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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涌红岭逐浪高

———广东省深圳市红岭中学 “学生成长” 特色纪实

傅代俊

“中国当代特色学校”展示

享受教育的幸福 追求教育的卓越

———江苏省江都国际学校 “幸福教育” 纪实

作为一所九年一贯制民办学校，江苏

省江都国际学校秉持 “享受教育的幸福，

追求教育的卓越， 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服

务”的办学理念，积极实施“文化立校，质

量兴校，特色强校”的发展战略，紧紧围绕

“走优质教育之路，创幸福教育品牌”这一

核心目标，在“幸福教育”的征途上锐意前

行。 曾获全国校园文化建设百佳创新学

校、全国“莫愁新父母学校”实验先进校、

江苏省平安校园、江苏省优秀家长学校等

荣誉称号，已成为扬州地区的品牌学校。

让学生成为幸福的学生

教育， 要让学生懂得幸福的真谛，使

他们学会体验幸福，并在自我发展中享受

幸福，成为幸福的创造者。 在关注学生未

来的同时， 江都国际学校立足 “四个发

展”，努力让学生体验到学习过程中求知、

解疑、成功、进步的各种快乐，体会到生活

和存在的意义。

一是全面发展。学校力求打造基于学

生自由、全面、可持续发展的 “绿色升学

率”。坚持全面教育质量目标，将学生行为

习惯培养和情感熏陶有机结合起来，梳理

出“江都国际学校学生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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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因”，

将这些基本要求分解到一年的

12

个月，使

德育工作做到“每年有主线，每月有中心，

每周有重点，每日有内容”，着力培养“走

向世界的现代中国人”。

二是全体发展。根据学生素质发展的

若干方面， 制定了 “学习星”、“勤奋星”、

“创新星”、“运动星”等十星标准，按照“申

星 、创星 、评星 ”三个步骤开展 “创星活

动”。学期初重温“星”的名目及要求，学生

选择自己的优势或薄弱项目自主申报；申

星后在班级公布，学期末评星时要自我评

价，还要接受同学、老师、家长的综合评

价，凡符合要求的即授予相应称号，让每

个孩子在成功的幸福中健康成长。

三是主动发展。学校紧紧依托课堂主

阵地，积极开展“尝试、诊断、发展”有效课

堂教学模式的建构，深度解读教材，精心

设计课堂教学活动，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的培养，做到“教”得有效；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选择适合学生的教的方式，因

材施教，使学生“学”得有效；精心编制习

题，既有统一性、基础性作业 ，又有差异

性、拓展性作业，让学生“练”得有效。

四是富有个性地发展。 开辟“科学认

读、多元识字”课程，要求学生在二年级前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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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汉字识读任务，为学生尽早

进入大量阅读奠定基础。订立年级课外阅

读计划，提出年度阅读文字量，每周开辟

“阅读欣赏课”； 积极开展数学思维训练、

计算机辅助英语训练课程，促进学生学习

个性发展。 学校定期举办校园英语文化艺术

节、读书节、阳光体育节；演讲与口才、维扬

文化、科技、绘画、书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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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学生社团定

期开展活动， 参与各种竞赛活动成绩显著。

学校先后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国

家建立了友好学校与国际文化交流的关系，

每年组织师生利用假期互访交流与学习，接

收多名外国留学生来校就读。

让教师成为幸福的教师

教师的职业境界有四个层次， 一是把教

育看成是社会对教师角色的规范、要求；二是

把教育看作出于职业责任的活动； 三是出于

职业良心；四是把教育活动当作幸福体验。简

言之， 教师的最高境界是把教育当作幸福的

活动。

让每一位教师融合在学校发展的愿景

中。 学校倡导的“幸福教育”，让教师意识到

一个教育者既要关注学生的“未来”，更要关

注学生的“现在”，唯有让学生现在的学习充

满幸福，他才能成为“走向世界的现代人”，

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实施素质教育是唯一的

途径；学校通过各种宣传让全体教师认识到

办学理念的先进，育人目标的大气，打造“阳

光、才气、大气”国际学校学生形象的远大理

想和抱负，以共同的目标和宏伟的教育蓝图

激励全体教师凝心聚力，共同发展。

让每一位教师浸润在“校园文化”的芬

芳里。 在美化、绿化校园基础上，精心打造

“文化长廊”，布置英语、科技、艺术等园地，

使师生身处校园，“看”到的是文化，感受到

的是文化。 创作校歌《幸福校园》，歌词内容

凝聚学校精神精髓，文字简约凝练，节奏轻

松明快。 营造“爱生、善教、严谨、高效”的教

风，“尊师、好学、自主、奋进”的学风。 开展各

类教工活动，在活动中加强交流，增进感情，

倡导团队精神、拼搏精神和科学精神，让全

体教师深深浸润在文化的芳香中。

让每一位教师跋涉在“专业成长”的路

途上。 通过形式多样的师德实践活动，提升

教师师德水平。 明晰“主题引领、连环跟进、

分块推进”的校本培训操作模式，实现“为需

要而研”，在“同伴互助”过程中实现专业发

展。 “十一五”期间，学校开展了

3

个省级课

题、

4

个市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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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校级课题的研究，

使教师人人参与。 成立青年教师教育教学研

究会，引导青年教师制定

3

年发展规划，积极

开展师徒结对、 青年教师教学比赛等活动，

促进青年教师成长；制定《骨干教师评选方

法》、《骨干教师管理和奖励办法》，提高教师

积极性。

让学生父母成为幸福的父母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学生的成

长过程，也是学生父母的“合格”成长过程，

同时又是建设和谐家庭的过程。 为此，学校

成立 “新父母学校 ”，开展了江苏省 “十一

五”规划课题“新父母学校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让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 ，共同享受教

育的幸福。

明确组织体系。对新父母学校的性质、组

织形式、 日常机构等作出明确规定。 建立班

级、年级、学校三级父母委员会，各级委员会

副主任和委员均从学生父母中产生， 由学生

父母自荐或班主任推荐，学校审定后聘任，从

而在组织形式上保障新父母学校各项工作的

实施。

建立培训内容体系。 从三方面建构新父

母学校的校本培训教材： 一是专家培训内

容，编辑了《新父母学校专家讲座集锦》。 二

是家庭教育重难点问题的解决策略培训。 根

据小学和初中学生的年龄特点，组织教师编

写《小学家庭教育

100

个难题》和《初中家庭

教育的

100

个难题》。 三是学生父母“成长故

事”信息交流，向学生征集成长故事上千篇，

按年级编纂《成长故事》。

创新培训形式 。 一是专家组团培训 ：

2005

年以来 ，先后邀请朱永新 、孙云晓 、商

友敬、张万祥、赵忠心 、徐国静等专家学者

来校为家长作讲座。 二是教师组团培训：定

期召开父母大会、新父母委员会，向学生父

母全面反馈孩子在校学习生活情况， 并指

导学生父母如何帮助孩子发展。 三是学生

及父母现场互动：把学生 、学生父母 、教师

聚集在一个场所里进行培训， 让孩子知道

父母应该怎样去做， 让父母知道孩子应该

怎样去做， 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有机融

合。 四是个别咨询交流：主要有学生父母访

校和教师上门家访两种形式， 要求教师把

它看作是对学生父母的一个培训机会 ，要

提前准备好交流内容和重点。 每一次的培

训，都将载入《学生父母培训手册》，记录下

学生及其父母的成长历程。

(

禹克亮 王 勇

)

科 技 助 力 放 飞 梦 想

———记山东省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江路小学科技教育特色办学之路

珠山叠翠名嘉汇， 珠江碧波学府深。

在美丽的青岛唐岛湾畔，在怡人的名嘉汇

示范居住区旁，在横贯青岛开发区南北的

珠江路上， 伫立着一所年轻的现代化学

校， 它就是始建于

2006

年的珠江路小学。

因为年轻，这里与时代贴得更近，素质教

育的脉动更紧。 为了拓宽学生的发展空

间， 给学生提供一个全面发展的平台，珠

江路小学瞄准科技教育谋发展，将科技渗

透到各项教育活动，着力培育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打造科技特色文化。 因

此，学校先后被评为全国“七巧科技”系列

活动科普示范学校、 山东省科普示范基

地。科学课教师分别获得山东省科学优质

课一等奖、 青岛市科学优质课一等奖 。

2011

年

10

月在第

13

届世界机器人奥林匹

克中国赛上，珠江路小学荣获团体总分一

等奖，并获得

2011

年

12

月世界大赛的单独

组队参赛资格。

特色校园激发学生创新灵动

校园吹遍科技风。 走进珠江路小学，

教学楼外墙上“涵养正气，崇尚科学 ，热

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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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醒目的大字映入眼帘。 科技

长廊里， 悬挂着近现代世界上著名的科

学家像， 工业革命及科学技术给人类带

来巨大变化的宣传牌。 实验室里，悬挂着

实验操作的正确步骤以及观察、 实践等

科学探究活动的原则和方法； 教学楼悬

挂着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像 ，科

技角还悬挂着一幅幅星空图， 展示着中

国载人航天的光辉历程。 红领巾广播站

定期播出“科技教育”、“科技动态 ”专栏

内容，网站里设有科技知识 、活动介绍 、

科技成果展示等栏目。 各个班级也都有

涉猎科技教育专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绘

画作品。 校园浓郁的科学氛围，为普及科

技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探究激发科技情。 开展探究性学习，

是珠江路小学进行科技教育、培养学生科

学探究精神的重要手段。让我们来倾听一

个真实的校园故事：珠江路小学是建立在

一片填海造田的土地上的，曾多次绿化无

果，后又补绿种草也收效甚微。 当时这一

现象引起了学生的关注，学生自发成立了

课题组，通过调查、访谈、查阅资料、取样

化验等措施后发现，原来珠江路小学地处

盐碱地，地表土含盐量高，致使植物生长

困难。这些探究成果为园林专家的整改方

案提供了依据，学校据此对绿化用地进行

了大规模的改造， 换填新土

2000

余立方

米，并在校园内栽了海棠树、柿树，建了水

杉林、银杏林、斑竹园，这一次绿化成功

了，树木绿了，竹子发芽了，孩子们也露出

了灿烂的笑容，探究兴趣也更加高涨了。 这

次校园的绿化过程就是学生自主探索科学

知识的教育过程，生活即教育、探究即学习

的理念在校园教育中得到充分体现。

三馆放飞科技梦。 学生的课外探究活动

作为课堂部分的延伸和拓展， 作为学生对

理论知识的体验和提炼， 在学习过程中起

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学校先后投资

30

余万

元建成了多功能的具有学校特色的石油

馆、机器人馆、七巧板馆 ，为孩子们提供了

科学探究的乐园， 让孩子们在三馆中自由

放飞科技梦想。

校本课程引领学生叩启智慧之门

校本课程为科技教育导航。 学校从实际

出发，结合学生的特点，构建以学生发展为

本的校本科技拓展课程。 每周五下午，一二

年级学生学习学校开设的《七巧·小牛顿》课

程， 三至六年级学生自主选择学校开设的

“小牛顿” 拓展型系列科技课程：《美丽的宇

宙》、《藏在石头里的故事》、《影子的秘密》等

17

门，这些课程涵盖了生命科学、地球科学、

天文学、环境学、人体科学、机械工程学等

10

大领域。 整套课程基于“动手做”的探究式

学习模式，把“做中学 ”这种朴素教育理念

和模式引入到科技教育活动中， 学生参与

科技教育活动率

100%

，教师参与科技辅导

率

100%

，师生们在做中总结，在做中改进，

最终聚焦到“课程”这一载体 ，以课程的形

式加以落实。

特色活动精彩校园生活。 科学节是学校

的综合性科学盛会。 学校确定每年举办全校

师生互动参与的科学趣味浓郁的科学节系

列活动，让孩子们在自己的节日体验到探究

的快乐、创新的快乐。

2010

年，以中国世博会

为契机，学校开展了“校园世博会”科学节活

动。

2011

年，学生设计布置了科学研究性学

习课题成果展，一个班级一个“小科学馆”。

创新成果展让每孩子体验成功。 学校利

用校内环境优势，专门设立了课外科学活动

陈列室， 展示学生的作品如 “六小作品展

示”、“航模作品展”、“建模作品展”、“电脑绘

画作品展”、“科幻画展 ”、“雕塑泥作品展 ”

等，在课外科学活动的时候，带领学生参观，

把它作为加强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放

飞梦想的阵地。

优质资源为学生插上探究翅膀

家校牵手创意浓。

2010

年，学校向家长

们发出倡议， 请他们加入科学专家志愿者

行列，和孩子们一起开展各类科学活动。 来

自中国石油大学、山东科学大学、青岛理工

大学， 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科研

机构的

100

多位家长积极响应， 踊跃报名。

活动的内容涉及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的各

个领域，所涉学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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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 ，内容丰富 ，辐

射广泛。 家长与孩子们互动，或开设专题讲

座、或具体指导科学创作、或进行科学实验

演示， 对孩子们来说无疑是一场场科学知

识的“盛宴”。 学校以此为契机，有计划地请

高校教授为小学生开讲座， 对学生进行科

学兴趣、科学制作等方面指导，并在家长素

质教育开放日和家长学校中现身示教 ，引

导广大家长大手拉小手，同创新 、同发展 ，

畅游科技世界。

高校联手共探索。 珠江路小学是驻区

3

所大学的志愿者活动基地，学校每年组织学

生到大学进行活动，高年级学生同大学生一

起到学校的科学实验室做小实验。

2011

年，

学校组织学生赴中国石油大学、山东科学大

学开展了“科学之旅”探究实践活动。 其间，

大学老师为孩子们开设了机器人、 石油科

学、趣味化学等涉及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等

领域十几个门类的科学类课程。 这些小学生

们在大学中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学习体验，像

大学生一样坐在大学的教室里，聆听教授的

讲课，感受大学生活的不同。

科学， 让人类更富有激情， 更充满希

望！ 经过科技教育洗礼的孩子们一定是未

来科技事业的创造者、科技精神的弘扬者、

科学决策的运筹者、 科学发展观的积极践

行者。 正如珠江路小学校长袁秀菊在教育

札记中写道：“让科学内化成品质、 让探究

固化为习惯这是学校不懈的追求和永远的

探索，在素质教育的大道上，我们要引领学

生健康快乐成长，自主全面发展，以科学助

力，放飞梦想”。 珠江路小学的干部、教师都

坚信学校的明天会更好， 孩子们的明天会

更灿烂。

(

陈 健

)

南国潮涌，红岭竞发。

“敢为人先，勇当排头兵”的特区创新

文化孕育了深圳市红岭中学的特色意识，

引领学校在办学理念和管理策略上更上

层楼，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创办于

1981

年的深圳市红岭中学是

深圳特区成立后建成的第一所中学，有深

圳“中心城区第一学府”之称。

2006

年形

成高中部、园岭初中部、石厦初中部“一校

三部”的办学格局，是广东省一级学校，广

东省首批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广东省

首家获“区长质量奖”（按美国波多里奇国

家卓越质量奖标准评价） 的教育类单位，

连续

5

年为深圳市招考网最具人气学校。

追寻其

30

年的发展轨迹， 不得不惊

叹其“学生成长”的办学特色！

“学生成长支持中心”为

每个学生搭建成长阶梯

红岭中学田洪明校长说

:

“既要因材

施教，又要全面施教。班级授课制，学生受

益的成长空间半径较小。 其实，学生在校

成长过程中不单有学业方面的需求，更重

要的是成长需求。 ”

“学生成长支持中心”是红岭中学为

学生个性化发展所提供的系统支持平台。

“中心”下设学生品德成长支持部、学生心

理成长支持部、 学生身体成长支持部、学

生学业成长支持部、 学生生活成长支持

部、学生海外学习支持部和学生领袖成长

支持部等

7

个分部，从学生品德、生理、心

理、身体、学业、特长、未来职业规划等诸

多方面为学生个性化成长助力，量身定制

学生发展方案。

用明天的眼光办今天的教育

红岭中学不满足于连续

3

年获深圳

市高考工作卓越奖的荣誉，也不自傲于培

养了广东省高考政治学科“状元”林晓东、

深圳市高考文科“状元”崔喆、广东省高考

语文学科“状元”郭志鸣等耀眼光环，而是

从战略高度、长远眼光精心谋划学生的未

来。 “提供适合学生个性成长的理想教育，

创建与特区地位相称的国际化新学校”已

成为全体红岭人的价值取向。

走进红岭中学学生档案室，会看到一

串串学生个性成长的闪光点。

2011

年全

国高中学生化学素质和实验能力竞赛，高

一年级学生共

108

人获奖， 其中王伦、申

明两名同学获国家级一等奖，刘文健等

4

名 同学获国家 级二等

奖， 王立东等

7

名同学

获省级一等奖。 韩烽同

学参加中国关工委 、教

育部、 文化部联合举办

的第三届全国义演人才

推选活动总决赛， 荣获

“民乐类二胡专业少年

A

组银奖”；林广同学获

中国中学生作文大赛金

奖； 李睿哲同学的魔幻

长篇小说《异界乐章》已由海天出版社出

版。 今年有

15

名同学通过了美方严格的

SLEP

考试和面试，被录取为赴美交换生。

学生坦言：我们是能够担当的一代

红岭中学始终“坚持德育为先”，引导

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红岭学子身在校园，心系民生忧乐。 学校

1700

名学生调查员进社区工厂， 访居民

劳工， 集体完成了深圳幸福指数调查报

告。学校与福田区残联举行“感恩生命”读

书征文比赛。 红岭学子发出《关于在深圳

中学生开展经典阅读活动的倡议书》，号

召全市百万中小学生读经典，读好书。

特别是今年在深圳举办的第

26

届世

界大学生运动会， 红岭中学高三

1000

多

名“准大学生”

6

月

9

日高考结束后，向全

市高三学子发起 “做服务大运志愿者”倡

议。 经过大运组委会导演严格选拔，

83

名

学生成功入选大运礼宾， 学生成长支持中心

对其进行集中培训。 在由共青团中央、 全国

青联和深圳市政府共同主办的世界大学生沙

滩音乐节上， 红岭中学 “金声” 合唱团作为

唯一的中学生代表， 以四首风格各异的合唱

曲， 开启音乐节的 “梦想”、 “青春”、 “友

谊” 和 “世界” 四大乐章， 并在音乐会的结

尾与

13

所世界名校的音乐团体共同高歌

《四海同心》， 献礼大运， 祝福世界。

11

月

4

日， 在新近举行的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

会” 上， 红岭金声合唱团的压轴表演， 获得

包括国家、 省市领导的高度评价。

从红岭 “希望之星 ”到哈佛 “跳级插班

生”

赖尊恒同学是红岭

2006

届毕业生，其

家长激动地对田校长说，

2011

年

3

月

9

日午

夜，接到儿子尊恒被哈佛大学录取为设计学

院建筑系研究生，直接从第三学期（二年级）

读起， 并且获得了给予极少数优秀学生的

“院长荣誉奖学金 （

Dean

’

s Merit Schol鄄

ar

）”。 穆 赫 辛·穆 斯 塔 法 维 院 长 （

Dean

Mohsen Mostafavi

）亲自打电话给尊恒表示

祝贺，并邀请他在新生开放日，前往哈佛大

学要亲自与他面谈。

在我国，尤其是深圳，出国留学越来越

低龄化。 我们不能完全说 “存在就是合理

的”， 但作为基础教育学校应该担当起满足

社会、学生成长需求的责任。 红岭中学海外

学习支持部提供中美高中学生互访交流学

习活动，组织名校夏令营，开设“中外合作项

目班”， 为学生在国内就读高中期间提供优

质的国际化教育；实施“中美高中交换生项

目”， 给符合要求的学生提供到美国公立高

中交流学习一年的机会等相关帮助。

多选择性的校本课程，满足

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求

深圳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移民文化”

和崇尚成功，宽容失败的“创业文化”赋予红

岭创新潜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校本

课程培养学生的个性和才能。

红岭中学围绕着“求真·和谐”的办学理

念，在校本课程开发上，体现了“走向共升，

和谐发展”的课程目标，促进学生全面而有

个性的发展，构建体现学校办学宗旨和办学

特色的校本课程体系。 所谓“走向共升”，就

是通过学校自主开发的校本课程， 实现学

生、教师和学校“三者”的共同提升；所谓“和

谐发展”一是学生的全面发展，二是教师的

专业发展，三是各类课程的兼容发展，四是

因课程建设而带来的学校发展。 近

5

年来，

红岭中学先后开发了

8

大类共

416

门校本

课程。

2010

年，学校因此荣获深圳市“课程

建设特色学校”称号。

游泳、厨艺等技能类课程，为学生生存

能力奠基

生存技能需要学校专门教吗？ 可能很多

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其实，看似简单的生

存技能，城市孩子是既熟悉又陌生。 学校成

长支持中心开设游泳、厨艺、十字绣、“

DIY

”、

礼仪服饰等技能性校本课程，确实给学生们

带来了“实惠”。 真正良好的教育一定是最具

有服务精神的教育。 学生黄洁洪说：“我是父

母眼中的‘旱鸭子’，学校游泳校本课程让我

学会了蛙泳，而且与同学、老师交流游泳体

会， 周末在父母引领下到大梅沙海边体验，

快乐无比！ ”

“生态阅读”为学生打下人生底色

红岭中学首倡“生态阅读”，被中央文明

办“简报”报道。著名学者曹文轩为红岭中学

“生态阅读” 题词 “读书在深圳， 最是红岭

人”。作为深圳福田中心城区第一学府，红岭

中学相继承办了首届全国未成年人阅读文

化论坛、深圳学校阅读文化研讨会等大型会

议。 红岭中学鹏翎少年文学院被评为全国示

范校园文学社。 学生参加“深圳市读书月第

四届 ‘书城培训杯’ 中文快速阅读技能大

赛”，夺得团体桂冠。 在连续三届深圳市十佳

文学少年评比中， 红岭学子届届榜上有名，

第三届区琳同学更是拔得头筹。最近有两部

学生作品集入选深圳青春文学精品工程。

模拟联合国，培养未来社会需要的领袖

人才

由红岭中学 “模拟联合国” 学生社团倡

议，来自广雅中学、华南师大附中、珠海市第

一中学、深圳中学等珠三角

25

所名校的

300

多名青年学子齐聚红岭中学高中部，以“前沿

Forward

”为主题，纵横捭阖，唇枪舌剑，精彩

演绎当代中学生的领袖气质和全球视野，文

化担当与创新能力，演讲口才与合作研究，信

息处理和英语水平。红岭中学

2005

年开设至

今，“模拟联合国”、“假期领袖训练营”和“卓

越人生”等校本课程，已经成为学校提高学生

综合素质，培养未来领袖人才的重要载体。

学生电视台，一块学生自我管理、自我

教育的阵地

红岭中学电视台是学校

49

个学生社团

之一。 学生江圳强是学生电视台的节目主持

人， 但他还承担了节目的策划、 采访工作。

他所负责的 《聚焦》 栏目， 题材紧紧围绕学

校热点、 难点问题， 在学生中影响极大。 曾

有一段时间， 学生叫外卖较多。 他隐蔽拍摄

得到了第一手资料。 紧接着， 他又采访了大

量同学， 就学生频繁叫外卖可能带来的后

果， 进行了多角度探讨， 推出了一期专题节

目， 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节目播出后的

热议又是学生的一次很好的自我教育机会。

可喜的是在没有行政命令的情况下， 寄宿生

叫外卖现象几乎绝迹。 学生电视台的主编马

瑞同学说： “作为同龄人， 我们要将健康阳

光的生活态度点点滴滴渗透到学生之中。 我

们知道学生的自我教育往往比长辈的说教更

有效， 深感责任重大。”

创意校园： 让墙壁说话，让

景点育人

校园文化建设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

有效载体。 建设以学生成长为根本的创意校

园，提升文化品位，强化育人功能，展示学校

个性魅力和办学特色， 是校长智慧与真情，

眼界与境界的体现。

观念型校园理念文化

学校围绕 “提供学生个性成长的理想

教育” 的特色办学宗旨， 以文化建设、 课程

体系建设、 教师专业发展和打造高效优质教

学为着力点， 以 “现代素养、 精英气质、 国

际视野” 为人才培养目标， 以 “爱国、 慎

独、 求实、 创新” 为校训， 形成了 “自强不

息、 追求卓越” 的校风， “以生为本、 博学

善导” 的教风和 “崇德笃学、 敏行成才” 的

学风。 在环境育人上， 精心雕琢校园的每一

个细节， 突出绿色校园、 书香校园、 创意校

园、 和谐校园特色。 一景一世界， 一物一诗

情， 都成为教育学生鲜活的教科书。

静态的校园设施文化

学校场馆总面积

2.6

万平方米， 有

400

米跑道标准田径场， 功能齐全内设游泳馆、

球类馆的大型综合体育馆， 两个室外排球

场，两个网球场，

6

个室外篮球场，独立的乒

乓球馆。 不仅建有

270

座的电子阅览室宽带

连接互联网，电子图书存量

6

万余册。 还建

有功能强大的校园网，教室、功能室、实验室

也都安装有多媒体电教平台和互动白板。 校

园里，花坛、水池、喷泉、屏风、假山、奇石、飞

瀑、凉亭、雕像、风景树、文化石、文化墙等自

然景观和橱窗文化设施随处可见。

动态的校园活动文化

作为红岭中学办学顾问之一， 顾明远教

授说：“现代化的教育过程中， 教育是终身和

全时空的。 ”学生成长大讲坛、校园四大节和

学科活动周等活动已为红岭学子提供了多元

成长空间。 学校组织的学生成长大讲坛曾先

后聘请了吴培亨、周恒、陆埮等多名中国科学

院院士来校讲学； 邀请优秀毕业生回母校向

学弟学妹讲述学习经验和求学历程； 还聘请

家长和校内名师与学生一起探讨教育问题

等。 学校每年定期举办“艺术节”、“科技节”、

“体育节”和“夏令营节”等校园四大节；在深

圳市读书月活动中， 举办红岭中学文学才艺

博览会暨中国文学大观园游园会。 学校定期

举办内涵丰富、各具特色的数学活动周、英语

活动周、心理活动周、理科活动周。 还充分发

挥校园网、 广播站、 心理咨询室等的育人功

能，通过红岭义工、小读者服务队、“合理使用

手机，助我健康成长”辩论会等活动，有效促

进学生人格素养的全面发展。

老子说：“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我们相

信，红岭中学站在“三十而立”的历史发展新

起点上，自有千重浪，更有万里潮！

红岭中学成长支持中心揭牌仪式

第十四届科技节水火箭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