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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丽青春 多彩人生
—在3
——
6中学遇见更美好的自己
传承“航天”
特色
培养学生科学精神

教学相长结硕果

擦拭家具，听老人讲自己的过去，与 福成长为重心，帮助学生开拓视野，
老人分享自己的校园生活。回来后学 树立人生理想与目标；让学生学会生
丰富社团课程
生们感触颇深，一方面体会到了关心 涯规划方法，进行自我生涯规划与管
描绘学生青春色彩
他人、敬老爱老是一种美德，另一方 理，
成为想要成为的人。
为此，学校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
目前学校拥有摄影社、篮球社、 面也接触了社会，了解了社会，锻炼
心理社、书法绘画社团等20个学生 了自己，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了作为一 做了很大的投入：
一是师资保障，学校有专职心理
社团。学校每年举行的运动会、科技 名高中生有责任、有义务去关心老
去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
教师两名，在省市区的心理健康优秀
节、书法比赛、乒乓球比赛、篮球赛、 人，
为了增强学生爱家乡、爱沈阳的 课评比中屡次获奖，也因此成为铁西
演讲比赛、文艺汇演各种活动更是
为 学 生 社 团 提 供 了 展 示 自 我 的 舞 情感，让学生真正体会沈阳“东方鲁 区心理教师中的领军人物；二是设备
台，在活动中不仅能够陶冶学生情 尔”美誉的独特魅力，学校鼓励学生 保障，学校的心理活动室中有心理测
操，繁荣校园文化，更是在很大程度 利 用 课 余 时 间 参 观 中 国 工 业 博 物 评与档案管理软件、心理沙盘、音乐
上满足了学生自我实现的需要，增 馆，并以年组为单位召开参观座谈 放松椅、宣泄人等专业的设备，可以
会，学生们纷纷感受到了工业是铁 对学生心理健康的预防和发展起到
强了他们的自信心。
“世界上没有才能的人是没有 西历史的主脉，工业文化是铁西的 良好的辅助作用；三是课时保障，学
的。问题在于教育者要去发现每一位 灵魂；感受到了无私奉献、积极进取 校一直在高一年级开设心理健康教
学生的禀赋、兴趣、爱好和特长，为他 的“劳模精神”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 育课，在心理课程中渗透生涯规划课
“ 寻找积极的自
们的表现和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和 神财富；感受到了作为铁西的新生 程，例如“多元的我”
“我也有气质”
“九型人格初体验”
正确引导（苏霍姆林斯基）”。我们一 力量将来要为自己的家乡贡献自己 我”
“认清现实，找准目标”
“霍兰德职业
直相信36中的学子，他们有的是聪明 的力量。
兴趣岛”
“十年后的我”等心理课程，
智慧和创造力，学校给他们一个平
设计生涯规划
既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中
台，他们会创造更多的奇迹。
思考自我，又对其生涯规划起到了很
成就学生未来发展
好的指导作用。
拓展社会实践
“只要开始永远不晚，只要进步
人生就像舞台，不到谢幕，永远
拓宽学生人生视野
总有空间、
只要规划总会成功！”这是 不会知道自己有多精彩。在36中学会
让学生拥有绚丽青春，呈现多彩人
学校鼓励学生走进养老院，切身 36中学生涯规划指导的坚定信念。
学校的生涯规划指导以学生健 生，在36中学会遇见更美好的自己。
感受养老院里老人们的生活，学生们
华商晨报记者 陈娇
在养老院里帮老人洗脚、整理衣物、 康心理为基础，以学生个体发展和幸

乘势而上 蓄势而发 成就学生

三十六中学
是你无悔的选择
沈阳市第三十六中学始建于
1955年，1993年成为沈阳市首批市
2014年晋升为市级标
级重点高中，
准化高中，省重点高中批次录取学
校。多年来综合办学实力及教学质
量始终位于同类高中前列。2016年9
月，这所有着六十二年历史的沈阳
7
名校喜迁新址，新校址占地面积4.
万平方米，办学条件处于省内一流
水平，开始了蓄势勃发的新征程。
学校秉承“天道酬勤、张弛有
度”的办学理念，以教师、学生和学
校共同发展为根本，营造清新的校
园文化，彰显独特的人文情怀，传承
创新，立德树人，使三十六中学焕发
生机与活力！
微机室、
录播教室、
书法美术教室、
心 团、书法绘画、戏剧社等多个学生社
理辅导室、阅览室和多功能报告厅； 团，
为学生成长提供展示平台。
拥有室内体育馆、
健身房、
篮球场、
羽
排球场、
乒乓球场及400米跑
新佳绩 续写学校新辉煌
学校坚持“自主、合作、全面发 毛球场、
拥有可同时容纳1500
展”的办学宗旨，坚持“以人为本、依 道的标准操场；
多年来，学校办学成果丰硕，高
法治校、
立德树人、
严谨治学、传承创 人就餐的卫生整洁的学生食堂。
考喜报连连。教学成绩，一直位列市
新”
的办学思想。建设以
“航空航天科
级重点高中首位，在市入出口评价
新课程 成就学生新未来
技”为核心的特色学校，培养学生的
中稳步提升，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培养学生的科
学校以
“培养志趣，发展特长”
为 中央民族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吉林
学素养和实践能力；
把促进学生自主
目标，开发航空航天科技兴趣小组、 大学、东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发展，
教师专业水平的提升作为学校
研究性学习、
学生社团等综合实践活 全国重点大学都有36中 学 子 的 身
管理的目标，充分利用学校资源，
满
动，在实践的基础上整合课程资源， 影。2016年我校高考成绩再创历史
足师生健康发展的需要。
以
“课程资源——
—实践活动——
—校本 新高，在沈阳市增值评估中获得“毕
课程”
三级课程建设模式开发校本课 业生学业成就增值评估优秀学校”
新管理 促进教师新发展
程，丰富特色课程文化，提高教师的 和“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全科合格率
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学 优秀学校”两项大奖，是社会公认的
学校现有教师192人，其中高级 课程能力，
积极培养 人才培养摇篮和精粹学校。
教师75人，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教 校秉承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三十六中人将务实进取、不忘
为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
师30人。现有市名师2人、市骨干教 创新人才，
初心、谋求发展，砥砺前行，实现新
师17人、区名师8人、区学科带头人 提供保障。航模社团学生经常参加各
跨越！
12人、区骨干教师53人。
“知识渊博， 级各类比赛，屡夺大奖，并因此获得
三十六中学是你无悔的选择！
教艺精湛，乐于奉献，关爱学生” 高校自主招生资格。学校还组建合唱
是三十六中学教师的真实写照。学
招生资讯
校通过“一师一优课”、新教师汇报
课、组内研评课、组长示范课等，促
1.
招生计划：统招公费生共450人（实际人数以市教育局审
进教师整体教研水平和教学水平的
批数为准）
提高。学校以“家校合作，办人民满
意教育”为活动宗旨，
“关注课堂、提
2.
近三年我校录取分数线
质减负、共研教育、合力发展”为活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动主题开展课堂教学开放周活动。
668
679
648
公费分数线
邀请家长走进课堂、走进教师集体
674
无
无
择校分数线
备课的现场，让家长感受到课堂上
3
.
咨询电话：
0
2
4
3
1
1
0
3
6
1
0
的“知识达人”是与背后的付出紧紧
教务处 801（
高一）805（
高二）802（
高三）
相扣，一堂好课的背后，流淌的都是
老师努力的汗水和付出。

新建设

—奋进中的沈阳市第十五中学
——
“好学敏求，刚健有为”，八字校
训令人热血沸腾。
沈阳市第十五中学是一所有温
度的学校。它不仅有着崇高的教育理
想、深厚的办学底蕴，更有着多元的
校园文化、精湛的导师团队期盼你的
加入，为你开启辉煌的明天。

在36中学，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
空航天精神，一直敦促着36中人不断
传承创新，逐梦起航。
学校的“航空航天社团”是规模
最大的社团，是沈阳市中学生“十佳
社团”之一。会员已从最初的几人发
展到现在的60人，根据《航空航天社
团制度》，每周二周三13点到14点是
社团的活动时间，活动地点是科技活
动室、各实验室和操场，主要培养学
生的电脑模拟器飞行演练及航模的
设计与飞行训练。学校成立航模队，
组织全校型的航模表演活动并进行
航拍。
在社团活动中，学生自行设计制
作了遥控飞机、火箭模型、发射架、无
动力木质飞机等，通过设计和制作，
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得
到了充分展现，有很强的成就感。
2013年6月份在沈阳航空航天
大学举办的“辽宁省2013年飞向北
京——
—飞向太空”青少年航模比赛
中获得金奖。由于特色建设的突出
表现，学校成为沈阳市航空航天大
学的优质生源基地、
“ 辽宁省宇航协
会”会员，被授予“辽宁省雏鹰计划
推广校”。

新理念

开启辉煌的明天

“知识渊博，教艺精湛，乐于奉
献，关爱学生”，是十五中学教师的真
实写照。学校现有30个教学班，一线
教师97人，本科学历达100%，研究生
学历占15%。有省优秀教师、市区骨
干教师、
学科带头人、
校名师30人。这
里汇聚了一支德才兼备、素质精良的
教师队伍。
用人以才，度人以德。学校把引
进、
培养教师定位在高素质上，
大力实
施学历、师德、能力三位一体培训体
制。
为了提高教师整体素质，
学校采取
“请进来、
走出去、
内部挖潜”
等多种形
式对教师进行全方位的培训。首先是
不定期邀请省、市教育专家、大学教
授、
市内名师到校做有关
“教师专业化
成长”
“心理健康”
“说与沟通”等方面
的专题讲座；然后选派各学科教师代
表到省内外参加专题培训，参观考察
各类学校，
参加他们举办的各种活动，
提升教师的业务素质；同时结合课程
改革和高考改革，大力开展教研组评
优课、
青年教师汇报课、
青年教师评优
课、同课异构研讨课、试卷讲评课、小
组合作探究研讨课、
校内名师评选、
教
育教学经验交流、教学反思研讨等一
系列主题活动，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
水平。这些活动的开展都大大提高了
广大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多名教师在
省、
市、
区举办的各种比赛及活动中都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博采众长，不断创新。这是十五
中学不断从辉煌走向更加辉煌的教
学特色。从1999年开始先后与教学质
量一流同类型的沈阳市第二十八中
学、沈阳市第三十六中学、沈阳市第
四十中学、沈阳市第九中学结为伙伴

关系，有计划、有目的地加强校与校
之间的教研、强强结合，促进了学校
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
近几年，学校先后为哈尔滨工业
大学、东北大学、中国医科大学、沈阳
药科大学、鲁迅美术学院等高等院校
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连续三年高考
进线率为100%，2016年本科进线率
13%。
为75.

素质教育铸辉煌
十五中学坚持以学生为本，以德
育为先，努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
惯和生活习惯。通过组织新生军训、
国旗下讲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
统美德教育、法制教育、安全教育、消
防演练、主题班会等形式，不断加强
德育工作，努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
习惯和行为规范，为学生奠定了坚实
的成才基础。学校努力构建和谐文明
的校园文化，彰显环境育人的特色。
走进十五，满园五彩缤纷，师生艺术
作品处处可见，学生风采、学友留言、
文化长廊、名人名言无疑是一本本真
实可见的“教科书”，整个校园人文环
境温馨和谐，学习气氛积极浓厚。每
位学生都能拥有适合自己的学习环
境，
拓展了广阔的升学空间。
在大力推进德育工作的同时，学
校十分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全面实
施素质教育。按照
“办出特色、争创一
流”的办学目标，广泛发动学生开展

各项文体活动，不断增强学校的内部
活力，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成立
了国学、摄影、书法、篆刻、合唱队等
多个社团，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定
期开展艺术节、读书节、戏剧节、汉字
文化大赛等各种活动，活跃学生的业
余文化生活。组织学生参加由省、
市、
区组织的文艺体育比赛，屡屡获奖。
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和活跃了
校园文化生活，形成良好的校园文
明，创建了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有
力地推进素质教育的深入实施，推进
了良好校风、
教风、学风的形成。

美术教育领风骚
学校于2005年开始大力开展美
术特色办学。历经十余年的探索，美
术特色教育成绩斐然！不仅荣获“铁
西新区杰出贡献奖”
，还有幸成为“沈
阳大学美术教学实践基地”
。
在学校，学生无需走出校园就
可以接受专业的美术教育。美术部
对有专业基础和专业零起点的学生
给予分层次小班化教学。除文化课
教室外，另配置了五间大型专业美
术教室，一间特色展厅，一间专业阅
览室供学生使用；并在省内建立多
处写生基地，每年带学生外出写生
并举办个人写生作品展；组织学生
参加省艺术节及各类竞赛活动。在
课程设置方面，美术部将专业课与
文化课并重。美术部文化课教学组
由省学科带头人、省优秀教师、市名
师、市骨干教师组成，按不同年级进
行有配比有针对性的教学。经过三
年的历练，学生的文化素养、专业水
平都得到了很大提升。美术特优生
连续10年省联考合格率、高考升学
率达到100%，重点院校升学率最高
达30%。当复旦大学、西南交大、鲁
美、四川美院、湖北美院、大连理工
等全国知名艺术院校的录取通知书
如雪片般飞来时，十五中学美术教
育的实力不言而喻！
华商晨报记者 陈娇

沈阳市第十五中学
谱写沈阳教育新华章
沈阳市第十五中学始建于1956
年，是市教育局（1994年）首批命名
的市级重点高中和市教育局（1993
年） 首批命名的市级教育改革示范
校。2015年4月通过
“市标准化高中”
验收，按照省重点高中同批次录取。
六十多年来，
学校历届领导班子勇立
潮头，运筹帷幄，务实求真，开拓创
新，围绕“办出特色、形成风格、争创
一流”
的办学目标，
形成了一套完善、
科学、
规范、
系统的管理制度，培养了
一支敬业、
爱生、
严谨、
笃学的师资队
伍，造就了一个勤学、善思、活泼、向
上的学生群体。这一切，
都推动了十
五中学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谱写了
沈阳教育的新华章。
走进十五中学，
赫然醒目的校训

“好学敏求，刚健有为”
，令人热血沸
腾。这八个字是全校师生追求的座右
铭，
更是十五人打开历史文化之门的
金钥匙。90年前，
这里曾经崛起一座
与
“东北大学”
并称的
“冯庸大学”
，是
由当时与张学良并称为“东北两公
子”的著名爱国将领、教育家冯庸先
生创办的，
其
“教育机会均等、工业救
国”的办学思想，
“造就道德纯正、体
魄健康的新青年”的培养目标与我
们今天的宗旨恰好一脉相承。
学校占地面积34219平方米，建
筑面积20240平方米。教学设施先
进，室内有设备齐全的理化生实验
430平方米的多功能报告厅，150
室，
平方米的省内一流专业画室5个，专
业地理教室、录播教室、演播厅、小

剧场、体育馆等。室外有300米环形
塑胶跑道，标准的足球、篮球、排球
场地等。先进的软硬件设施设备，不
仅能够满足教师教学的需要，更能
够适应高考改革的需要，更能够满
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
寒来。”十五中学自办学以来，在省、
市、区有关部门以及领导的大力支
持下，在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努
力打造优质品牌学校，各项事业得
到了长足发展。坚强的领导班子，精
良的师资队伍，优秀的莘莘学子，先
进的教学设备，优美的校园环境，浓
厚的文化氛围，必将促进十五中学
迈向新的台阶，十五中学的明天一
定更加辉煌！

近两年学校中招录取分数线

引领学校新高度

打造学校新实力

新校区位于铁西区肇工街北三
7万平方米，硬件条件
路，占地面积4.
处于省内一流水平。学校拥有现代化
的理化生数字实验室、
先进的数字化

4.
学校地址：
沈阳市铁西区肇工北街27号
（肇工街北三路东南角） 乘坐公交254、
114、
297、
278、
241、
199、
267、
184均可到达。
5.咨 询 时 间 ：6月 1日 开 始 ，直 至 报
文/
陈娇
志 愿 结 束 ，每 天 9：00~11：
30

学校二维码

年度

公费

绘画

绘画零起点

文化课

专业课

声乐

男足

文化课

文化课

专业课

文化课

专业课

376

86

2016年

637

426

64

519

483

80

2015年

617

321

61

——
—

364

83

392

67

说明：
除普通公费外，
其他形式招生分数线是指当年录取的最低分考生分数并且文化课分数不含体育分。

2017年计划招生
统招公费生325人、绘画35人、绘画零起点25人、声
乐5人、男足10人，总计400人。

体育、艺术特优生录取办法
美术特优生：综合成绩折合办法为：文化课考试成
绩+专项素质测试成绩。考生分数精确到个位，小数点后
一位数按四舍五入计算。
声乐特优生：综合成绩折合办法为：文化课考试成
绩×50%+专项素质测试成绩×7×50%
足球特优生：综合成绩折合办法为：文化课考试成
绩×40%+专项素质测试成绩×7×60%
温馨提示：
学校定于2017年5月25日9：
00~12：
00在校园内举办中招咨
询大会，
欢迎广大考生及家长咨询

体育、艺术特优生录取原则
按照“志愿优先”原则，从高
分到低分择优录取。第一志愿考
生生源不足择优录取第二志愿
考生，第二志愿考生生源不足再
择优录取第三志愿考生。

招生咨询电话：
024-25900137
024-25891172
024-25892566
美术部招生咨询电话：
024-2589178325913133
学校地址：沈阳市铁西区腾
飞一街1-3号
途经15中学站点的公交车：
123、117、
166、167、203、
206、
226、252、258、269、278、296
文/
陈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