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心做有灵魂的素质教育
———双峰县文正学校办学纪实

□ 钟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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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正足球队与宝农足球队联谊赛

文正学校素质教育汇演之电子琴演奏

黄菊芳董事长和德国哥廷根 F + U
护理学校校长 Keck Peter（皮特先生）就留
学事项、人才培养计划，双方签署了《中德
职业教育项目合作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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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院校：英国格林威治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白水分校、美国加州州立
大学弗雷斯诺分校、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美国俄勒冈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卢斯分校、加拿大不列颠哥
伦比亚大学、加拿大布鲁克大学、澳大利亚南澳大学。
★培养模式：（1）“3+1”模式：国家任务内本科批的生物科学、环境科学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学生在我校
学习 3 年，修满规定学分，雅思成绩合格，即可去国外合作大学学习 1 年，修满规定学分，符合湖南农业大学
授予学士学位条件，获国外大学学士学位和湖南农业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2）“4+0”模式：国家任
务内本科批的食品科学与工程、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在我校学习 4 年，修满规定学分，
符合湖南农业大学授予学士学位条件，获湖南农业大学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学生可根据情况申请就读与
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3+1+1”项目或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3+2”项目，第 4 年即赴国
外合作大学继续深造。
★办学优势：湖南省最早开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学院，也是湖南省
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获得教育部批准和评估通过的学院。 省
内办学历史长，合作大学综合实力强，运行规范，雅思通过率高，出国学
生人数多，社会声誉好。
★报考条件：参加 2019 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考分数达到
本科批最低控制线，湖南省招生代码为 4324。 湖南省招生批次为本科
一批，四川、重庆、广东、湖北等省市招生批次为本科二批。

★湖南省最早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湖南省第一个获得教育部批准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
★湖南省第一个获得教育部评估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
★湖南省教学成果奖（中外合作办学研究）获奖单位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首届理事会理事单位
★《世界教育信息》杂志理事会常务理事单位
★雅思通过率 70%以上
★出国签证通过率 100%
★出国学生国外大学攻读硕士率 90%以上

2019 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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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今年高考中考了 537 分，虽然之前初中基础不好，中考只有
830.5 分 ，但在我的努力和学校老师的悉心教导、关照下，成功地实现了
逆袭，创造了奇迹。 ———文正学校应届高三学生李成花

理念先进 师资雄厚
6 月 28 日， 记者从长沙驱车两个多

小时前往娄底市双峰县， 这一次要采访
的是一所名动湘中的民办学校———双峰
县文正学校。 学校静静地矗立在小城一
角，校园绿树成荫，环境舒适安静。 夏日
的午后，刚走进学校，就看到许多慕名而
来的家长正在咨询处咨询孩子入学就读
事宜，十分热闹。

文正学校于 2013 年由开源中学改
质、升级、更名而成，是一所集小学、初
中、高中为一体的全寄宿制民办学校。全
校学生 2300 人，教职工 148 人，在董事
长黄菊芳的带领下，正朝气蓬勃，追梦未
来，扬帆远航。 近年来，学校先后获得了
娄底市“青少年健康发展工程实践基地”
验收评比一等奖， 连续四年被县教育局
评为“高考质量综合评价一等奖”，2017
年湖南省优秀民办学校和娄底市民办学
校优秀单位等荣誉。 学校的老师们凭着
满腔热血和对教育的热爱， 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教学奇迹。

短短六年， 成绩有目共睹， 令人称
赞。 在采访中，黄董事长告诉记者：该校
师资雄厚， 管理精细， 注重教师团队培
养，走出去、请进来，不断提升教师团队
整体素质。学校聘请了一批具有丰富教学
经验的名师与双峰一中名师支教团，强强
联手，形成了一支稳定专业的教师队伍。
为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 每年花大力气
进行队伍建设。如 2019 年教师外出学习
不断：3 月， 小初部贺卫锋校长参加了
“校园足球校长培训班”，教师彭璐、谭玲
等人前往温州参加了“步兵教材与语文
核心素养”的培训；4 月，教师王雅雅、佘
佑平等教师前往成都参加了有关“优学
派的使用” 的培训……通过各类学习交
流，教师队伍的教育教学能力得到了进一
步提升，有了更开阔的眼界，从源头提高
教学质量，适应新高考、适应新政策。

爱生如子 以人为本
该校坚持把“做人以德为本，管理以

人为本；教书以生为本，育人以诚为本；
课程以心为本，课堂以趣为本；素质以体
为本，学生以学为本”的新八本育人理念
作为学校的办学宗旨。 多年来，学校育人
成效显著，平安稳定，从没有出现过较大
伤害事故， 这离不开全体老师对于学生
用心的关爱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

在谈及老师对学生的关照时， 彭湘
明老师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彭老
师是湖南省优秀教师、 中学数学高级教
师、娄底市优秀班主任、双峰“十佳师德
标兵”和双峰先进工作者。 她心中装满了
对学生的爱， 把学生看得比自己的孩子

还重，可谓全心全意、无微不至。 为了不
耽误学生学习，学生的学习生活用品，甚
至小零食，她都给学生买回来，然后放在
特定的地方贴上小纸条， 让学生自己去
拿，她的办公室就是学生的后勤处。 学生
中也有些调皮的、问题较大的学生，她私
底下与其谈心的次数不知有多少次，学习
上的问题，心理上的问题等，不一而足。学
生在彭老师的管理和关心下安心学习，基
本上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彭老师因
此获得了“彭妈妈”的亲切称号。

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在小学部，由
于低年级学生年龄过小， 生活自理能力
不足， 学校的生活老师除了教孩子们生
活的方法，还亲力亲为，为孩子洗澡、洗
衣服。 这里的留守儿童还真不少，学校也
专门开设了留守儿童爱心班。 每个节假
日，校园就是留守孩子的大家庭，学校专
门安排了老师组织孩子们学习、玩耍。 文
正学校真正把孩子放在心上的事例还有
很多。 走进学生的心里的用心育人方法，
在文正校园生根发芽， 也为孩子们树立
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文以养正 耕读天下
“用心做有灵魂的素质教育，培养一

专多能全面发展的综合人才” 是文正学
校的教学理念， 学校除了抓文化成绩以
外，更是创办了许多特色课程，办学理念
与时俱进。 如对外交流，留学深造的工作
走在其他学校前面。黄董事长大胆细心地
尝试，为许多学生开辟了多条发展成才途
径。 近年来，学校成功与法国、新加坡、德
国等国家的师生开展相应交流活动，继
学校开办德语国际班成功送学生赴德留
学后，2019 年 2 月 25 日， 又与德国哥廷
根职业大学正式建立了友好学校关系，
学生赴德留学之路越走越宽。 此外学校
还创办了日语高考班， 为英语基础薄弱
的学生改学外语提供便捷， 有效提升高
考成绩；学校还创办了高中艺考教学班，
开设了播音主持、影视编导、空中乘务等

专业， 让学生在高考中更有把握考上好
的学校。 为对接信息化，应对新改革，学
校以小学六年级为试点开设了“智慧课
堂”，互联网 + 教育充分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提高了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

弘扬国学，传承经典，是文正学校的
主要育人特色。 黄董事长结合县情实际，
充分发挥本土名人故里优势， 开启社会
实践活动、“家庭教育报告会”、文正家书
等活动，将心理疏导、行为养成、人格健
康、人格塑造等内容渗透到每个学生、每
个家庭。

校园足球，飞速起步，是文正学校实
施素质教育的新的有力举措。学校高度重
视这一工作，一年来，学校足球工作长足
发展，不仅兴建了高标准足球场，组建了
青少年足球校队，并在小学各年级开设足
球专业课，举办了多场友谊联赛，获得良
好的社会反响。 2018 年学校被教育部授
予“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此外， 文正学校每年都组织了许多
大型有意义的主题教育活动，如：感恩励
志、成长心连心、艺术节、成人礼、研学行
健之旅等，通过这些活动，让学校成为滋
润孩子们心田的阳光雨露， 让校园时刻
充满激励和自信的力量， 让孩子们在幸
福和快乐中放飞甜美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