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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蓄五年教育正能量
明日中招展不见不散
从2012年开始，
华商晨报启动了“辽宁省首届中招教育展”，从几所学校参与，到现在沈阳市
众多重点高中加入教育展的大队伍中。这里有你想了解的每所学校；有你想认识的每个招生老
师；
有你想知道的提分小秘籍。我们还将邀请专家团队，
现场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三年长跑，
如今仅剩最后一个月的冲刺，不能再错过了！

2013年

2016年

五年“中招展”蓄积大能量
从2012年起，本报先后举办了五次中招教育展，主题十分
鲜明，每年展会现场家长和学生提出的问题非常实际、有针对
性。
因为有举办五届中招展的丰富经验和强大号召力，每年展
会现场对家长和学生面临的突出问题都很有针对性。
本报作为主办方，希望能为广大中考考生提供对优质教育
资源的选择，以及在未来培训、留学规划等方面掌握更多第一
手信息。
展会现场，学生和家长可以认真阅读观展指南和会刊内
容，充分利用难得的当面交流的机会。

七中名师 展会现场助力家长考生最后一公里
本报作为责任媒体，本次集中了沈阳市优质教育资源，联
合众多省市重点高中、就业率名列前茅的职业学校、优秀教育
机构及知名留学机构，共同参与到中招教育展。
展会上，将提供全方位的学校展示，专业的教育咨询，让
学生和家长在现场与各校校长面谈了解学校具体情况。此次
展会除省市重点学校以及职校参展以外，多所优秀教育机构
和留学机构纷纷加入本次活动，使得教育展更多元化，他们
将派出最优秀、强大的教师团队到现场，为考生的最后冲刺

支招。
来自沈阳市第十中学、沈阳市第十一中学、沈阳市第二十
一中学、沈阳市第一二零中学、沈阳市第二十四中学、沈阳市第
四十中学、东北育才学校、沈阳市第五十六中学、沈阳市奉天高
级中学、沈阳市第二十二中学、沈阳市第四中学、沈阳市信息工
程学校、沈阳市旅游学校、沈阳市汽车工程学校、沈阳市化工学
校、沈阳市同泽女中、沈阳市同泽高级中学、沈阳市第九中学、
沈阳现代制造服务学校、沈阳市外事服务学校、沈阳市第十五
中学、沈阳市第三十六中学、沈阳市第三十一中学、沈阳市第三
十五中学、沈阳市第五十一中学、沈阳市第二中学、沈阳铁路实
验中学太原分校、沈阳市第二十中学三好分校(
原38中学)
、辽宁
省实验中学等重点公办高中、中职学校。学校校长以及招生老
师将亲临现场，
为每位初三学生以及家长答疑解惑。
同时现场推出两场讲座，华商晨报邀请沈阳市第七中学名
师亲临现场，为考生指点迷津。
“我们在2016年教育展成功举办的基础上，力争将2017年
中招教育展打造成辽沈地区最权威、
最专业的中招教育展。”
辽
宁省第六届中招教育展的负责人介绍。
家长可以提前到场争取沟通时间，学生可争取时间与参
展学校校长、老师多交流。对于还没有确定最终目标学校的
家庭，学生和家长可在参展时带着问题而来，结合考生自身
情况在现场有针对性地提问。也可以将自己几次摸底考试的
成绩让学校老师帮做评估，看是否适合该校，有助于筛选出
目标学校。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张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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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沈阳市第120中学——
—

告别书本“软禁”高中生活亦精彩
沈 阳 市 第 !"#
中 学 始 建 于 !$%&
年，至今已有六十
多年的办学历史。
!$'#年，学校被确
定为辽宁省首批办
好的重点中学。
"##(年，被确定为
辽宁省示范性高
中。"#!"年，以优异
成绩顺利通过辽宁
省首批示范性高中
复检。"#!&年，被确
定为辽宁省特色普
通高中实验校。
"#!)年* 被确定为
沈阳市优质化高
中。学校以“自律·
求真”为核心文化；
以“办适合学生发
展的教育，让学生
站在离成功最近的
地方”
为办学宗旨，
确立了
“强化内涵，
创数理特色品牌；
提升质量，办人民
满意学校”的发展
目标，努力将学生
培养成“忠诚、爱
国，
成为对国家、社
会、人类有贡献的
人”。

在很多人印象当中，高中生活就
是挑灯夜战，就是被书本“软禁”
，就是
孩子们脸上“苦大仇深”的表情。其实
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高中生活同样
可以很精彩，高中生活也应该更有质
量。我们的身边就有这样一所学校，
它
善待校园里的每一位教师和学生，使
每个人都能得到最好的发展，办适合
每个学生发展的教育。这所学校就是
沈阳市第120中学。
随着高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如
何抓住机遇乘势而为，办有质量的高
中教育，
成为120中学不断思考和解决
的问题。为此，学校确定了“科学管理
突出特色 提高质量 全面育人”的工
作目标，在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如何提
高育人质量、如何提高学生的高中生
活质量等方面下功夫，让每一名学生
都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军事化管理
疑——
—思维灵动的“理性课堂”。各学
科教学贯穿培养学生理性思维的思想
方法，进行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和推
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讲求逻辑，勇
于探索的精神，深度挖掘、释放学生的
内在潜能。

数理文化——
—
理性思维形成的摇篮
教化之本，始于学校。学校是传承
文化的阵地，它因文化而驰名，并因文
化而灿烂。
120中学在新时期发展的过程中，
选定数理作为学校特色发展的突破
口，确立了“数理见长 通文达理 理
性规范 格物穷理”的特色发展目标，
率先建成了全省第一家面积约160平
方米的数学探究实验室，以手持技术
与信息技术相融合，提升想象空间，打
造数字数学；建成4个数学学科教室和
4个物理学科教室，营造浓浓的学科氛
围；开辟数理广场，午休、课间网络随
手可及；建成数理文化元素墙，感受理
性的力量；建成以数理名家、数理名言
为内容的楼梯文化，感受大师就在身
边，名言就在耳边，拾阶而上就是沿着
大师之路攀登；建成大师墙、学子墙，
喻意“今天的大师，曾经的学子；今天
的学子，
未来的大师”。
富有魅力的学校文化会衍生出一
120中学这种数理文
股强大的文化力，
化力无时不在，润物无声，同时也催生

学生在数学专用教室走班上课

校园生活
着学生理性思维精神的形成，使学校
的品质卓然，
光彩绽放。

理性课堂——
—
挖掘、释放学生的内在潜能
教育的科学性需要理性精神来实
现。学校的数理特色建设进一步走向
内涵发展，也促进了理性课堂的深入
推进。广大教师积极探索精彩导
言——
—思维调动；新授课程——
—思维
互动；当堂训练——
—思维主动；学生质

带着很强的应试和功利色彩。高考考
的就开，不考的就不开或少开。考得
多，教得就多，考得少，教得就少，根本
不考虑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多样化成
长，以此造成了千校一面、万生一面的
局面。120中学构建出多元、多样、多彩
的课程体系——
—国家课程：开足开全，
基础达标；地方课程：讲座保障，针对
性强；校本课程：纵横交错，双轨并行。
纵：以教学为基础，旨在学科素养的普
及与学科能力的提升。横：以活动为中
心，旨在知识的拓展与视野的拓宽。每
年都提供100门以上的课程，形成“课
程超市”
，供学生自主选择，使学生朝
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走班教学——
—
让每个学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新课程的核心理念是面向全体学
生，促进每个学生全面、主动、和谐发
管理保障——
—
展，为自己的终身幸福奠基。然而，要
用爱心、耐心传递温暖
实现这一目标绝非易事。传统的班级
真正的教育存在于人与人心灵距 授课形式，往往会使学校陷入一种两
离最短的时刻，存在于无言的感动之 难境地，要么基础好的学生“吃不饱”，
中。宽容和爱，
才是开启学生心灵大门 要么基础差的学生“吃不了”。问题在
的钥匙。120中学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 于我们给有差异的学生提供的是无差
的教育思想，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围 别的教育，即标准化的教育。为了打破
绕学生的发展来做的。学校坚持32年 这种局面，关注学生差异，尊重学生情
的国防教育和半军事化管理，将忠诚、 感，释放学生潜能，让每个学生享受适
爱国镌刻于学生心中；不断深化的封 合的教育，120中学实施数学科分层走
校管理，将学生的安全放在首位；无缝 班上课，即上数学课的时候打破原来
衔接式的德育管理，将学生贴心守护； 的行政班级，学生根据个人的兴趣特
不以盈利为目的、自主经营的学生食 长、未来的理想志愿等方面自主申报，
堂，把住食物进口的安全关；舒适温馨 学校按照学生志愿打乱行政班，依据
的住宿环境，更是解决家远学生的后 能力及兴趣重新组合班级，在数学专
用教室上数学课。每个层面都有针对
顾之忧。
性地开展教学，满足学生不同层次、不
同兴趣的多元需求，每个人都有收获，
多样课程——
—
都能得到自信和尊严。

放飞学生的智慧梦想

多彩社团——
—

课程是学校的核心产品，是学校
文化的重要载体。可以说，教育的任何 让校园变成乐园
改革，如果不是基于课程的改革，都将
社团文化是进一步繁荣校园文化
会变成空中楼阁。以往学校的课程建
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社团活动是校
设基本上是围绕着高考指挥棒转的，

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为了丰富学
生的校园文化生活，让120中学的学子
朝着全面的方向发展，学校鼓励学生
特长发展、多样发展，将社团作为课程
的延伸，根据学生意愿，形成了37个社
团，将一幢楼作为社团之家，保证社团
时间、场地并配齐指导教师。特别是成
立了10个数理社团，如数理兴趣小组、
图形计算器应用小组、建模队等，学生
参与其中，拓宽了视野，扩展了思维，
学生学科兴趣和探究能力明显提高。
多彩的社团让学生沉浸其中，乐此不
疲。每个同学都在社团活动中挖掘了
特长，展示了特长，发展了特长，个性
得到了张扬，兴趣得到了释放，校园已
经变成了学生们的乐园。

!记者手记

更有质量的高中生活
教育是心灵的艺术，
教育过程不是
一种技巧、
一种手段，
而是在民主和平等
基础上的尊重和理解，在尊重和理解基
础上的信任与支持，在信任与支持基础
上的成长与发展。更重要的是要走入学
生心灵，
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
站在他们
的视角，
用他们的心灵，
用他们的大脑去
审视、
发现、
思考教育的问题。
当我们把教育当作一项事业，需要
倾注自己的情感与爱心时，把学生的快
乐成长当作自己的幸福时，那么我们便
会把对学生的关怀当作自己快乐与幸
福的源泉，
就会把每一颗心灵作为自己
思考、
研究、
倾听和欣赏的对象，
去感受
他们的喜怒哀乐。!"#中学就是这样一
所学校，
坚信每个学生都有可发展的潜
力，始终把学生的成长放在首位，始终
把学生的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始终把如
何提高学生的高中生活质量作为一切
工作的出发点，
给每个孩子最适合的帮
助，
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最佳的位
置，
在最好的心境和可能做到的最好的
环境下，
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量。这样
孩子们的高中生活才会变得更有质量。
文/
李没桥

沈阳市第120中学定于6月3日、
6月10日8：
00~12：00在学校举行中招咨询开放活动，
诚邀广大考生及家长到校参观咨询。招生咨询电话：
62831488 62831499 18642011120 13166700120 欢迎大家关注学校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