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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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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普高: 多元导向 特色发展 品牌响亮
本报记者 王燕 通讯员 武志伟 王亚

2018 年高考“成绩单”出炉后，株洲市普通高中教育再度引发热议。 在株洲，连位于湘东一隅的攸县一中二本以上录取率都高达 95.07% 。 攸县一中是株洲市教育局认定的“创新型人才培
养试点校”，同属“创新型人才培养试点校”的还有株洲市二中、株洲市南方中学、株洲市八中、醴陵一中，均有不俗成绩。 而作为普通生源的高中学校，城区唯一的市示范高中株洲市三中则做
到了“低进高出”，连续六年百分之百的学生上大学。 地处乡镇攸县二中，生源更加薄弱，二本以上录取率也达到了 44.97% 。 用学生家长谭晓红的话说：“株洲每年考上二本的孩子超过了总人
数的三分之二，我们做家长的放心把孩子交给学校。 我们没有‘N 大名校’，每一所学校都是名校。 ”
高考只是株洲普通高中教育“成绩单”中的一项指标，相对于高考“数据”而言，株洲更重视学校的多元导向、特色发展，学生的个性化成长。 在株洲，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学校，无论是省
示范，还是非省示范，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都立足自身实际追求内涵品质，全市普通高中发展的“加速度”奇迹在不知不觉中被奠定，普通高中教育质量持续高位走强，稳居全省第一方阵。

1 顶层设计，普高向多元化谋发展

3 多元呈现，每一所

“
高中教育的意义除了传授学生文化知 局及高中学校的评价方案， 按照进口与出
识，还在于发现学生的兴趣和潜能，并加以 口，对学校增值性办学水平进行评价。 创新
引导和培养。 我们所倡导的多元化发展，是 高中管理机制， 激发了每所高中的办学激
多维度、多梯度的。 ” 株洲市教育局党委委 情，引导学校个性、特色发展，让每个学校在
员、副局长李建国谈到普通高中学校的发展 各自的基础之上有出彩的机会。
时，显得沉稳睿智，大气磅礴：“让每个学生
“教育的作用就是尊重差异，尊重个性，
个性凸显， 给每一个学生一条发展路径，让 让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全体而多元
每个孩子‘
成为自己’。 ”
的成才’，我们正是朝着这一期许努力的。 ”
近年来，他们依据这一要求，制定顶层 李建国表示。
期许”，株洲市教育局进行了
设计，理清了一条清晰的普通高中教育发展
为着这份“
普职分流”与“
思路——
—按照“
多元导向，目标管理，分类评 “
普职融通”的探索，即打破普
价” 的发展路径，引导全市普通高中在自身 通高中与中职学校之间的壁垒，架起普职之
间的桥梁，让普通高中学生和中职学生在成
办学基础上寻求多元、特色发展。
2014 年，株洲市教育局出台《株洲市普 才的道路上多了一条选择之路。
通高中课程基地建设实施方案》， 引导学校
2014 年， 株洲醴陵先锋高中承担了综
根据自身学科优势建设学科基地，挖掘学科 合高中班试点任务，招收三年制对口生。 他
内涵，开发课程资源，转变课程实施方式。 培 们可以参加高职专科院校的单独招生，也
养模式的改革也是“顶层设计”中不可或缺 可以参加高考， 真正实现了普职分流的良
的一环。 2015 年，株洲市教育局出台《株洲 好过渡。
市普通高中创新型人才培养试点自主招生
2016 年， 株洲市教育局又在株洲市工
实施办法》，给予株洲市二中、株洲市八中、 业学校和株洲市十三中启动了“普职融通”
株洲市南方中学、株洲市十八中、醴陵市一 试点，让学生在高中与中职之间实现“学分
中、 攸县一中六所学校一定的自主招生权， 互认，学籍互转”。 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
开展创新型人才培养改革试点，探索人才成 学校之间开启了“破冰之旅”，这在湖南省尚
长尤其是创新型人才成长的体制机制体系， 属首例。 第一年试点后，株洲多所学校也加
完善管理体系、评价体系和课程体系。
入到“普职融通”的行列。
多元、特色的形成也需要多元的评价体
2017 年，株洲市委市政府再度印发《株
系。 株洲市教育局坚持“多元导向，目标管 洲市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实施方案》，要
理，分类评价”的原则，出台对各县市区教育 求坚持育人为本、特色办学，探索有利于推

学校都是名校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株洲市
城区的每一所普通高中均有各自的品牌和特
色，成为了市民心中当之无愧的“
名校”。
市八中的
“
名校”之途得益于学校十年的“
梦
株洲市第八中学第十届梦航音乐会。
航艺术团”，在
“
梦航”这个领头雁的带领下，无论
文化、艺体、奥赛等，都渐渐并肩而行。
今年 6 月，在“梦航音乐会”上，株洲市第八
中学“梦航艺术团” 的学生舞者用扎实的基本
功、高超的艺术水准和震人心魄的表现，让众人
惊艳。“
梦航音乐会已经走过十年，
‘
梦航’也成为
闻名全国的株洲艺术教育品牌和株洲市的城市
名片。 ”株洲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吴安浩说：
“
艺术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更加有创造力， 更加
有力量。 教育的力量在于影响人、唤醒人。 ”
中职生实操作业。
株洲市十八中是省级美术特色实验学校，
在美术特色专业的带动之下， 市十八中的高
进普及高中教育发展的新机制体制,进一步
考文化“成绩单”也是一片明亮，今年二本录
促进城乡、普职、校际协调发展。 如今，株洲
取人数 304 名，达 49.84%。 当然，高考也不是
普通高中多元、特色样本已然形成。
学校的唯一目标。 该校副校长李志华介绍，学
几年下来，按照“多元导向，目标管理，
校追求“大美术教育”展示了更广阔、更无垠
分类评价”的发展路径，株洲市公办高中与
的教育蓝图。
民办高中、 示范性高中与特色高中协调发
城区学校优质发展也带动了全市普通高中
展， 普通高中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相互融
的集体跨越。
通。 株洲市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
名不见经传的醴陵四中， 学生在省市、国
展的高中教育格局已经形成，多样化优质化
家、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运动会中共获金牌 500
发展已成新常态，全市所有高中整体呈现齐
多枚，破 9 项省中学生及青少年田径比赛纪录，
头并进的态势。
改写了 20 多项株洲市中学生田径比赛纪录，二
十八人次达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
攸县二中地处乡镇，学校生源质量不优，学
生大多来自农村。 针对文化成绩中等学生偏多，
学生的优势科目不明显等实际情况， 学校全力
推行个辅措施。 这一项措施实行多年下来，已见
低进高出”之路。株洲市
株洲市三中走的是“
硕果。
三中是市示范性高中，是株洲城区普通高中
攸县三中的水上训练基地， 成立于 2004
招生最后批次录取的学校。株洲市三中正视
年，是一种典型的“
体教结合”模式。 就是这样一
生源现实， 努力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得到尊
所位于深山中的普通高中，仅近三年，就向二本
重，着力培养“全面 + 个性，合格 + 特长”的
以上大学输送了 31 名运动员。
人才。 就是这样一所生源薄弱的 学 校 在
……
2013—2018 连续六年获评“株洲市学业水
“
综合高中的优势就在于给学生的选择空间
平考试先进单位”， 连续六年百分之百的学
大，发展机会多，但要成为成才
‘
桥梁’，仍有大量
生上大学，2014 年被湖南省教育厅授予“教
工作要做好。 譬如，必须为学生争取更多发展通
育教学质量显著优秀普通高中” 称号，2017
道，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展现综合优势，为学生创
年获株洲市高考教学质量评价“低进高出贡
造更好的成才条件。不过，可以期待的是，今后会
献值”第一名。
有更多学生在这类高中中找到自己的学习方
株洲按照“
一校一特色”“一校一路径”
向。 ” 李建国如是说。“
其实，不管是
‘
普职融通’
的策略， 引导各高中学校坚持自主发展、内
‘
普职分流’，都是想给孩子们多一次选择的
还是
涵发展，全市普通高中教育呈现内涵稳步提
机会，推进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
升、质量逐年递增、特色不断彰显的良好态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株洲市将继续积极
势。 在现有的基础上，全市高中学校如何进
探索推进高品质高中建设的实施路径， 高中学
一步坚持优质特色发展，加强学校内涵品质
校基本形成鲜明的办学特色， 建设一批在省内
建设，是株洲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课
外有较大影响的高品质高中， 高中教育发展水
题和任务。
平确保位居全省、全国前列。

2 学校实践，个性化发展打造个性化教育

株洲市第一中学学生与加拿大高中生
共赴夏令营。
顶层设计和评价保障都到位的前提下，
实践落地的“
工作”全部交给学校。“多元、特
色发展，学校需要有自主权。 ”李建国说。
提出“一个学生一条发展路径，一个学
生一套成长方案”发展策略的是株洲市二中
校长曾湘漳。学校成立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
中心，在开全开足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基
础上，通过对自身文化积淀、特色、今后的发
展方向，以及校本课程的价值取向等方面的
评估，构建起全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教育
模式，为学生成长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株洲

市二中不仅在“全面育人”上做了表率，在创
新型人才培养方面成果也尤为突出，2017
年全校共有 341 人次通过了高校自主招生
初审，教育部阳光高考网公示中学校全国排
名第 50 名， 获得高校自主招生优惠分的学
生共计有 67 人，2016 年五大学科奥赛 6 人
获全国一等奖，2017 年五大学科奥赛 6 人
获全国一等奖。
株洲市一中的多元、特色发展路径落脚
点在于“三大书院”。 其中，“建宁书院”着眼
于传承人类文明，由中华传统和世界经典两
大类课程组成。“徐家桥书院”着眼于学生兴
趣培养和内驱力的激发。“庆云山书院”着眼
于学生成长意志力和人生规划能力的培养。
经过几年的摸索，株洲市一中的发展亦自成
独特体系。 2018 年高考一跃而进全市第一
方阵，学校民乐团在株洲神农大剧院奉献出
一场高水平演出，体育、科技创新等多方面
人才辈出。
同一中、二中不一样，生源相对薄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