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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名校，川化中学。
地处青江之畔，所居城市中央。

同华耀其光辉，凤凰于此翱翔。明德
楼宏伟庄严，起凤亭惠风和畅。博览
宏德养浩然气，笃行明志立天地心。
雨过琴书润，风来翰墨香。六十载春
华秋实，九万里激情飞扬。

筚路蓝缕华彩路

1960年8月，在有着千年文化底
蕴的城厢镇西隅，作为四川化工总厂
子弟校的川化中学迎来了首届学生。

1962年，学校从城厢镇整体搬迁
到厂区化校。1971年招收首届高中新
生，1990年9月12日，四川省批准川
化中学校为省重点中学。

2003年1月学校从川化集团公司
剥离，结束了 43 年的厂办校历史，
归属青白江区管辖，2003年6月，学
校正式更名为“四川省成都市川化

中学”。
2011年学校整体搬迁至成都市青

白江区同华大道1366号，学校硬件办
学条件得到进一步提升。

2018年5月8日成都市树德中学正
式领办川化中学，为川化中学注入了
勃勃生机。树德中学领办以来川化中
学中高考连创佳绩，实现跨越式发展。

经过60年的发展壮大，学校现有
教职工233人，其中党员教师103人，
正高级教师2人，省特级教师4人，市
特级教师1人，各级学科带头人20余
人，省、市、区级骨干教师 100 余
人，中、高级教师180余人，硕士研
究生25人，省级骨干教师4人，市区
骨干教师 74 人，市区学科带头人 8
人。学校现有55个教学班，在校生
2362人。

60年来，学校先后荣获了“四川
省重点高中”“四川省阳光体育示范
校”“四川省校风示范学校”“四川省
GLOBE计划学校”“国家级别绿色学
校”“全国教育科研先进学校”“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全国青少
年校园网球特色学校”等30多项国
家、省、市级殊荣。

守真立德开新花

学校始终坚持“守真立德，化育
树人”的办学思想，秉承“以德树
人、以文化人，用爱和责任引领孩子
健康成长”的精神，追求卓越，争创
一流，构筑起以“三课”（课堂、课
程、课题）建设为核心，以德育为引
领，以体育、美育为特色的办学新样
态。

真 课 堂 ： 深 入 开 展 “ 课 堂 革
命”，实践探索“基于生命、形式生
动、联系生活、致力生成、旨在生
长”的“五生”生态课堂；形成“情
境认知—问题解决—整体建构—深度
理解”的教学改进的基本框架；同时
鼓励教师根据自身特点、学科特点与
学生差异，形成体现学科特性与教师
个人风格的教学实践样态，激发学生

创生动力，以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与可持续发展。

真课程：构建“三阶活悦课程体
系 ”， 开 足 开 齐 “ 基 阶 活 悦 必 修
课”——基于国家学科课程的校本化改
造与学科课程拓展，选点与布局优势学
科开发“中阶拓展课程”——满足提高
资优学生发展潜力、创造能力的培养，
开发建设“高阶综合课程”，开设涵盖
主要学科的44门特色选修课，同时着
力开发劳动教育课程、STEAM课程、
生涯规划课程、国际课程等。

真课题：积极推进教育科研，以
课题研究为抓手，努力提升教师科研
品质，助力学校特色内涵提升；语文
学科“基于大规模推广的群文阅读理
论与实践深化研究”、数学学科“信息
化背景下数学建模应用课堂实践的研
究”、英语学科人文科学研究中心子课
题“思维可视化视角下高中英语教学
模式研究”等国家、省、市级课题相
继立项开题，同时各教研组、备课组
的区级课题及小课题持续跟进，获评
2019区级课题评选一等奖、教育科研
优秀单位。

真德育：构建以“一个观念、两
个阶段、三位结合、四大主题、五大
活动、六大工程、七项任务”为主要
内容的核心素养发展下的学校德育生
态建设模式。确定学校德育工作总体
目标，分层递进、阶段推行；遵循教
育和学生成长发展的自然规律，关注
和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家校携手，和谐

共育，建构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
体”的生态系统；注重学生的体验和洞
察，引导学生参与德育生态建设。

真艺体：坚持育人为本，遵循体
育、美育特点和学生身心成长规律，
以体育人、以美化人、面向人人，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健康观、审美观。

高度重视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
展，不断加强艺术类教师队伍建设，
带领学生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
从自身特点出发，大胆探索，积极实
践，丰富内涵，全面实施体育特色教
育，增进学生的身心健康，促进学生
的全面、健康、和谐发展，提高全体
学生体育运动素质和体育竞技水平。

化育树人结硕果

学校以“三化育人”为有效途
径，坚持“五育并举”，努力实现“建
设具有开阔视野、充满现代气息、充
盈生命活力的省一级优质普通高中”

“造就有情怀、善引导、勤学习、勇担
当的持续发展型教师”“培育善思敏
行、全面发展、个性凸显的自主生长
型学生”的三维发展目标，传承创
新，努力建设新时代现代化学校。

“三化”战略显实效。优化治理塑
造价值——实施“三全”策略，凝心聚
力，完善制度，筑牢发展根基。全员参
与——坚持学校主导与师生主体相结

合，整合教职工的个人价值。全域视
野——党建工会、德育工作、教育科
研、行政后勤、年级管理等方面全方
位、协同进步。全程优化——在制度完
善、评价细化、目标达成、过程监控全
程优化。

文化润泽铸造灵魂：加推“三
润”工程，坚守教育精神，营造文化气
场。文化润德——继承和发扬学校优良
传统和作风，努力构建“文明 和谐
平安 进取”的学校文化理念。师德润
魂——川化中学践行以“人格影响人
格，素质造就素质”的师德箴言，以

“四个统一”为主要内容加强师德塑
造。三风润心——丰富学校办学理念和

“一训三风”的内涵，牢记校训，将校
风发扬光大，深化教风和学风。

美化形象锻造品牌：构建“三
优”体系，质量立校，品牌彰显，实现
学校升级。优秀的人才队伍：造就了一支
有情怀、善引导、勤学习、勇担当的持续
发展型“四有”好老师队伍。优美的
育人环境：遵循营造“自然与人文相
融、书香与价值共生”的理念打造

“简洁、优美、智慧、高雅”的校园环
境。优质的学校品牌：全面提升学校
知名度、美誉度，创造优质的学校品
牌。荣获四川省卫生单位、成都市环
境友好型学校、成都市“百佳”职工
食堂、成都市文明单位、成都市“五
星工会”、青白江区“园林单位”等多项
荣誉。

五育并举树栋梁。德：落实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塑形“阳光、自
信、包容、高雅、大气、坚韧”的
学子形象。学校遵从生命成长的生
态规律，构建学校德育文化生态，
让学校德育与社会生活和人的自我
发展保持一致，不断丰富德育的现
实生活内容和传统文化内涵，以促
进学生道德生命的自由成长，促进
人格的健全发展。荣获四川省文明
校园、成都市中小学校园心理剧展评
二等奖等多项荣誉。

智：通过切实有效的“三课”核
心建设，自2012年起，中高考每年一

个台阶，实现高位发展。2019年中考
“五率”完成情况喜人，全面完成上级
目标任务，且在成都市教学工作会上
作经验交流。2020年高考本科升学率
取得优异成绩，中考实现跨越式发
展。荣获成都市普通高中教学工作

“优秀学校”、成都市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一等奖及优秀组织奖、青白江区

“教育科研优秀单位”等多项荣誉。
体：学校坚持“立德树人 健康

第一”的指导思想，广泛开展学生阳
光体育运动，坚定落实一小时体育锻
炼时间，全方位推进学校体育卫生工
作，加大学校体育设施配置力度，加
强学校体育工作和各项体育活动的开
展。先后荣获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网球特色学
校、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校、
全国啦啦操比赛花球自选动作一等奖、
四川省阳光体育示范校等多项荣誉。

美：为提高美术学科教学质量，
培养学生美术学习积极性，传承川化
精神，推动教学科研常态化，以课题
建设为核心，挖掘、提炼川化特色文化
资源。“美育川化”工作坊参加青白江区
美术作品展荣获特等奖，《川化记忆》系
列作品分别获四川省、成都市中小学生
艺术节一等奖，荣获成都市青白江区

“美育工作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

劳：学校依据《关于全面加强新
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整体
优化学校课程设置，将劳动教育纳入
课程方案，初步形成具有综合性、实
践性、开放性、针对性的劳动教育课
程体系，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和劳动态度，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
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树品德而以启山林，洒甘露而再
播琼浆。川化正继往开来，学校当永
放光芒。60年翻山越岭，数代人光耀
青江。人文蔚起会有时，兴学育才万
世昌。

(陈 露 张起翼 胡云繁)

守真立德60年 化育树人一甲子
——四川省成都市川化中学迎来建校60周年华诞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课程是教书育人的重要载体，有
优质的课程才有优质的教育。河南省
邓州市古城中心校以“尊重生命、走
向生活、自主生长”为生本课程理
念，全面推进课程建设，培育学生核
心素养，提升教育品质，引领学校优
质发展。

追本溯源
寻找校本课程的生长点

近年来，邓州市古城中心校各校
区立足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结合地方
文化、学校特色文化，均规划开发了
富有学校特色的系列课程群。邓州市
三贤小学校址乃唐朝时临湍书院旧
址，被邓州人尊称为“三贤”的韩
愈、寇准、范仲淹在邓州任职或游历

期间曾莅临这里讲学。学校通过深入
挖掘“三贤文化”的深刻内涵，积极
打造校园“三贤文化”，整合创编的
《走近三贤》校本教材，以通俗生动的
语言展现“三贤文化”的独特魅力，
以抒情写意的笔触展示师生学贤若
渴、见贤思齐的立体画卷。城区十小
地处汉代穰县（今邓州市）湍河截流
工程“六门堤”遗址上，北依湍河十
里长堤，西傍南水北调渠首，区位环
境得天独厚，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学校开发的“若水润物”诵读校
本课程，实现了学生素养的多元提
升，水的品德与精神已内化为师生精
神世界的一部分。

人文沃土，植根文化自信。邓州
市古城中心校研发的“邓州三种精神”

“情系中国节”“倾听花开的声音”“书
香三贤 博雅人生”等传统文化校本课

程受到广泛好评，课程建设硕果累累，
其中4门课程被评为省精品课程，23门
课程被评为邓州市精品课程。

挖掘潜力
以个性撬动潜能的拓展点

学校非常重视学生潜力方面的挖
掘，为此，学校从“幸福”“童趣”

“多元”“整合”“创生”课程理念出
发，各校区聘请专业教师和家长资源
授课，成立了陶艺、足球、象棋、武
术、瑜伽、打击乐、舞蹈、非洲鼓、
书法、抖空竹、滑轮等60多个多姿多
彩的精品社团，每周五下午“雷打不
动”上社团选修课程，活动分层次、
成系列、有特色，形成“群芳争妍、
春色满园”的局面，营造了健康向
上、富有生命张力的校园文化氛围，

为学生发展搭建了成长平台。如今，
社团已成为每个学生张扬个性的绚丽
舞台和快乐成长的“快乐大本营”，社
团活动成为学生热爱学习、获取知
识、发展能力和提升教育质量的新的
增长点。

聚焦核心素养，让学生在百草园
中自由生长。邓州市古城中心校社团
课程实施“小班化”教学、“分层‘走
班’”授课，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
特色课程学习菜单。古城中心校还将
拓展型课程改革与课堂教学改革二者
适度糅合，学校教育教学从方式到内
容的改革形成了“双轮驱动”之势，
打开了古城中心校教育改革的新局
面。在邓州市第三届传统文化暨中小
学生素质教育展示会上，古城中心校
展区的陶器、根雕、剪纸、烙画、篆
刻、版画、脸谱、黑白彩、动漫画、

石头画、手工布艺、泥彩、线描装饰
等几十个品类的上千件艺术作品，创
意无限，形象生动，令现场观众目不
暇接，赞叹不已。古城中心校基于学
生生命灿烂的“博雅教育”在各校区
落地生根，转化为古城中心校更美的
行为表达，成为撬动素质教育持续健
康发展的生动实践。

优质均衡
聚焦提升品质的增长点

学校课程发展建设，即：课程设
置，关注每一个；课程实施，展示每
一个；课程评价，发展每一个。这既
是邓州市古城中心校的课程育人理
念，也是古城中心校教育均衡发展的
着力点。

邓州市古城中心校通过顶层设计

和基层创新相结合、政策支持和资金
扶持相结合、课题引领和项目落地相
结合等方式，积极探索优质课程实施
路径，充分发挥集团化建设优势，打
通资源共建共享，一大批精品课程脱
颖而出。如古城中心校统一实施的德
育月主题课程、入校课程、毕业课
程、主题阅读课程、研学课程、家园
共育课程等点面开花，长期课程与微
课程兼并，让学生站在学校的正中
央，把课程装进未来，让同一学区里
的学生畅享“不一样的学校 一样的
精彩”，走出了一条区域教育优质均衡
的新道路。

课程开发，促进了教师的专业
成长；课程实施，让学生个性飞
扬；课程建设，催生着学校跨越发
展。邓州市古城中心校课程建设在
渐进性的推进过程中，激活了各校
区主动发展的意愿，构建了和谐共
生的教育新生态，古城中心校区域
教育呈现了快速崛起的态势，涌现
出了丰富的实践成果，为步入“深
水区”的课改注入了更加崭新的活
力，古城中心校荣获河南省“德育
工作先进单位”“研学旅行实验校”

“校本教研实验校”“卓越家长学校”
“最美校园”等荣誉称号。

（邓州市古城中心校校长 陈彦伟）

以课程建设撬动区域教育跨越发展
——河南省邓州市古城中心校课程建设略记

塑造人格，启迪心智；从育人出
发，向管理要效益；登高远望，目及千
山，始终走在教育的前沿。这就是河北
省张家口市宣化区第二实验中学。

宣化区第二实验中学位居四省通
衢、京津冀和冀晋蒙经济圈交汇点，巍
巍高山养着它的精神，汩汩神泉滋育着
它的绮梦，莘莘学子在这里孕育希望，
放飞梦想。学校始建于1976年，地处
洋河南镇、经七街西侧，占地面积220
亩，建筑面积8.03万平方米。现有
6000余名学生，教职工388人。

环境育人，提升办学品位

近年来，学校一直以打造“绿色
校园、人文校园、数字校园”为目
标，一手抓硬件建设，一手创人文环
境。目前，已建成现代化的实验楼、

舒适完善的学生宿舍楼、设施一流的
多功能学生餐厅、高标准的田径运动
场，拥有3D打印教室、录播教室、创
客空间等配套齐全的功能教室。在此
基础上，学校按照“绿色植物营造环
境美、名人佳作营造艺术美、人际和
谐营造文明美”的思路，精心打造以
名人简介、名言格言、经典文学、国
内名校等多个板块为主要内容的文化
长廊，形成了形、色、香、美与情致
相统一的校园文化特色。

以德立校，走全面发展之路

“成才先成人，育人先育德，人才
培养，以德为先。”多年来，宣化区第
二实验中学始终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
的根本任务，并将“文明、进取、诚
信、阳光”作为育人目标，不断加强

和改进德育工作，积极探索，锐意创
新，实现了德育内涵和实际的同步发
展，走出了一条充满活力、富有实效
的德育发展之路。

养成教育为主线，深化德育。
以军训为突破口，开设“军训基本
技能”校本课程，积极组织学生军
训，加强对两操、卫生、内务、集
体活动等军事化管理，并开展以心
理健康、感恩、法治等为主要内容
的养成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
习惯。

多阵地开展德育，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精心组织每周一升旗活动，创
办“二中之声”校园广播站，开设科
技、书画、球类等第二课堂，举办校
园艺术节、校园歌手赛、配乐朗诵会
等，为学生特长展示提供阵地，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

管理精细，创办规范学校

“精美源于细节，细节决定成
败”，学校各项工作都在细微之处下功
夫，并逐步走上健康快车道。

学生管理特色化。在学生管理方
面，宣化区第二实验中学实行“全封
闭、准军事化”管理模式，贯彻以精细
化管理促进学校发展的理念，并建立了
校级领导带班制度，构建了校委会、主
管校长、处室、年级、班主任职责具
体、分工明确、党政工团一起抓的全方
位、全天候、全过程的立体管理网络。

教职工管理精细化。实行弹性坐
班、指纹考勤制度，同时对教师备
课、上课、作业批改、辅导、考试等
各环节进行精细管理，建设了一支高
素质、高效率的教师队伍。

科教兴研，打造一流师资

“教师是学校发展的第一资源，没
有一支过硬的师资队伍，就不可能有
现代化的教育。”在宣化区第二实验中
学，这样的理念正在转化为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实实在在的举措。以抓师德
树高尚师风，抓科研促专业成长，抓
信息化工程创高效课堂为学校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的整体思路。

宣化区第二实验中学在抓好教师
队伍建设方面，非常重视青年教师的
培养，通过制定、完善各项教科研制
度，积极开展“师徒结对‘青蓝’、青
年教师‘比武’共进、骨干教师示范
带动”三大教师培养工程，促进青年
教师专业素养的全面提升。

“科教兴研”是当前学校持续发展

的关键所在。宣化区第二实验中学深
知此理，并在全校大兴科研之风，倡
导全员教研，并充分发挥信息化的作
用，积极推行网络教研，学科教师随
时进行在线研讨、交流，真正实现了
集体智慧的凝聚和资源共享的效果。

桃李芬芳，谱写春秋华章

辛勤耕耘育桃李，张垣大地铸辉
煌。建校40多年以来，宣化区第二实
验中学创造了多个辉煌：2020年中考，
宣化区第二实验中学取得优异成绩，名
列全区前列。

先进的设施，一流的师资，丰硕的
办学成果，使宣化区第二实验中学无愧于
社会的期望，无愧于家长的选择。近年
来，学校的优秀事迹和先进管理经验先
后被多个媒体刊载报道，并荣获国家教
育质量管理示范基地、河北省“教育工
作先进集体”等30多项省、市级荣誉。

今后，学校将继续秉承“求真务
实、严谨规范”的作风，弘扬“自强不
息、追求卓越”的精神，为实现文化底
蕴深厚、办学特色鲜明、教育教学一流
的省级名校目标而努力奋斗，为全市教
育事业的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薛泰山 张海军）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第二实验中学

强化管理创品牌 素质教育促发展

校党总支书记、校长 陈露
中学高级教师，获评四川省德育先
进工作者、四川省骨干教师、成都
市优秀教师、达州市学科带头人、
区县级优秀教师。

教育理念：教师，一个肩膀挑着
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祖国
的未来。
办学思想：守真立德、化育树人
校训：立德、守信、明礼、成才
校风：博学、博爱、求知、求真
学风：立志、勤学、文明、守纪
教风：敬业、爱生、博爱、自律

实践课程——到厂区采风

劳动教育课程——邀请农学
专家做专题讲座

日常体育训练
校长陈露与学生学习非洲鼓校长陈露与学生学习非洲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