自居， 希望为附中大家庭的昌盛贡献

力量。 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极大地带动
起来。

“做老师根本不可能富有， 但我们会让
他们有更高的追求， 让他们体面、 尊严， 有
幸福感、 价值感。” 张万琼说。

教育能让未来中国充满希望

“行己有耻， 君子不器” 是西大附中的
校训。 德育副校长曾万学解释： (一) 器冰
冷， 人有情， “君子不器” 教人要秉持温润
之心， 有对人对事对宇宙万物的关切； (二)
器有固定的容积， “君子不器” 教人有海纳
百川的胸怀； (三) 每一样器物的用途都很
单一， “君子不器”， 教人不应像器物一样
专限于一才一艺之长 ， 应坚持全面发展 ；
(四) 形而下者谓之器， “君子不器” 教人要
心系天下， 关怀苍生， 积极主动地追问形而
上的 “道”。 西大附中要培养的是君子， 是
“新民”， 是培养民族弘毅之士， 现代国家公
民， 未来国家精英。

在附中人眼里现代国家公民， 要有自由
之思想， 独立之人格， 要有敢于质疑、 批判
的精神， 要有追求卓越的品质， 要有以天下
为己任的情怀， 要有创造幸福、 感受幸福的
能力。 总结起来就是， 既要修身养性， 又要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这就是一所中学的大
学情怀了。

大学最显著的特质是自由自主， 热情奔
放。 在这里， 亦如是。 西大附中创设了广阔
平台， 小先生讲座， 研究性学习， 缤纷节，
研学旅行等， 让孩子们尽情释放自己的天
性。 西大附中的教育是以全面提高人的基本
素质为根本目的， 以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主动
精神， 以人为本的性格为基础， 注重开发人
的智慧潜能， 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
特征的教育。

学校创造性地实施分层、 分类与分项教
学。 旨在加强学生个性化指导， 保障孩子按
照自己的节奏来成长， 无论是学习效果还是
热情都空前高涨。 他们还丰富了传统的课题
概念， 提出了 “四度课堂” 的说法， 即教学
内容上有深度， 知识结构上有宽度， 学生参
与上有热度， 学生发展上有生成度。 教师搭
台， 学生唱戏， 教师成为引导者， 引导学生
在知识的丛林中自由探索、 自主成长。 这样
的课堂生成的不仅是知识还有素养。

学校还创造性地实施了 “走班制” 的培

养模式， 把学术自由的思想向学生延伸。 开
设了附中 “立人大讲堂” ,广泛邀请大学专
家教授、 社会贤达、 本校师生及学生家长开
设讲座， 以思想来开悟人， 以故事来打动
人， 以视野来引领人。 让学生思接千载、 视
通万里， 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 提升学生修
养和境界。 学校建立起四个纵度 、 四种方
式、 三个层级的课程体系， 高中保持60多门
校本选修课， 初中保持30多门选修课， 学生
可以自由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的自主
型人格、 责任和担当贯穿其中， 其思维方式
在完成课程学习之后逐渐积淀和优化。

西大附中一切教育都是围绕 “立人·新
民” 理念来展开的， 一草一木皆蕴教育之旨，
一言一行俱是教育情怀。 学校逐步构建起集
传统课堂、 活动课堂、 隐性课堂的 “三维一
体” 立人课堂体系， 三个课堂交互， 形成了
立体、 多维、 全效的育人体系， 大大提高了
学生的综合素质。

“对于现在这份班规， 大家有什么意见现
场修改下， 然后我们举手表决。” 张万国的话
音刚落， 就有学生举手， 但他可没打算同意
张万国的观点， 而是提出了反对意见。 “老
师 ， 你这是在诱导我们投票 ， 有违法治精
神。” “班会通过80%才法治， 没有就人治。”
这是在制定班级文化之前， 班主任张万国对
学生说的话， 他希望从课堂开始培养孩子们
的民主、 法治意识， 以便未来能做一个现代
公民。 但没想到自己在连续修改两次后就急
了， 想走一下捷径。 而此时， 学生的一句话
让张万国又惊又喜。 惊的是自己竟然无意识
又走上了人治的路， 喜的是学生已经初步具
备了公民意识。 “都不接受我的忽悠了” 谈
起这件事， 张万国丝毫不觉尴尬， 反而颇有
些得意。 他觉得这是民主、 法治意识在课堂
里的实践， 是独立人格的体现， 能够让学生
适应未来社会的需求。

“立人·新民” 的教育理念让西大附中培
养出一大批国家精英和高素质人才。 我国最
年轻的 “973计划” 首席科学家罗凌飞、 世界
银行 “青年人才计划” 全世界30名入选者石
拓等杰出人才均从这里毕业。 据资料显示 ，
有众多哈佛、 耶鲁、 北大、 清华学子相继从
西大附中走出。 由此， 西大附中获得了人才
成长的 “超级梦工场” 的美誉。

有怎样的教育就有怎样的人， 有怎样的
人就有怎样的社会， 有怎样的社会就有未来
中国怎样的命运。 据此， 我们可以说二十年、
三十年后的中国未来掌握在今天教育者的手
中。 所以西大附中既有学生的梦也暗含着未
来中国的梦。

“红日初升， 其道大光。 河出伏流， 一泻
汪洋……美哉我少年中国， 与天不老！ 壮哉
我中国少年， 与国无疆！” 江水茫茫、 雾气濛
濛， 西大附中的一群少年站在嘉陵江旁边朗
诵 《少年中国说》， 与之呼应的则是西大附中
的 《附中辞》 “伟乎哉， 缙云之高高； 壮乎
哉， 嘉陵之涛涛。 英乎哉， 附中之仁人兮 ，
学子之天骄。” 从西大附中走出的他们必将如
初生之朝阳， 照彻一方。

桃李无言 ， 下自成蹊 ； 山水无言 ， 润
泽一方……西大附中这颗嘉陵江边璀璨的
教育明珠极像那位行吟江畔的诗人 ， 不同
的是他们没有迷茫没有彷徨 ， 因为他们不
仅是浪漫的诗人也是砥砺前行的改革者 ，
他们不惧时艰 、 改革创新 ， 他们把对教育
的理想付诸实践 ， 他们坚定地走出了一条
培养现代公民的路 ， 给未来的中国创造着
无限的可能与希望。 与此同时， “引领重庆
市基础教育向素质和应试双优教育转变， 做
西部素质教育的领头雁 ” 也正一步步从憧
憬变成现实。

百年附中的大学气象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的办学探索

“缙云苍苍， 嘉陵泱泱。 （西大附中 《附中辞》）” 站在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以下简称西大附中） 这
座依地势而建的“万象楼” 上， 观莽莽苍苍的嘉陵江与天交接， 望山云变幻、 江水奔流， 生万千气象,
不期然便有浩然之气溢于胸襟。 相信每个在这里的人都能在顷刻间领悟到这所学校的精髓———立足学
生终身发展， 陶冶学生独立人格， 培养现代国家公民， 锻炼未来国家精英， 培养健康、 快乐、 独立、
仁爱之人。 即办学理念所言“立人·新民”。

西大附中位于重庆都市花园北碚， 其前身是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办学沿革追溯到1914年。
“草创附中兮， 师生救亡； 战乱兴学兮， 教学图强。 （西大附中 《附中辞》）” 那是被无数人景仰的激流
勇进的时代， 思想奔流， 万象更新,民主、 自立、 自强成为时代主流。 这种开阔的气象一下子就渗透到
了这所学校的骨髓里， 一淌就是百年， 在缙云山麓、 嘉陵江畔成功造就了一片文气馥郁的教育净土。

呈现大气象， 培养大国民。 今年是西大附中办学百年的生日， 就让我们走进校园， 感受百年的磅
礴气象， 领略百年的辉煌成长……

�� ““奔奔跑跑的的青青春春””校校
园园足足球球队队等等6600余余个个学学
生生社社团团缤缤纷纷绽绽放放

�� ““大大学学里里的的中中学学，，中中学学里里的的大大
学学””——————学学生生常常到到大大学学3300余余个个重重
点点实实验验室室、、场场馆馆研研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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