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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八十载立德树人八十载 春风化雨正当年春风化雨正当年
———— 安顺市实验学校教育事业发展再创辉煌安顺市实验学校教育事业发展再创辉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甘良莹甘良莹 李丽莎李丽莎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和学习，让人类千百年来的文明得以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孙中山说：学校者，文明进化之源泉也。在安顺，有这样一所学校，学生们用日复一日的勤奋，老师们以年复一年的耕

耘，激荡着少年志气，书写着新的传奇。
安顺市实验学校创办于1939年秋，是一所由幼儿园、小学和初中组成的大型学校，1982年被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重

点学校，2017年获全国第一批“文明校园”、全国第五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单位”，是全省文明单位、安顺市文明校
园、安顺市“十佳”家风示范基地、安顺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示范点。

1993年至今，该校中考成绩已连续27年领跑全市中学。刚刚结束的2019年中考，学校捷报频传，又一位中考状元花落
实验，我市中考前10名实验占据6席，全市中考总分600分以上学生46人中实验有18人，各学科单科成绩也是高分云集、遥
遥领先。

更可贵的是，实验学校的学生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还多才多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百花齐放又形态各异，为学校自身，
也为安顺的教育事业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安顺市实验学校2019年中考辉煌再
续，连续27年全市领跑！实验师生以梦为
舟，奋力前行，不负韶华，再创佳绩！

一、群英竞技，独占鳌头
陈剑波同学以总分630分荣获2019

年安顺市中考第一名！
二、千帆竞发，独领风骚
全市中考前10名：
九（4）班 陈剑波630分；
九（8）班 杨振宇625分；
九（4）班 邹瑛敏624分；
九（6）班 苏长昊616分；
九（6）班 邵昆鹏616分；
九（10）班 罗 颖616分。
三、奋楫中流，卓尔不凡
全市中考总分600分以上人数46人，

该校18人：
陈剑波630分 杨振宇625分
邹瑛敏624分 苏长昊616分
邵昆鹏616分 罗 颖616分
宇欣雅614分 胡瞻宇610分
韩以柔607分 张瑞欣603分
胡紫桐603分 姜雨辰603分
柴东旭602分 张睿睿603分
何怡昕602分 徐艺恒602分
李诗懿601分 郑 越600分
四、厚积薄发，实力超群
该校753名毕业生全部参加中考，总

分平均分475.81分（超过省级示范性高中

录取线81.81分），最高班级总分平均分达
495.57 分（超过省级示范性高中录取线
101.57分）。上安顺市第一高级中学、第二
高级中学统招线336人，上安顺市第一高
级中学、第二高级中学配额生录取线448
人，上安顺市第一高级中学、第二高级中学
特长生录取线556人，上省级示范性高中
录取线593人。370人被安顺市第一高级
中学、第二高级中学正式录取。

五、培优拔尖，桃李满园
各学科单科成绩优异，遥遥领先！
语文（满分150分）：135分及以上17

人；平均分104.44分。
数学（满分150分）：满分1人，145分

及以上12人；平均分106.32分。
英语（满分 150分）：145分及以上33

人；平均分115.76分。
物理（满分90分）：85分及以上8人；

平均分58.27分；
化学（满分60分）：满分3人，59分及

以上15人；平均分42.92分；
理科综合（满分 150分）：140分及以

上15人；平均分101.19分。
政治（满分60分）：56分以上7人；
历史（满分60分）：56分以上9人；
文科综合（满分120分）：获“A”等346

人。
体育（满分50分）：满分111人，45分

及以上502人；平均分45.44分。

清代郑观应曾言：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
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
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近年来，实验学校锐意
创新，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开创了发展新局面。

“秉持‘为学生一生着想，为祖国明天奠基’的办学理念，实验
兼顾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更关注学生终生的发展。学校公平对待
每一位学生，入学之初不看成绩随机分配到各班级，没有快慢班、
尖子班之分，班级教师也是平行分配，所有学生平等享用学校教
育资源。”实验学校党总支委员、副校长张波告诉记者。

在教育实施过程中，学校各学科的老师集思广益，通过交流研
讨、一对一结对帮扶等方式，自发形成“教育共同体”，塑造具有向
心力的教育团队，积极探索和完善教学新思路，并坚持步调一致抱

团干，互相协调学习进度和作业量，共同推动学生的均衡发展。
九（4）班班主任、年级组长卓荦举例，学校老师积极探索科学

教学的一个典型，便是由语文学科延伸到所有学科的“题单”——
以前课后作业老师们喜欢发整张试卷，给了学生沉重的压力，而
现在各科老师先深入“题海”再将试卷“化整为零”，分题型分知识
点类别制成量少却有针对性的“题单”，耗时不超过20分钟，可作
为随堂练习也可作为课后作业，减轻了学生负担，却明显提升了
学习效率。

在平衡各学科学习的同时，实验学校重视学生身体素质的提
升，认真实施《体育与健康》课程，开足体育课并保证质量，还安排
晨跑和每天阳光体育运动一小时。“在实验学校，没有哪一科老师
会占用体育课，这让我真正感受到了体育老师存在的价值。”九年
级体育老师彭金感慨道。

科学执教促均衡发展

在中考状元陈剑波的眼里，三年的初中学习生涯并不苦闷繁
杂，而是张弛有度、轻松高效。“一方面是因为老师们合理安排课
堂教学和课后作业，把重心放在保证课堂质量上，另一方面是校
园里学习氛围浓厚，每个人都来不及为一时的得失而骄傲或是低
落，因为新的挑战会一个接一个迎面而来。”

中考获625分高分成绩的杨振宇对班级氛围与陈剑波有着
同样的感触：“我们学校的精神是‘不止领先，追求卓越’，在班级
里看到身边的同学都在刻苦努力，每个人都会被感染从而自觉主
动学习、共同进步，并想着要做到更好。”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
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召唤另一个灵魂。”共
同进步的除了学生之间，还有实验学校的老师和家长们。

学校引领广大教师“有仁爱之心”，形成了“爱生、爱岗、爱校”

的教风，营造了“一言、二送、三结”的教育氛围。一言，老师提炼
自己的教育格言,表达育人如磐初心；二送，老师把爱心送给孩
子，把爱心送到家庭，“百名教师大家访”老师们用脚步丈量城市
的距离；三结，学生与学生结成互助小组，老师与家长结成教育伙
伴，老师与老师结成智囊团队。全体教职团队以爱育爱，播洒温
暖阳光，让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此外，实验积极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一体化的大德育格局，
充分发挥家长学校的培训指导作用，通过召开家长会及开展“正
家风、重家教、身力行、作榜样”家校携手活动，动员和引导广大家
长学习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重
要讲话精神，从思想深处体会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家庭教育重要
角色，从而配合学校对学生进行行之有效的教育引导，真正发挥
家校合力的实际作用。

勤勉励学谋共同进步

安顺市实验学校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及习近平总
书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教
育育人观，始终坚持以德为先、立德树人的教育教学管理理念，
引导未成年人弘扬时代新风，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注重课堂、合理安排课后，既保证了学习效率，也让学生有时
间释放压力，拓展自己的兴趣爱好。“空闲时候我会进行课外阅
读，比较喜欢文学类和科幻类，也会跑跑步、下下象棋，第二天回
到学校又开始全身心的学习。”陈剑波说。

另一名“学霸”邹瑛敏的闲暇时光里，则充分展现了小女生的
温暖细腻，画漫画、写小诗和散文，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喜欢的童话
故事续上一个新颖别致的结局。

7月18日，安顺市实验学校2019届九年级毕业典礼节目展

演上，学生们青春飞扬的诗朗诵、歌舞剧，灵动优美的古筝、书法、
舞蹈汇演等，博得现场掌声阵阵……

以立德树人为宗旨，实验学校德育工作坚持以内涵丰富厚重
的中华传统美德为引领，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主
线，以文化人培育祖国英才，润泽心灵助力学生成长。结合学生
的身心特点，学校还充分利用各大节庆日、纪念日等，开展形式多
样、寓教于乐的主题实践活动，使学生在活动中能力得到锻炼、习
惯得到培养、素养得到提升。

“全国第一批文明校园”“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
单位”“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等教育硕果的取得，是实验学
校几代师生“不止领先、追求卓越”的真实写照。如今，在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实验学校春风化雨八十载之际，又一批莘
莘学子以优异的成绩迈向人生新旅，正以他们的朝气和热血，
开启灼灼年华！

德育为旨育时代栋梁

2019年中考喜报

愿你有无畏
的心和无畏的勇
敢，用无畏的乐
观杀死孤单，用
无畏的冲动驱走
平凡，用无畏的
天 真 和 色 彩 斑
斓，在单调中添
点灿烂！

九（4）班：陈剑波
一方黑板朝朝暮暮

绘宏图诚滋桃李芳天下，
三尺讲台岁岁年年洒青
春勤育英才泽九州。老
师们用青春点起亮光，照
亮我们前进的路。感谢
有着“拼却老红一万点，
换将新绿百千重”精神的
实验老师们。三年师恩
似海深。道不尽心中感
谢，祝福您:桃李满天下 ，
春晖遍四方！

九（4）班：邹瑛敏

三载春秋，我在实验的
校园内播下了努力与汗水，
不擅长栽种的我在老师与同
学们的帮助下开始提升自己
了，学到了不少方法与知识。
这个夏天，我的成功之花终
于开放，我也顺利收获了知
识的累累硕果。但求知之路
永无止境，我会继续努力致
知，不辜负老师与同学们的
期望，继续为母校争光！

九（6）班：邵昆鹏

岁月流转，时光荏苒。
美好的三年时光匆匆过去，
实验校园的一点一滴都是心
中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每位
老师的辛勤付出，感谢每位
同学的互帮互助，感谢父母
最无私的陪伴。在新的旅途
中，我会坚定不移地前行，路
无悔，心无愧，人生无憾，为了
更美好的明天而战！以梦为
马，不负韶华！愿母校明天
更好，再创辉煌！

九（6）班：苏长昊

时光荏苒，
三年的初中生
活 落 下 帷 幕 。
回首过往，感谢
老师、同学的一
路陪伴。展望
未来，祝愿母校
桃李芬芳，再创
辉煌！

九（8）班：杨振宇

白 驹 过 隙 ，
光 阴 荏 苒 ，三 年
已过。同窗的互
帮 互 助 ，老 师 的
辛 勤 付 出 ，学 校
的 哺 育 ，造 就 了
实 验 的 辉 煌 ，感
谢您，母校！

九（10）班：罗颖

优秀学子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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