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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株洲市高中质量建设先进单位

株洲世纪星高级中学，是一所全日制普通高中学
校。学校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云阳山下，东濒米江河源江
风景区，西临西城大道，南接云阳街，北与农林开发新区
毗邻，占地面积 48000 平方米，建筑总面积 52000 平方
米，傍山依水，风景如画，交通便利，区位优越。校园园林
式设计，高端大气，建筑布局合理，格调典雅。

学校设施设备先进齐全，标准教室、特色教室、多媒
体教室、智慧教室、理化生实验室、图书室、美术画室、录
播教室、舞蹈室、钢琴房、心理辅导室等，一应俱全。

学校现有 41 个教学班，2199 名在校学生，105 名教
职工。其中专任教师 99 名，硕士研究生 9 人，本科以上学
历达 100％，学历合格率 100%；省、市、县优秀教师 27 人、
学科带头人 51人，特级教师 1人，中学高级教师 16人。

育德育人，培养全能型人才
随着全面素质教育时代的到来，新高考也越来

越注重学生们的综合素养，注重培养全能型人才。
办学以来，株洲世纪星高级中学强调教书育

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实行封闭式管
理，民主办学、开放式办学，创新思维给学校带来
无限发展可能。

加强校际交流与合作。该校于 2014 年与韩国
亚洲大学、蔚山大学、安大略国际学院等国际教育
机构建立合作关系，2015 年与北京大学工学院及
基础教育学院等签订合作协议，2016 年成为北京
大学筑基工程项目学校，2017 年与华中师大中国
课改名校协会合作共享国内名师资源，2017 年与
北京十一学校建立深度合作关系，2018 年与美国
加州树人国际学校签署姐妹学校协议，并开展中
美双语文化交流活动。

实施“北大筑基工程”，“牵手北大，圆我梦

想。”该校建立了本校优秀学生与北大青年教师、
优秀大学生及北京地区中学师生的互动渠道。学
校出资，每年择优选取高中在校生前往北京进行
为期 21天的核心素养养成集训。通过互动交流，在
学生心中播撒了梦想的种子，点燃了学生书写青
春诗篇的激情。

为了给更多的优秀学子提供优质的教育资
源，学校特别开设“东阳实验班”，同时通过“东阳
杯”学科知识竞赛活动，招收“奥赛班”“实验班”，
培养一批以冲刺名牌高校为目标的优秀学子。

德育是学校教育的灵魂，是学生健康成长和
学校工作的保障。为此，株洲世纪星高级中学坚持
以德育人，以文化人，紧紧围绕办学目标，创建高
雅别致的环境文化。

精心布置校园围墙文化，彰显读书特色。内容
包括“弟子规”“读书格言”“中华经典故事”，引领

学生做一个有远大理想、热爱读书的好青年。
走廊墙壁文化建设力求美的体现，主题鲜明。

一层为校训三风、学生守则、教师职业道德，让养
成教育的理念深入到每一位老师学生心中。二层
为习作梦工场、评价风向标、学生书画作品，为学
生提供展示平台和学习榜样。花池草坪中“用爱心
呵护每一片绿色”等温馨的语言，提醒学生手下留
情、脚下留意。

班级墙壁文化建设凸显班级特色，分为“班风
内容”“读书专栏”“班级特色”三大板块，个个学生
都有表现、对比、进步、成功的机会。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学校将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不忘初心，笃定前行，朝着办国际化、现代
化、特色化的‘区域内品牌学校’的目标奋勇前进，
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崭新篇章。”校长周寒说。

说起株洲世纪星高级中学，就不得不
提该校理事长肖建玲。她创办的教育企业
每年提供 5000 多学位，有效缓解了茶陵基
础教育的压力；提供 1000 多人次就业机会，
缓解部分当地务工人员的就业问题，为茶
陵社会稳定发展做出了贡献。

肖建玲不仅有优秀企业家的胆识，更
有教育家的情怀。学校里每年都有一些因
家庭贫困面临失学的孩子，她通过减免学
费、捐助等形式，资助贫困生继续完成学
业。如何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是她始终思
考的问题。为此，她要求老师们掌握贫困生
家庭情况，总是尽最大努力帮忙解决，不让
一名学生因经济原因而辍学。

去年，学生陈清因父亲意外去世，面临
着失学，肖建玲获悉后立马为她减免了所
有学费，并像妈妈一样，通过各种方式关注
他的学习和生活。

一次次的捐资帮助、减免费用，肖建玲
为众多寒门学子送去了关爱，学生都亲切
地称她为“肖妈妈”。

据不完全统计，肖建玲和她的企业累
计资助贫困生 612 万元，资助贫困家庭 218
户 109万元。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众多受资助的
孩子发奋学习，逆境成才，回馈社会，编织
大爱的春天！这也正是肖建玲的初心。

扶贫帮困显爱心

学校概况

人物风采

倾心育桃李 迈步从头越
——写在株洲世纪星高级中学新校区开学之际

陈洲平 尹旦警

犀城茶陵，人文鼎盛、诗文昌盛、斯文兴盛，历史上曾出过一百多名进
士、四位大学士。株洲世纪星高级中学，就扎根在这片人文底蕴深厚的沃土
上，犹如一颗星星闪烁在茶乡的夜空。

“以人为本、彰显个性”“为每一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对每一个学生
负责，让每一个家长满意”一直是株洲世纪星高级中学坚守的办学理念。该
校实行全员、全程、全面精细化管理，落实“培养学生终身受益的良好习惯，
培养学生未来竞争的良好素质，培养学生个性发展的创新品质”育人目标，
坚持“依法办校、科学治校、质量立校、特色兴校”办学方向，努力推行“先学
后教、当堂达标”的高效课堂教学改革，实施学生自主管理和自主学习，着力
打造优质教育品牌，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实现创建“三湘名校、全国一
流、国际接轨”名校目标。

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来临之际，株洲世纪星高级中学搬迁至新校园，
以崭新的姿态迎接莘莘学子，以高质量的办学成绩和丰硕的教学成果向新
中国华诞献礼。

这个秋季开学，不少高中学生家长走进株
洲世纪星高级中学投入使用的新校区，倍感惊
喜——不仅仅是教学环境更好了，而是拥有一
支优质的教学团队。

走进学校，迎接家长和学子们的，是一直由
高级教师、名牌教师等组成的强大教学团队：

校长周寒，中学高级教师，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学硕士。全国民办教育先进工作者、浙江省

“红烛奖”获得者、浙江省名校长、温州市优秀校
长，曾带领其任职学校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集体、浙江省文明单位、浙江省重点中学、浙江
省特色示范学校等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

副校长赵昌正，中学语文高级教师，陕西省
依法治教先进个人、中马文学艺术研究院特聘
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诗词教学研究，在各类刊
物发表诗词及评论 300余篇（首）。

副校长吉文宣，中学物理高级教师，江苏省
百优教师、浙江省先进教育工作者。一直从事高
中物理教学和学生德育管理工作，任职期间所
负责的处室都被评为先进处室。

学校发展中心主任宁俊虎，中学语文高级
教师，曾任山西省重点中学校办主任。从教十八
年来，培养并为本科大学输送新生 2000多名，其
中 20多名上北大、清华等名校。

教师康远军，株洲市优秀教师、茶陵县“高
考突出贡献奖”获得者，所带班级文化科成绩多
次名列前茅。

教师满文祯，中学数学高级教师、安徽师范
大学数学硕士、华东师范大学特约研究员、奥林
匹克竞赛教练员（浙江赛区）。

教师余健：陕西师范大学（英语专业）硕士
学位，TEM-8，曾留学英国，并通过剑桥大学商务
英语考试。

……
近年来，株洲世纪星高级中学高薪聘请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骨干教师、名优教师，不少老师
来自于省内外知名学校，还不断从高校引进一
批批年轻教师。他们是良师，更是益友，以年轻、
活泼、前沿的教学态度唤起了学生学习的激情。

挑选名师，打造优质教学团队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的个
性、喜好和需求都不一样。”株洲世纪星高级中
学董事长肖建玲说，为了让每一个学生尽可能
达到他（她）的最近发展区，该校以培养优质的
高中毕业生为目标，坚持“德育首位、质量中心”
的办学思想，秉持“低进高出、中进高出、高进高
出”原则，因材施教。

采取“自主、对话、分享”的课堂教学模式，
大力落实课程改革，让弱科生的辅导、临界生的
培养、尖子生的培养实行承包管理，责任到人，
与教师的绩效考核挂钩。通过这种方式，株洲世
纪星高级中学极大限度地挖掘了学生潜能，调
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为每一个孩子提供适合的
教育。

然而，因材施教并不意味着宽松管理。师道
必严，对学生日常管理不放松才能有效提高教
学质量。周清、周考、月考、与外校联考等正是该

校严格把控教学质量的法宝。周清就是考教材
最基本的知识，一般的学生要求 90分以上，成绩
好的学生要求 100 分，做到基础知识周周过关；
周考主要是对一周来学习的章节知识的水平检
测，做到基础知识的理解运用周周达标；月考则
是学段性的水平检测，学生成绩作为重要反馈
信息，让老师及时调整后段教学策略；与外校联
考是学校评价教师教学质量的手段。

严慈相济，因材施教，让株洲世纪星高级中
学的学子们有了对学习的渴望，而一系列竞赛
活动则是让他们有了学习的动力。该校每学期
开展的常规活动有：数理化生奥赛、语文英语
默写、朗诵比赛、基础知识竞赛、语文英语风采
大赛、政治辩论赛、书法大赛、教师教学基本功
大赛、学生综合素质赛等。通过活动，让学生更
加热爱学习；通过活动，让师生更享受教学的
快乐与成就感。

因材施教，提供最合适教育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课堂教学
“活”了，传统的教学秩序和管理也因此被注入
了新的内涵和形态。

“三分教学，七分管理。”对于极富个性的高
中学生来说，如何管理课堂教学，更显出教师的
智慧。高中教学中，怎样运用管理艺术，促使高
效课堂的构建，值得教师思考和探究。株洲世纪
星高级中学致力于向课堂要效益，突出课堂教
学模式、课堂过程诊断、课堂效果评价三个方面
的管理。

课堂教学模式。经过近年来的实践，该校已
形成了“精讲优练”课堂教学模式。每学期开学
之初，学校要求全体老教师重温教学模式，研究
教学模式，完善教学模式；对新进教师要求利用
课堂教学模式开展“磨课”活动。通过课堂教学
模式的运用，使课堂教学效率大幅提高。语文老
师李昕利用“精讲优练”课堂模式参加全国“一
师一优课”活动，获省一等奖。

课堂过程诊断。教学过程诊断与教学成绩

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学校非常重视教学过
程诊断。现阶段，采用的诊断方法是：值日干
部推门听课，学习委员课堂记载反馈，教务处
通过课堂调研、问卷调查、学生座谈，教研组、
备 课 组 通 过 听 课 、评 课 等 形 式 ，经 常 监 督 课
堂，及时发现、解决课堂问题，让课堂变得更
高效。

课堂效果评价。课堂效果的评价是对教师
教学成果的评价，评价标准是看“三率”：进步
率，看班级学生年级排名的等梯数，学校以班
级 98%的学生上学期考试排名平均等梯数为
参数与本学期考试班级的平均等梯数进行比
较，以此来衡量班级学生的进步率；有效率，坚
信每个学生都能成才，学校根据学生实际成绩
制定了不同层次成才的比率，称之为有效率，
每次月考均按有效率考核老师；班级整体有效
率，一科成绩好，不能解决班级整体学生成才
的问题，只有所有的任课老师握成一个拳头，
才能成就一班人才。

创新管理,传统教学注入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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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在校图书馆阅读。

篮球场上生龙活虎的学生们。 株洲世纪星高级中学新校区教学楼（效果图）。

世纪星学校学生运动会方阵世纪星学校学生运动会方阵。。

学生们在操场上开展素质拓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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