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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体特色培养为学生开启
通往大学梦想的那扇窗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也会为你打开
一扇窗”。 在顺义区坐落着这样一所学校，其前身
是具有百年校史的顺义师范学校， 现在是帮助学
生圆大学梦的高中特色校。 她，就是北京市顺义区
第九中学（以下简称“顺义九中”）。
顺义九中是顺义区的一所普通高中校，每年入
学的学生都是中考成绩在顺义全区靠后的学生，以
入学成绩看大部分学生靠文化课考入大学非常艰
难或无望。 但学校以生为本，在追求学生全面发展
的基础上， 致力于培养学生艺术体育特长发展，走
出了一条艺体特色办学之路，将一批又一批入学成
绩落后的学生送入了艺术、 体育等各类高校深造，
为莘莘学子打开了通往大学梦想的那扇“窗”。
日前，北京晨报记者前往顺义九中，一探这所
在当地被赞誉为“普通校不普通”的高中校的艺体
特色办学之路。

真情陪伴真心付出 生发学生向上内驱力

顺义 九 中 校 长 王 长 存 向 学 生 颁 发 毕 业 证 书 ，
勉励学生要追求向上奋发有为。

创造优越条件 培养艺体特长发展

学校结合学生实际，在全面
实施国家课程的基础上，大力开
发实施校本课程，为学生搭建个
性发展舞台。开设艺术类校本选
修课程，成立美术、播音、主持、音
乐、舞蹈等专业学生社团，培养学
生艺术专业特长；开设体育类校
本选修课程，成立田径运动队、篮
球队、足球队、橄榄球队、轮滑队

等专业队伍，进行专项体育特长
培养。
个性化课程的学习，培养了
兴趣，激发了热情，引领学生明
确了方向，点燃了学生走艺体
特色之路考取艺术体育类院校
的大学梦想。艺体特长的学习
培养则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自
信心，带动学生整体学业水平

快速提升。
近些年，学校更是大力加强
建设，建造高水平的蝶砚书画
院，专业的舞蹈室、音乐室、表演
室、电视台演播室、录课室等功
能教室，完善运动场馆设施设
备，打造专业化的师资队伍，为
学生艺体特长学习提供优越条
件和充足保障。

京津沪渝四地共话学生发展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刘佳）

在新高考改革形势下，学校将
如何开展学生发展指导变被
动为主动？12月 1日，京津沪
渝学生发展指导高端论坛在
北京市八一学校举办，学校作
为代表向与会嘉宾分享了自
己的经验。
会上，八一学校校长沈军
以“基于生涯发展为引领的学
校学生发展指导中心实践探
索”为题，从 3个方面介绍了
学校的具体做法。他认为，学
校应首先因校制宜制定学生
发展指导工作的定位和角度。

然后，通过开展学生选科调
研、选课测评、课程融合等途
径，从宏观上构建学生发展指
导体系以应对新高考，最后再
进行反思和探讨。
本次会议通过理念分享、
经验介绍、课程观摩等形式，交
流以八一学校为代表的海淀区
先进经验，关注学生发展指导
中心建设、教学渗透、活动融合
等热点话题，全方位展示了海
淀区学生发展指导的建设思路
与成果。会后，北京市第二十中
学校长陈恒华也向北京晨报记
者分享了该校在指导学生发展
根据单词卡片结合图画卡进
行点选复习。同时，针对这一
年龄段儿童的特点，Abctime
添加了游戏化的互动环节，例
如设置 PK环节，支持两人共
读，并根据成绩换算排名，以
突出英语学习的“趣味性”和
“互动性”。
好未来投资部总经理，幼小
事业群总裁吴颖表示，此次，好

方面的具体做法。目前，学生发
展指导工作已在 20中开展了
2年有余，学校从学生的学业、
生活、品德等多方面入学，对学
生进行多维度测量，并将学生
发展融入课程，通过实践活动让
学生认识自我、认识社会。作为
“海淀区学生发展指导工作”项
目首批实验校，学校在学生发展
指导方面已有初步成效，学生发
展指导中心也已经成立。
据悉，此次活动共汇集了
京津沪渝四城区的 200余名校
长及代表以及北京国信世教研
究院等机构的行业专家们。
未 来 在 Reading A-Z的
3000本阅读内容中选择了约
2000本，通过多种方式呈现给
孩子们。目前，Abctime APP
测试版已经上线。按计划，好未
来还会和一起作业、英语趣配
音等拥有大量中小学生用户的
移动互联网教育公司合作，相
关产品也将于后续推出。
（徐虹）

隆基校园公益开启新模式
北京晨报讯 日前，隆基绿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启动“可
持续发展”的公益新模式，并同
步启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丽
江华坪县女子中学两个电站捐
赠项目。

捐赠仪式上，隆基股份承
诺不仅满足两所校园日常绿色
用电，同时还将捐赠电站 25年
运营中产生的稳定收益，通过
奖学金、科研基金、建设基金等
方式，为学校提供长期帮助。其

考入艺术体育类院校深造学习的
学生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百余
人，近两年考入本科院校的就有
二百余人，甚至有学生能以 500
多的高分、专业成绩名列全国前
茅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师范大学
等名校。在文化课成绩处于劣势
的情况下，激发学生的自信，找到
学生的闪光点、成长点，为学生开
启通往大学梦想的那扇“窗”，顺
义九中的领导、教师们付出了巨
大的心血、凝聚了高超的智慧和
超强的教育加工力。
走进顺义九中的校门，最显
眼夺目的便是镶嵌在迎面主楼的
校徽，图案是一只翩翩起舞的蝴
蝶，犹如“美”字。校长王长存说，校
徽如此设计意在表达顺义九中
“以美育德、以美益智”的办学理
念，意在希望九中学子把三年的
高中学习生活看作是自己“化蛹
成蝶”的过程。现如今，对于顺义九
中的教师们来说，最欣慰、最骄傲、
最幸福的就是，一批又一批的学
生通过在顺义九中三年的锤炼，
真的如校徽寓意那样——
—“破茧
成蝶”了！ 北京晨报记者 曹晶瑞

东城区成立青少年法治学院

英语阅读分级产品 Abctime 测试版上线
北京晨报讯 近日，好未来
宣布为 4至 12岁儿童推出分
级阅读产品 AbcTime，该产品
由 Reading A-Z提供内容，
好未来则根据中国儿童的特点
重新筛选编排。
据 介 绍 ，AbcTime的 互
动阅读分为读前、读中和读后
三个环节。孩子可以先听音
频、然后跟读打分；读后，可以

顺义九中的学生普遍文化
课薄弱，但从学校到老师到学
生，从没放弃对大学梦想、美好
人生的追求。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顺
义九中的教师们每天早晨六点
多钟就从家里来学校，常态性的
每天下午放学到学生上晚自习
前的这段时间，或教室或办公室
或教室外窗台前，自觉自愿晚回
家为学生答疑，他们就是用最真
心最真情的陪伴暖化着学生的
心，陪着学生一起奋斗，引着学
生锻炼成长，不断生发学生追求
向上的内驱力，润养着学生们不
断地蓄积破茧成蝶的能量。
辛勤智慧耕耘必会丰硕收
获。在市、区各类文艺、体育、科
技等竞赛活动中都活跃着顺义
九中学生的身影，展现着顺义九
中学生的风采，彰显着学校艺体
特色教育成果：参加全国青少年
锦标赛获橄榄球比赛亚军，参加
北京市中学生街舞比赛获冠军，
参加北京市学生艺术节获个人
表演项目一等奖，参加顺义区中
学生主持人风采大赛获第一名
……数据显示，每年从顺义九中

中，为北大物理学院提供的奖
学金将主要用于奖励在光伏课
题研究中表现突出的学生。而
为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
提供的资助将主要用于改善教
学环境及学费资助。 （徐虹）

北京晨报讯（记者 丰伟宏）

12月 4日，国家宪法日。东城区
举办国家宪法日法治宣传教育
暨“东城区青少年法治学院”成
立大会。
据了解，青少年法治学院是
东城区青少年学院下设的专业
学院之一，其职责由东城区职业
大学承担，并依托东城职大的法
律专业师资力量和行政执法培
训基地的资源，在职业大学内部
设立专门机构独立行使法治学
院职责。
会上，东城职业大学与首
批 15家资源单位举行了签约
仪式，未来这些资源单位将按
照“四个一”模式参与法治学

院建设工作，即“派驻一名专
员、设立一个基地，打造一门
课程、组建一支队伍”。来自北
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北京市
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北京市
东城区环境保护局、北京市
东城区国家税务局、北京市东
城区城管执法监察局、北京市
东城区交通支队和平里大
队、中国法院博物馆、中国消
防博物馆以及多家律师事务
所等 15家资源单位的 19名
执法人员和专业律师工作
者，以法官、检察官、警官、律
师、普法宣讲员等不同身份被
聘为法治学院实践基地的首
批辅导员。

儿童摄影学校挂牌 30 周年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刚）

日前，在北京服装学院银色大厅
1号秀场举办儿童摄影学校挂牌
三十年·北京服装学院三里屯小
学“高参小”项目成果展示活动暨
媒介教育联盟成立仪式。
三里屯小学是个特色鲜明
的学校，儿童摄影教育已经走
过了三十年的历程，这种独特
的教育方式、教育载体和教育
平台，对于学生个性化的发展
会起到一种不可取代的作用。
三里屯小学校长朱勇哲向
与会领导及专家介绍了儿童摄
影学校的“四个发展阶段”和学
校的“四个学会目标”，即让学
生学会记录、学会表达、学会欣

赏、学会创造。凸显了儿童摄影
学校的“四大创新发展”，内涵发
展、立体发展、系统发展和专题
发展。
据悉，在北京市教委“高参
小”项目的支持下，三里屯小学
与北京服装学院“手拉手”，北
京服装学院在课程建设、特色
发展、文化建设等众多方面，
给予了三里屯小学大力的帮
助和指导，并取得丰硕成果。
此次活动是三里屯小学在“高
参小”项目支持下，梳理了儿
童摄影学校三十年来的成果，
也是对儿童摄影教育的探索
和总结，更是对新时代教育的
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