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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中学 为未来而变 培育拔尖创新人才

2019-2020学年，有 6人入
选国家集训队，10人被“北大清华
数学英才班”录取，22人被清华北
大强基计划录取。

2020-2021学年，高2021届

已有16人获全国决赛金牌，9人
入选国家集训队，创下金牌总数
全市第一，获奖人数全市第一。
高2021届李金珉同学获得第61
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全世界

唯一满分金牌。
2020年，清华大学专家首次

组团来到该校为42名巴蜀中学
学子分发录取通知书。

金牌，第一，首次……这是当
之无愧的巴蜀中学！作为享誉国
内外的名校，巴蜀中学肩负使命
和担当，呼应国家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战略，坚持“挖掘潜能，张扬
个性”的办学特色，重视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体系的优化与完善，组
建了一支高水平的教练团队，探
索了一套有巴蜀特色的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体系，为我国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提供了一个生动样本。

为未来而变
探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路径

不忘初心，应时而动。巴蜀
中学坚持“挖掘潜能，张扬个性”
的办学特色，历来高度重视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优化与完
善，并作出了系列探索。

巴蜀中学以培养学生终身学

习能力为出发点，在遵循国家规
定教学内容和进度前提下，坚持

“全面规划，系统推进”原则，注重
初、高中的全面衔接；校本课程从
初一延续到高三，打通了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的壁垒，通过科学选
拔体系和差异化“动态进出”机
制，选出有潜力的苗子。

在巴蜀中学看来，课程是一
种机会，今日一门偶然的课程，会
给学生的未来带来无法预计的未
知可能。

如何发现他们身上“沉睡的
可能性”?学校开设了包含五大学
科奥赛、国内赛事课程、国际赛事
课程、艺术特长课程、国际视野课
程等挑战课程。构建了基础课
程、拔尖课程、拓展课程的专业课
程体系，形成了导师制、小班化、
个性化“一制两化”独特培养模
式。

此外，巴蜀中学搭建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的多元平台，例如巴
蜀中学与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
程研究院签署共建“钱学森班”；

与北京大学深度合作，共同培养
拔尖创新的数学后备人才，成为
重庆地区唯一一所北大数学后备
人才基地校；巴蜀中学成为清华
大学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贯通
培养基地校；巴蜀中学被聘为清
华大学学堂计划钱学森班—中学
拔尖人才培养联盟常务理事单
位，全国仅11个；巴蜀中学还与
其他知名中学、著名高校共建联
合培养基地，与知名高科技企业
（公司）共建创新实验室，高质量
承办全国奥林匹克竞赛，积极参
加国际化赛事等。

巴蜀中学的一系列实践探
索,为我国科技发展和人才强国
战略孕育了高水平精英人才。

为国家育才
践行者巴蜀人的责任与担当

近日，第61届国际数学奥林
匹克（IMO）成绩出炉，中国队获
得5金1银，以215分蝉联团体总
分第一。

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巴蜀
中学的李金珉同学拿下全世界唯
一的满分，也成为重庆直辖以来
首位国际奥赛满分金牌获得者。
在 IMO赛场上获得满分实属不
易，而本届IMO试题3、6题难度
较往年相比更大，全满分更是几
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队的
李金珉实属难能可贵。

开拓进取，昂扬拼搏，这是巴
蜀中学学子的风采。

近年来，巴蜀中学五大学科
竞赛国家集训队人数、全国金牌
人数、全国联赛一等奖人数均进
入全国前10。为高校培养了一大
批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的尖端人才。2020至2021学年
度，巴蜀中学高2021届已有16人
获全国决赛金牌，金牌总数全市
第一，9人入选国家集训队。

校长王国华强调：“巴蜀中学
以塑造品格，厚积知识，培养能
力，提升思维为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特色定位，着力为国家培养更
多优秀人才。

第6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唯一满分金牌学子李金珉载誉而归

“如果不是遇上求精中学，
我不会发现，有一所学校有如
此多的特色，她的未来教育领
跑教育信息化，受到教育部点
赞。国防教育成效显著，各地
同仁前来学习，科技教育精彩
纷呈，师生斩获无数大奖，体艺
教育硕果累累，冠军选手名响
国内外。”

这段来自新生的告白，说
出了大多数求精学子的内心。

回顾丰厚历史，求精中学
获誉累累。站在新时代的潮
头，求精中学立足新时代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铸
就“向往的教育”特色品牌。学
校负责人介绍：“要善待成就每
一位师生家长，力求让每一个
人都在原有的基础之上获得长
足进步，身心更健康、发展更全
面、进步更显著。”

让学生向往的教育一定是
看得见“幸福的”。

求精中学创建了全员、全
方位、全过程参与的“一大四小
五微型”立体德育体系，极力抓
好重大节点教育；抓好重大主
题教育、班级常规教育、年级文
化建设、学科渗透德育，引导学
生身心两健的发展。

让学生向往的教育一定看

得见摸得着“进步的”。
求精中学在“走近”、“走

进”学生的基础上，坚持以关注
每一名学生的发展与成长为理
念，推动“五化”改进，以国家课
程加校本课程的“幸福1+1”课
程体系，引导学生突破自身困
难，成功实现各个层次的学生
全面提高。

让学生向往的教育一定是
感受到“收获的”。

求精中学通过讲座、晒课、
示范课、优质课、集团交流等各
种渠道实现教职工教学理念、
思维、技能的各方面提升，推进
了学校更有质量的发展，学校
教育教学成绩稳居全区前列。

令人向往的教育对于求精
学子绝不止这些，学校设有全
市首批政治学科基地、物理学
科基地，引领全市学科教学。
建立智慧家长工作坊，家校凝
聚起育人合力。发扬体艺特
色，女排获得全市中学生排球
赛冠军……在求精中学教育集
团这个大集体里，人人秉持善
待成就每一个师生家长的理
念，砥砺前行，描绘出一幅幅和
谐幸福的教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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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精中学
打造令孩子向往的“教育绿洲”

袁心玥回访母校

随着背景音乐响起,空翻、
高空抛人等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一气呵成，队员们不断变换造型
演绎出一场高水平的啦啦操表
演……

近日，二十九中Sparkle啦
啦队作为唯一一支受邀代表中
国参赛的舞蹈啦啦操队，在
2020年亚洲青少年啦啦操网络
邀请赛暨亚洲啦啦操分龄网络

邀请赛的亚洲青少年双人花球
比赛中力压群芳，勇夺冠军。

再次以中国代表队身份参
加国际赛事，是荣誉也是压力，
二十九中师生带着女排精神拼
尽全力，不断前进，取得佳绩。
事实上，二十九中啦啦操队此前
已多次获得全国多个项目的冠
军，代表中国参加了在法国举行
的欧洲锦标赛和美国举行的世
界锦标赛。学校成为全国首家
五星级啦啦操俱乐部，成为中国
青少年啦啦操集训队共建单位。

小小健美操，不仅跳出了校
园活力还走向了世界大舞台。

早在数年前，二十九中就以
啦啦操项目为载体，开设校园大
课间啦啦操，让全体学生感受啦
啦操的快乐，增强学生体质。举
行一年一度的校园啦啦操大赛，
提升班集体的凝聚力。开设高
中啦啦操选修课，让学生在高中
阶段深入了解并学会了一种更
好的健身运动项目。组织队员

们深入社区幼儿园、特殊学校等
场所进行公益活动，培养社会责
任感，塑造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啦啦操取得的成绩带动了
学校体育运动的开展，促进了校
园文化的建设，增强了学校的凝
聚力，彰显了学校办学的特色。

二十九中走出了一条高质
量特色发展之路，学校不仅啦啦
操全国闻名、亚洲一流，女子足
球也多次获得重庆市冠军。作
为全市青少年教育创客联盟的
秘书长单位，拥有全国知名的创
客空间——蚂蚁梦工厂，设备先
进、技术一流的信息技术中心，
培养了一批动手能力、表达能
力、协作能力、创新能力突出的
学生，多位学子走进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等名校。

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九中大
力推动学校质量和特色的齐头
并进，并将特色活动向教育集团
辐射，助推了成员校多元发展。

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 魅力啦啦操跳出活力走向世界

同根同源同血脉，同歌同徽
同精神，重庆复旦中学作为复旦
血脉的一支，如今早已枝繁叶
茂，并从百年复旦的历史底蕴中
不断汲取养分，向着一流名校不
断前进。

用质量擦亮“复旦”这一金
字招牌，复旦中学新一代领路人
早已在路上。作为学校新一任
接班人，校长王兵提出了“依法
治校、质量立校、特色强校”的工
作思路，明确了“内强素质，自强

不息；外塑形象，借力发展”的工
作方针，强化“团结、服务、牺牲”
的复旦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努力办好“抓好质量、育好学
生、做好招生、谋好发展”四件
事，为复旦这个金字招牌增光添
彩。

鼓足干劲，负重前行，复旦
中学在新起点上描绘新蓝图。

“办好让人民满意教育的教
育，就需要不断与时俱进、求真
务实,加强改革与创新，提高育
人质量。”王兵强调，学校坚持

“人才兴校、团队强校”，以团队
建设为载体，采用分层办班的形
式，运用复旦“星课堂”创新手段
网上网下相结合，实施“名优特
教师队伍建设”创新专项，实施

“三学班、三教班、三课班”三三
三教师发展模式，为教师铺就了
一条成长进阶之路。

学校加快智慧校园建设步
伐，继2016年底与科大讯飞合
作，开展人工智能环境下智慧教

育的探索，2018年建成西南地
区首家大数据精准教研中心，学
校如今依托数据分析，进行精准
靶向教学，实现了教学质量的提
升。

此外，学校还从课堂教学、
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力，向
高质量发展全面进发。高2020
级成绩斐然，更多学子走向理想
学府继续深造。

作为复旦中学教育集团龙
头校，复旦中学通过管理、师资、
信息、设备等优质教育资源的共
享，共享课堂教学智慧，共同探
讨教学质量的提升，共同关注课
程设置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实现
优质教育平民化、普及化。去年
11月，两校共同组织参加区进
修学院组织的解题能力大赛均
取得佳绩，其中50中学4人参
赛，2人获得一等奖，2人获得二
等奖。50中正借龙头校复旦中
学现有的影响力，努力打造新的
办学模式。

复旦中学 用质量擦亮“复旦”金字招牌

复旦中学智慧课堂展示

2019年亚太地区啦啦公开赛

这里有以第6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全世界唯一满分金牌获得者李金
珉为代表的创新人才，这里走出了中国女排主力队员袁心玥等榜样人物，这里
还有一支代表中国在世界啦啦操舞台上绽放光芒的舞蹈啦啦操队，这里更有一
群发扬“复旦”精神，奋发向上的青少年……

近年来，渝中区中学教育深化改革、提振活力，走出了一条教育发展之路、
创新之路、辉煌之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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