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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乐山外校 成就更好的自己
—— 乐 山 外 国 语 学 校 校 长 欧 建 设 谈 学 校 初 中 招 生
问：今年初中教育招生工作有哪些重要规
定？乐山外国语学校初中部招生情况是怎样的？

问：乐山外国语学校致力于培养什么样的
人？学校又有着怎样的办学实力？

同时，走出唯成绩论英雄的樊笼，学习

欧建设：今年公民办教育招生依旧实行统一

欧建设：学校的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德

成绩与素质共长。乐外学子参加各级各类

管理，同步报名，同步录取。乐山外国语学校初

行、有才华、有健康、有快乐”的高品质学生；办学

比赛都有出色表现，比如 3 人获得中国中学

中探索建立民办义务教育九年一贯
“直升制度”，

理念是“立德立事立家国，达己达人达天下”；校

生作文大赛全国一等奖；3 人获得信息学奥

立事达教育集团的小学毕业生可直升学校初中

训是“立德、弘毅、厚学、拓新”，让孩子有大的胸

赛全国一等奖；12 人获得全国中学生英语电

部。选择民办学校的学生需在“嘉州教育”微信

怀、高尚的品德和出色的才能。同时，学校的培

视大赛、英语电视展演全国一等奖；多次在

公众号上申请学位。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学校学

养内容是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让孩子的基本

亚洲、世界机器人大赛中获得金奖、银奖；获

位申请时间是 4 月 20 日上午 9 点至 4 月 29 日下

素养得到全面发展。对此，学校的课程设置也注

得网球 CRT 全国冠军，四川省中学生游泳、

午 6 点，
录取时间是 6 月 17 日。

重多元化、个性化，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兴趣学生

乒乓球、跆拳道冠军等。

今年，乐山外国语学校初中部计划招收 22

发展的需要。
在乐山，乐山外国语学校算是一所本土老牌

问：对于“让每一个生命成为更好的自

民办学校，综合办学实力较强。学校初中部自

己”的育人目标，乐山外国语学校有怎样的

个班，每班 45 人，共招 990 人。除公司集团内小
学直升 350 人外，面向全省招收 640
人。同时招收篮球、足球、乒

2005 年首届毕业以来，连续 16 届

实现途径？

获得乐山市教育局教学质量

欧建设：
“ 让每一个生命成为更好的自

综合评估一等奖，并且有

己”是乐山外国语学校的育人目标，学校关

不少家长问

14 届获得评估总分第

爱每个孩子，重视个性差异、潜能倾向、兴趣

“未被乐外录取，

一 名 。 2013 届 中 考

爱好，注重教育的针对性和个性化。在孩子

乓球、羽毛球、网球、田径
及美术特长生。
乐山外国语学校校长 欧建设

第二名、第三名 17 人；
考取清华北大 40 人。

会影响公办学

囊括乐山市前五名；

还未进入学校前，将对每个孩子的思想、道

校的学位吗？”

2014 届中考乐山市

德、性格、行为习惯，学习的基本知识、能力

即将执教新初一的精英教师团队

答案是当然不

及方法、身体健康等方面进行全面了解，量

“选择了乐山外校，就是选择了一条艰苦

会。根据教育

身定制成长发展方案；并且让孩子根据自己

教学质量，重在课堂，根在教师。作为一所

整顿校风，落实“五禁”工作，即禁带手机、禁止

同时，学校高度重视食品安全，从进货到

奋斗的成功之路。”外校人一句类似于玩笑的

部门的政策，未

的兴趣和学习成绩的状况选择“语文强基

优质民办学校，乐山外国语学校汇聚了全国 12

吸烟、禁止早恋、禁止欺凌、禁止买外卖，学校

储存，从加工到留样，都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要

话，道出了外校学子浸透过奋斗的泪泉，外校

被民办学校录取

班”
“ 数学强基班”
“ 英语强基班”
“ 物理强基

个省市的 350 多名教育精英，有特级教师 15 名

风清气正，校风好，学风浓，通过建设平安校

求操作，并且坚持了行政领导陪餐制度。学校

教职工付出的呵护的心力。天道酬勤，春华

的学生，按划片区

班”
“ 化学强基班”
“ 机器人兴趣班”
“ 艺体美

（在职 11 名），正高级教师 3 名，四川省有突出贡

园、温馨校园、书香校园、美丽校园、活力校园，

多次被评为“四川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 A

秋实，乐山外国语学校历届中考成绩都能令

就近入学或电脑随

特长班”，让孩子的学科得到均衡发展，特长

献的优秀专家 3 人，高、中级教师占 82%，省、市

形成了充满文明和文化的高品质学校。

级单位”，每日有营养师进行食品营养搭配，每

机录取等方式就读公办

得到卓越发展。

名优教师占 76%。获得全国赛课一等奖 13 人，

人眼前一亮，
也赢得了家长们的良好口碑。
转眼，又到一年招生季。乐山教育部门
对乐山市市中区义务教育招生作了政策规

舌尖上的乐外

义务教育学校。

为了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学校开齐开

在家长关心的收费标准上，

作为一所寄宿制学校，学校对住宿学生的

周公示菜谱，让学生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

获得全省赛课一等奖 18 人，获得全市赛课一等

管理是严而有爱。纪律要求严格，要求学生按

舒心。

足了国家设置的课程（语、数、外、物、化、生、

奖 40 人。承担新一届初中教学、高中教学的教

时就寝，按时起床；内务整理要求严格，要求被

目前，学校正在对教室、寝室、讲学厅、阶

政、史、地、信息技术、音、体、美等），还开设

师都是成熟的优秀教师，所有学科包括艺体美、

子折叠方正，床单干净平整，鞋子归位整齐，牙

梯教室等各种功能室实行改造升级，全实木桌

定和工作安排，这引起家长们的广泛关注。

学校严格按照国家批准价格收费。第一年，

前十名占 7 人；

作为中心城区热门学校，家长们纷纷来电咨

学费、住宿费、生活费、书副本资料费、保险费、

2017 年 、2018 年 中

了校本课程（英语口语课、心理健康课、科技

信息技术、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都是本专业具

刷牙膏摆放整齐，地面打扫干净；高度重视安

椅、实木床，将极大地改善学生学习、生活环

询乐山外国语学校初中部招生的相关情况。

代管费、延时服务费、床上用品费及校服等全部

考获得乐山市第一名和第二

创新课、中国书法课、研学旅行课、乒乓课、

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初中教师平均年龄

全，就寝前生活老师必须对学生进行清点，请

境。智能纳米黑板全触摸屏互动教学、家校云

为了帮助家长们更好地理解教育部门的

费用 4.2 万元以内。第二年、第三年减去床上用

名；2020 年中考乐山市前十名占 4 人。每年中考

游泳课、禅太极课等）和特长课程（文学创作

32.3 岁，高中教师平均年龄 34.5 岁。

假做好记录；班主任定时检查寝室；行政管理

沟通系统、电子班牌公开班务课程信息，将实

人员不定期巡视。如遇学生生病，生活老师必

现教育、教学的全智能化升级。学校实行以文

须第一时间送往医院，并及时告知班主任和家

化为中心的绿化、美化建设，打造浸润着浓厚

长。通过学生寝室文化建设，使每个寝室文

文化氛围的园林式校园。

与
“生活妈妈”
幸福相拥

招生政策，
了解该校初中部招生工作的相关安

品费和校服费。学校收费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全市前 300 名、前 1000 名、前 2000 名人数均高

课，机器人研究课，Python 编程课，数、理、

排，本报专访了乐山外国语学校校长欧建设，

所有收费公开、透明，严禁教师接受家长宴请和

居乐山市榜首。学校高中部由首届 130 多人发

化、生、信息奥赛课，美术培训课，声乐、器乐

送礼，严禁教师私下收取任何费用，严禁教师有

展到现在每届近 1000 人，并培养出了高考全省

培训课等），丰富成熟的课程能满足学生的

偿补课。

第二名、第四名；全市高考第一名 9 人，全市高考

兴趣需求和特长发展。

对家长关注的热点和一些疑问作出简要回答。

硬件升级后的教室

硬件升级后的寝室

田径运动会盛大开幕

问：学生成长需要良好的环境，乐山外国语
学校将为学生提供怎样的成长环境？
欧建设：乐山外国语学校近年来强化管理，

逐梦未来

记者 张力/文 学校供图

明、温馨、和谐。

快乐成长

学子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