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辉煌的成绩是学校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副产品
14年来，中山华附始终坚持

做真教育，真做教育。为了奠定学
生良好的学习素养，学校秉持“人
格至上，能力本位”的教学主张，
坚守“思维课堂，活力课堂”，以学
案导学，实施启发式为特征的、注
重学生情感体验的有效教学，让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主动探究，
乐于实践，促进学生“会学”、“愿
学”、“乐学”。以符合本真教育理
念的独特的课程文化铺就殊途同

向、适时而进的生命提质阶梯。
学校高度重视体育在学生意

志和人格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开
展全员阳光体育健身活动，保证
学生每天运动一小时。学校严格
实施《学生素质健康标准》，定期
对学生进行专业化体质测试，适
龄学生健康体质合格率占学生总
数的 98%以上。2018 届初三中考
体育平均分 99.06，满分人数 700
人，满分率达83.7%！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月
月有主题、周周有安排”，成为提升
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载体。“足球
赛等体育赛事让我懂得运用策略
和团队协作”、“运动会开幕式丰富
多彩的形式和主题，除了培养我们
的集体荣誉感之外，还大大锻炼了
我们的组织能力、工作效率和创新
意识”、“环保志愿者活动让我结交
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培养了
自己的责任和环保意识”、“合唱比

赛和文艺汇演等增强了班级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也让我们更加自
信”、“科技节激发了我对科学的热
情 ，提 高 了 我 的 动 手 实 践 能
力”……离别之际，丰思睿、农镇
隆等同学在毕业生回访中不仅表
达了对老师们不舍和留恋，也深
感学校精心设计的各项活动给予
了他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实践创
新、问题解决、责任担当、科学精
神等核心素养。

新的高校招生改革，录取形
式更加多元，除了按高考成绩录
取外，还有保送免试、自主招生、

“三位一体”招生以及广东已经开
启的“6+3+1”招生。双一流大学更
看重自主招生、“三位一体”招生。
目前初中教学的一个普遍现象是
很多学生把大量宝贵时间花在了
刷题上，这会严重地阻碍学生思
维的发展。参照上海、浙江、四川、
广东（如执信、广州二中、广州铁

一中）很多名校的做法，中山华附
决定开展初、高中一体化教学改
革试验，给学生有更多选择的机
会和发展的空间。

初高中一体化教学改革试验
就是在学生学好初中阶段所有课
程的前提下，将学生未来高考的三
科（语、数、外）和选考的三科共六
科高中必修课程的内容与初中教
学内容整合，做成校本课程（即国
家课程改革倡导的国家课程校本

化），放在初中学习，以利于学生在
高中阶段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学习
高考科目的选择性必修课程，实现
个性化发展，更好地适应高校的自
主招生和“三位一体”招生等。

中山华附初高中一体化教学
试验遵循自愿和因材施教原则，一
体化试验班不是重点班，即必须是
学生、家长在充分知情并在慎重评
估学生学习潜力的前提下提出申
请，作出符合学生实际的选择。

学校郑重承诺：对所有学生
一视同仁，不分重点班，推进素质
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
高度重视传统的非一体化教学试
验班的教育教学，这是学校已经形
成的优势，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思
维课堂、活力课堂”，“人格至上、能
力本位”的教学主张，加大“三探
式”课堂教学探究力度，培养高素
质的中山华附初中生，保障学生在
三年后的中考中取得优异成绩。

初高中一体化试验班给学生更多发展空间

在杨纯主任、曾声全副主任的
辛勤带领下，2018届初三年级全体
师生同心同德、同向同行，以“爱
校、爱班、爱学、守纪”为学生教育
主要方向，以“华附平台造就卓越
人才”立论，以“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建制，以“更勤、更钻、更专”励
行。年级层面有计划、有目标组织
的班主任、科组长、教师会议、学生
大会步步为营，有条不紊地全面深
入引导，为全面取得中考胜利提供
了坚实有力的保障。

“年级主任杨纯时时刻刻关心
着每一位学生，尽职尽责，严格背
后藏着对我们深深的爱。”学生陈
亮蓉说道。每天从早到晚，有学生
的地方几乎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她
重视调动学生的积极情绪，每天中
午，都到各班和孩子们一起唱卓越
战歌。她深入课堂调研，对教师的
课堂提供具体而有针对性的指导，
制定严密的计划指导复习备考。她
关心老师们的生活，尽己所能为每
一位教师排忧解难。作为初中历史
高级教师，她勇挑重担，示范引领，
担任5个班的历史教学，所教班级
成绩始终居于年级前列。年级副主
任曾声全十分注重对师生的思想、
价值观引领，善于通过丰富多彩的
文化活动和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教
育，营造了年级奋进向上的氛围。

管理有度、指导有方是本届班
主任团队的鲜明特色。外地生班主
任黄江萍被称作“黄妈妈”，她关注
学生的性格养成，每个周末都悉心
陪伴在孩子左右，教孩子们成长，
更教孩子们做人。闫静老师，可谓
严师出高徒，以严格的管理和教育

教会学生“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
青年班主任汤爱玲从“爱”出发，疏
而导之，身先垂范，班风昂扬向上。
柯于英严格执行常规管理，创新激
励方式，设立班长总结制，班级管
理收放自如，张弛有度。陈海燕老
师每次下课身边总是围绕着很多
学生，课间 10分钟常被她利用起
来面批学生作文，学生进步显著。
她积极构建交流平台加强家校沟
通，深受家长好评。李健老师思维
活跃，想法新潮，所带冬梅班班风
好，学生斗志强。刘飞萍老师关注
情感教育，注重学生习惯教育。刘
君兰老师注重对学生的课间辅导，
班级尖子生成长快。康智超老师周
末把年幼的小孩放在父母家，来学
校陪伴在校自习的外地学生们，班
级学风提升迅速。车晶老师善于感
化学生，激发学生主动求学，班级
的毕业晚会，学生们对老师依依不

舍，声泪俱下。
兢兢业业、无私奉献是本届毕

业班教师的真实写照。二胎妈妈王
丽、黄敏、张传侠，孩子还非常小，
每天很早便来到学校，勤跟学生抓
落实，她们富有感情的课堂总让人
身临其境。李艳老师，哪里有需要
就到哪里，需要代课时，从不推辞。
张媛老师坚持到学生毕业后才去
做声带手术。二胎妈妈何俊梅老
师，父亲生病进了 ICU，母亲也因
劳累住进了医院，为了不耽误最后
阶段的冲刺复习，回家仅两天她便
回校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待产妈
妈赵静、董鸿丽、林莹，虽然怀孕辛
苦，但一直坚持到学生毕业。孔凡
忠、崔旭华、钟金丽、陈晶、杨海霞、
凡海平老师常常在周末休息时间义
务来校给留校自习的外地学生辅
导，学生成绩提升大。青年教师林
凯，为提升学生体育成绩，他利用各

种平台加强对学生的备考指导，充
分鼓舞士气，所教班级平均分名列
前茅，进步显著。生活老师唐颂阳老
师对学生事无巨细，关注到位，沟通
及时。带外地生的赵菡萏、张春红老
师，对学生严而有爱，每个周末都悉
心陪伴学生。

重视学习、深钻业务是本届毕
业班教师的共同特质。科组长杨海
霞、凡海平、闫静、炊天云、钟金丽、
黄仁波以过硬的专业能力勇担责
任，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和团队
力量，使本届初三各学科成绩全线
飘红。英语组黄江萍、张文波、罗亚
莲、仇洋洋、阳菊等老师在科组长
闫静的带领下，工作作风严谨，积
极开展课堂研究和学情研究，制定
详细的备考方案，中考成绩突出。
物理组许桂华、崔旭华、李思曼等
老师注重打造学生喜爱的课堂，讲
究课堂效率。善于钻研的王喜平老
师，所带学生在 2018年中山市物
理竞赛中 13人获得一等奖，一等
奖获奖率高达 48.15%，居全市榜
首！化学组钟金丽、刘斐、李集鹏老
师，课堂严抓落实，充分激发学习
兴趣。李尼佳老师，竞赛辅导方向
明确，计划性强，指导学生参加
2018年中山市化学竞赛 7人获一
等奖，6人获二等奖，创历史新高。
数学组李亮老师，注重自身提升，
参加2018中山市数学教师解题比
赛、课堂教学比赛均获市一等奖。

正是像本届初三团队这样一
支支卓越的教师团队用自己的智
慧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立德树
人，悉心育才，才成就了中山华附
今日可歌可赞的伟大教育鸿篇。

卓越教师团队成就优质幸福教育

华附平台造就龙腾虎跃的卓越人才

★郑咏琪：2018中考总分屏蔽学生
担任初三1班班长，她积极参与

班集体和学校各项活动，不断超越自
我，努力雕琢完美的自己。曾获国际
奥林匹克数学比赛金牌、中山市数学
竞赛二等奖、英语习思竞赛二等奖、
生物竞赛三等奖、创新作文大赛三等
奖等。

★丰思睿：2018中考总分屏蔽学生
担任班级化学科代表，他深受同

学欢迎，喜欢与同学一起钻研难题，
共同进步，成绩名列前茅。曾获IEEA
英语竞赛一等奖，中山市数学竞赛二
等奖、化学竞赛二等奖等。

★农镇隆：2018中考总分屏蔽学生
他热爱学校，尊重老师，乐于助

人，文明有礼；他热爱学习、刻苦钻
研，各方面均取得优异成绩。曾获中
山市物理竞赛一等奖、化学竞赛一等
奖、习思英语能力竞赛一等奖、数学
竞赛二等奖等。

★陈亮蓉：2018中考总分屏蔽学生
她执行力强，每天都制定严密的

学习计划并按时完成，始终保持对学
习的热情和兴趣，保持着对未知事物
的好奇心并勇于探索。曾获“美景杯”
综合能力大赛一等奖、中山市英语综
合竞赛二等奖等。

★郑博杰：2018中考总分屏蔽学生
卓越领袖人才实验班核心人物，

担任文体部部长，他文理双全，勤于思
考，乐于钻研，曾获中山市物理竞赛一
等奖、习思英语能力竞赛二等奖等。

★张帆：2018中考总分屏蔽学生
担任化学课代表，他勤奋和自

律，合理安排时间，保持良好的心态，
胜不骄败不馁，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并
及时改正。曾获中山市数学竞赛三等
奖、广东省第八届遥控航模大赛三等
奖、IMAS（国际中小学学生数学能力
检测）二等奖等。

★黄文康：中考总分493分
卓越领袖人才实验班核心人物，

担任团总支书记，他正气阳光，谦逊
懂礼，喜好钻研，学习成绩始终名列
年级前茅，曾获中山市绿色用电主题
大赛特等奖、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优秀奖、广东省棋士赛五级组季军、
国际象棋全国赛三级组亚军。现为中
国棋协国际象棋候补大师，国际象棋
国家三级运动员。

★许倩：中考总分493分
卓越领袖人才实验班核心人物，

担任学生会主席，在紧张而忙碌的学
生会工作、日常学习、学科竞赛中，她
善于合理利用时间，成绩始终保持年
级前列。曾被评为中山市优秀学生干
部、中山市优秀团干，获希望杯数学
竞赛一等奖、中山市数学竞赛一等
奖、化学竞赛二等奖、习思英语能力
竞赛二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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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附初三 响彻中山 六年一贯 奋勇当先
华南师大中山附中2018年中考总分优秀、优良率连续四年位居全市前三甲

近年来，每到招生季，一批又一批家长争先到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简称“中山华附”）咨询报名，面试人数年年攀升，生源可谓百里挑一。学校突
出的教育教学质量更是受到市民的高度赞誉和社会的广泛认同。

2018年，对于这所追求卓越、日行不辍的民办名校来说，又是丰收的一年：高考再创历史新高，644人参加文理科高考，据不完全统计，600分以上24
人，达广东省优投线216人，本科上线人数587人，一本率达91.1%！国际部学子100%被海外名校录取！在刚刚揭晓成绩的2018年中考中，该校实际835人
参考，优秀率达74.4％！优良率超过96.3%！总平均分达431分，高出全市总平均分88分！各科及总分优秀、优良率、总平均分均连续四年位居全市前三甲！

全市屏蔽60人左右，该校独占6人！6位高分学生100％选择就读本校高中，高分段450分以上学生365人，综合留校率达85.2％！
提及为何在众多择校选择中义无反顾地选择就读本校，初三（1）班郑咏琪同学这样说道：“中山华附在家长和学生心中有着较高的评价，也是在听取了

较多人的意见之后我选择了中山华附。同时在华附几年的学习生活、所参与的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良好的校风学风也让我喜欢上了中山华附。”本届初三
学生会主席许倩同学说：“中山市华附是一所让学生自由发展的学校，无论是学校的办学理念，还是师资配备，都值得我选择，最重要的是学校学习氛围很
浓厚。担任学生会工作也充分锻炼了我的工作能力！”

初三年级教师、家长和全体教职
工，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朋友们：

华附平台造就卓越人才。中
山市2018年初三中考成绩于7月
8日揭晓，我校2018届初三年级在
各级党委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特
别是教育教研部门的正确引领
下，在全体家长的大力支持下，积
极促进学生均衡发展，科学备考，
拼搏进取，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本届初三835人参加中考，超
过 74.3%的学生总分达到 A（优
秀）率（全市平均 A 率 30%）；AB
（优良）率超过 96.3%（全市平均
AB率65%）！

总平均分达431分，高出全市
总平均分 88 分！450 分以上 365
人，占参考人数 43.7%（全市比例
13.07%）；400 分以上 679 人，占参
考人数81.2%（全市比例35.22%）！

丰思睿、农镇隆、郑咏琪、陈
亮蓉、郑博杰、张帆等卓越学子荣

登全市高分榜，其中3人被广州华
附本部录取！

剑桥国际初中毕业班英国初
中课程通过率90%，刘懿雯、张颖
凭借三科A*获学术优秀奖；中考
A率近70%，英语单科A率达90%，
总平均分超全市平均分62.7分。

在此，特向 2018 届初三全体
家长和学生表示热烈祝贺！向精
诚团结、兢兢业业、全力拼搏的初
三全体教师致以崇高的敬意！向
长期关心和支持学校的各级领
导、家长和社会同仁表示衷心的
感谢！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奋力前
行，坚持立德树人，坚守思维课
堂，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
展，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而不懈
努力！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2018年7月8日

文/图 张俐

中山华附2018年中考各学科A率
（实际参考人数：835）

科目

总分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政治

历史

体育

中山华附2018年中考各学科AB率
（实际参考人数：835）

科目

总分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政治

历史

AB率人数

805

798

806

801

796

796

793

759

A率人数

621

554

584

616

586

579

523

449

AB率

96.41%

95.57%

96.53%

95.93%

95.33%

95.33%

94.97%

90.90%

A率

74.37%

66.34%

69.94%

73.89%

70.18%

69.34%

62.64%

53.77%

99.06分

全市AB率

65%

65%

65%

65%

65%

65%

65%

65%

全市A率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高出市百分比

31.41%

30.57%

31.53%

30.93%

30.33%

30.33%

29.97%

25.90%

高出市百分比

44.37%

36.34%

39.94%

43.89%

40.18%

39.34%

32.64%

23.77%

感谢信

中考开考前，初三年级主任杨纯带领全体教师为学子们送考。

中山华附2018届初三卓越教师团队与董事长陈振初、总校长刘诗雄、总校副校长梁婉仪、陈达生等校领导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