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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第七十五中学：特色课程 双导师助学生全面成长

“凤凰”展翅 责行天下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庞泽欣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广州市第七十五中学

创建于 1956 年， 是一所有

63 年历史的、 三个校区的

省一级完全中学。 学校占地

面积约为 67000平方米，建

筑面积近 4万平方米。2009

年学校以优秀等级通过广

东省普通高中教学水平评

估，2011 年被确定为广东

省重点扶持的提升普通高

中办学水平的 500 所学校

之一，并被指定为内地新疆

高中班承办单位，2017 年

12 月晋级为广州市示范性

普通高中。

校园改造展新颜

经过校园微改造的七十五中焕然一

新，走进校园，总能感受到学校处处从学

生出发、在细节的用心，智慧点餐的“5A”

饭堂，遮风挡雨的自行车棚，新型材质的

课桌椅，平整通达的校道，功能丰富的创

客实验室，升级改造的美术室、地理室、历

史室、音乐室，温润儒雅的校园文化，丰富

多彩的学生社团活动……

成功申办市示范性高中后，七十五中

加大校园微改造建设力度，对校道、运动

场、教学楼外墙、宣传栏等进行了改造修

缮，进一步完善实验室、专用室、学科创新

实验室或功能室、运动场所等功能场室的

建设，有序开展智慧校园工程建设。

除了已被微改造的校道，七十五中的

“5A 饭堂”也被在校学生及往届校友们津

津乐道。 记者走进这个“传说中的饭堂”，

看见饭堂门口有一列点餐机和取餐柜。每

天早上，学生回到学校之后，可以通过点

餐机自助预定当天饭菜，厨房根据订餐配

送进智能柜保温，学生下课后用校园卡到

智能柜刷卡取餐，就像在快递柜取快递一

样。 现在，点餐机和取餐柜已经覆盖七十

五中学每座教学大楼，学生可以利用课间

时间预订点餐，十分方便。

七十五中还有一个“传统”， 就是从

2016 年起， 每周一中午在饭堂举行午餐

会，学生代表和学校领导共进午餐。 学生

代表高三年级小吴同学认为，午餐会除了

给了学校和学生一个直接沟通的机会，更

能让学生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除了对

饭堂提建议， 我们还可以对学校环境、课

堂教学等全方位提意见。这增强了我们对

学校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 ”

智慧校园拓边界

自 2017 年七十五中对智慧校园

建设与应用进行整体规划，逐步推进

智慧校园的建设，包括与科大讯飞等

知名企业合作，引进“智慧课堂直通

车”“人工智能创客教育直通车”等资

源，让学生体验智慧校园的魅力。

成功申办市属示范性高中后，七

十五中加大智慧校园建设力度。 去

年， 学校建设了 VR 创新教学实验

室、纳米实验课室、录播室、智能广播

系统， 申报广州市智慧校园实验校。

本学期新增 18 套触控一体机， 升级

18 间课室。试用学生人相识别考勤系

统、纳米黑板。

据悉， 今年七十五中智慧校园

的建设重点是侧重于智慧管理， 计

划完成智慧校园管理统一集成支撑

平台及智慧管理的应用建设

（办公

管理 、 教务管理 、 考评管理 、 师生

综合管理等）

， 实现智慧校园各建设

模块的常态化应用， 形成具有特色

的智慧校园建设成果， 并通过组织

各种形式的活动来展示成果， 在广

州市形成示范。

特色课程提素养

教育家徐特立说过，“教书

不仅仅是传授知识 , 更重要的

是育人”。 七十五中开设“责行

天下———火凤凰计划” 特色课

程，2014 年该课程获广州市重

点立项，并获得“凤凰班”独立

招生资格。 目前，学校的两个凤

凰班正实施校内加校外双导师

制，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如开设

南沙湿地考查， 由一个导师带

领 6～8 位同学进行研究性学习

课题。

据了解， 每年凤凰班的各

个学习小组都会跟随导师前往

南沙湿地进行观星、观鸟、测水

质等活动， 围绕南沙湿地进行

一系列思考和探究。 在此过程

中，学生不仅增长了见识，还锻

炼了协同沟通能力， 并初步掌

握了科学探究、数据收集统计、

结题答辩的基本方法。 此外，凤

凰班的学生还增加了学习管

理、领袖气质、创新能力等专修

课程。

目前， 学校已着手探索走

班制、小班化教学的网络选课、

有序管理等。 利用校园网络平

台， 开设四十多门自主选修特

色课程， 每门课程人数十几至

三十几人不等， 实现小班化教

学。 高一年级小陈同学参加了

3D 建模课程，她说，这是一门

很有趣的课程。“我们学会了怎

么使用 3Done 来建立 3D 模

型，并且初步了解了 3D 建模的

运用方法。 通过这堂课，我交到

了许多朋友， 学到了课本以外

的知识， 还参加了一些有趣的

比赛。 ”

启悟讲坛宽视野

在特色课程的建设过程中, 七十

五中秉承学校“责行天下”校训，立足

学生核心素养， 挖掘高校及社会资

源，开展“院士进校园”“专家进校园”

等活动，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

学生的兴趣特长。 让学生既“想大问

题”，又“做小事情”， 能“胸怀大爱、畅

想大梦、培养大智、担当大任”。 为此，

学校每学期都会开办“启悟讲坛”，邀

请在省、市乃至全国各领域的知名教

授进校园，开讲座。

从 2016 年 4 月开始， 启悟讲坛

至今已经开展了 23 期，共请了 24 位

主讲专家，覆盖了语、数、英、政、史、

地、物、化、信息技术等各个领域，每

次约有 350 多名学生参加。 七十五中

校长刘文彪告诉记者，“我们曾经邀

请过张景中、方滨兴等多位院士进校

园给孩子讲课，孩子们见到院士都很

激动，争先向他们提问；也曾邀请广

州眼科医院的首席专家进来给孩子

讲保护视力的医学课； 还有作家、5G

专家、海关官员等各个行业精英……

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大师的风范和

魅力，开阔眼界，培养家国情怀。 我觉

得我们学校的孩子太幸福了！ ”

民族融和显真情

作为新疆内高班承办学校，学校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扎实有

序开展思政教育。 学校以混合教学、

混合住宿、混合用餐为突破点，通过

生活、文化、思想方面的融合教育，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16 学年以来，国家、省、市、区

各级领导多次到学校调研、指导开展

民族教育工作，对学校将思政教育与

民族教育相结合、率先实施混住混餐

工作给予高度肯定。 去年 9 月 26 日，

教育部内地西藏班、新疆班混班混宿

经验交流会在该校举行。 说起交流会

的感受，刘文彪说：“要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就

必须要发挥思政教育的精神引领价

值，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是我

们的责任和使命。 ”

学校细致入微的教育， 让七十五

中学生如沐春风。刘文彪说：“学校硬实

力不算突出，但我们在细节处用心，处

处从学生出发，努力办好学生喜欢、家

长满意、社会放心的学校。 我们将不断

提升办学内涵， 以奋进之笔写好教育

答卷，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

学校通过生活 、

文化、 思想方面的融

合教育， 促进各族学

生们的交流交融。

七十五中对教

学楼，图书馆等都进

行了微改造，有序开

展智慧校园工程建

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