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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是射洪中学建校 170 周年。

为庆祝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节日，

2018 年 12 月 18 日至 26 日，射洪中学以学

术报告会、航模展演、师生书画摄影作品

展、学校办学成果展、携手西北工业大学

等多种形式，精心组织开展系列活动，回

顾历史、总结经验，凝心聚力、奋力前行，

全面推进新时代学校教育事业发展。

校友讲座
榜样力量点亮学子梦想

学校邀请多名从射中毕业的著名专

家学者参加“射洪中学纪念建校 170 周年

系列校友讲座”，为同学们作了精彩的学

术报告，带领大家从不同领域不同方面

领略建校 170 周年来的发展变化和取得

的成就。

12 月 18 日，特级飞行员、射洪中学 95
高校友张洪荣与学弟学妹们分享了自己

在母校度过的青春时光，结合自身经历

介绍了优秀人才的种种必备素质，鼓励

大家怀揣梦想、充满自信、勇于坚持、学

会坚强，做“无愧无悔”的射中人。对学

弟学妹们提出的问题，他耐心而坦诚地

进行了解答。

12 月 26 日，清华大学教授、核环境工

程研究所所长、射洪中学（86 高）校友王

毅回校做交流报告。王毅就同学们最关

心的考什么大学和学什么专业问题为主

要方向，结合自身经历做了分享和交流。

通过分享自己专业领域的大跨度，从原子

弹提纯工艺、到医学研究，再到后来的环

境工程经历作例子，告诉同学们不论学什

么专业，都要夯实基础知识。王教授对同

学们提出的疑问给予了专业解答和科学

引导，互动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文化活动
春风化雨讴歌校园

摄影作品展示多彩校园，涂抹勾画贺

170 载华诞。校庆期间，学校举办了庆祝

建校 170 周年师生书画摄影作品展。展

览作品以深厚的笔墨功力和拍摄技巧，生

动反映了建校 170 周年来翻天覆地的变

化，体现了全体师生深厚的艺术造诣、良

好的精神风貌和浓烈的爱校情怀，以及用

实际行动庆祝建校 170 周年的喜悦之情。

在静态展区，师生们用精心制作的 400 余

幅作品，向母校 170 周年校庆献礼。

成果展示
重温 170周年奋斗历程与成就

为深化广大师生的体会和认识，学校

组织师生员工参观了建校 170 周年成就

展。通过观看展区陈列的校史资料，全面

深入了解学校经历的种种考验以及做出

的重大抉择和教育贡献。大家表示，作为

学校的亲历者、见证者、受益者，作为射

洪中学的一员，要以更大的热情、更强的

使命感投身到学校建设中。

携手高校
成为西北工业大学优质生源基地

12 月 20 日，西北工业大学为射中颁发

“优质生源基地”牌匾，并与该校建立长期

友好合作关系。仪式上，两校签订了长期

友好协作协议，西北工业大学相关负责人

为射洪中学校授牌“优质生源基地”。

西北工业大学航模队为射洪中学科

技社成员及相关爱好者 5000 多人举行了

精彩的航模表演。西工大航模队队员们

设计制作的数架飞机模型，在表演者操

控下依次闪亮升空，引得全场观众凝神

注目，不断喝彩。航模表演进一步增强

了校园的科学探索氛围，激发了同学们

对科技创新、发明创造的强烈兴趣。

当天，西北工业大学动力与能源学院

教授索建秦在射洪中学学术报告厅为射

中学子作了题为“声闻于天”的航空知识

科普讲座。 （廖媛媛）

凝心聚力共庆辉煌
——射洪中学开展庆祝建校 170周年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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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课

主题：幸福·密码
对不少人来说，一辈子所追求的无非两

个字：幸福。在遂宁衡中初一·11 班班主任

肖琴设计的主题班会上，就以“向幸福出发”

为主题，带大家探寻幸福的密码。

“燃烧我的卡路里……”班会课一开始，

最近特别火的一首歌《卡路里》的音乐就响

起，瞬间将大家的激情点燃，班主任老师肖

琴借机抛出话题“幸福是什么”。接下来，班

会课在两位学生的主持下拉开序幕……

课堂一共设计了几大环节，从几个问题

中带大家解密幸福密码：“你认为什么是幸

福”“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幸福”“敲开幸福之门

的方法在哪”。每个问题抛出后，同学们分小

组探究，再分别展示各小组的讨论结果。这

一形式，让每个学生都真正参与进来，变身课

堂的“主人”。

最后，同学们通过集体智慧找到了幸福

的密码：幸福就是一种心态，幸福就是通过努

力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幸福就是通过奋斗实

现了自己的理想……做好今天，就可把握幸

福！“今天，我们探讨了幸福及获得幸福的方

法，其实幸福更在于我们的主观感受，我们要

做一个知足的人，做一个宽容的人，做一个乐

于助人的人，把快乐和幸福带给大家，让我们

班集体温馨和美，沐浴在幸福的大家庭！”肖

琴话音刚落，两位同学就走上讲台以快板形

式说唱身边的幸福。紧接着，台下同学也纷

纷晒出一些幸福瞬间：“吃饭时和同学谈天

说地，遇难题时得到解决，得到老师夸奖

……”

“向快乐出发，世界那么大，任风吹雨打

……”班会课在全班合唱的《向快乐出发》音乐声

中结束，希望大家向快乐出发，拥抱幸福！

第二堂课

主题：感恩·励志
为了让学生们不忘勤奋、敢于吃苦，懂

得感恩，初二·12 班班主任伍都丽以“感恩·

励志”为主题，开展了一堂特别的班会课。

同学们首先观看了一个短视频，内容是

以“爸爸，你撒谎了”为题，讲述父母为孩子

辛苦工作，勤俭节约的故事。短视频从画面

到背景音乐，再到旁白，都直抵人的内心，有

的同学在观看时就已经眼眶湿润了。接着，

两位学生主持人抛出问题：看了视频有何感

想？我们应该树立怎样的目标？

“请同学们静静地反思！”讨论结束后，

主持人带大家进入班会的关键环节：反思。

课堂上，同学们一共反思了五个主题内容：

明志、勤学、慎思、守纪、感恩。每个主题都

精心设置了几个问题，同学们一一对照自我

反思，并分享各自的反思结果，提出改进方

法等。

“我经常跟父母吵架，我觉得对不起他

们……”“父母离开我在很远的地方打工，我

周末回家一个人面对冰冷的墙壁，我恨他

们，但今天我开始理解他们，我要好好学习，

改变我的家庭，让他们不再背井离乡……”

课堂上，感恩板块的反思触动了同学们的泪

点，不少同学在发言时留下了眼泪。最后，

全班同学集体宣誓：不要让父母流泪，不要

让他们的希望变成失望，我们点滴的进步就

是他们的欣慰，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

第三堂课

主题：团结·合作
“咦，这些彩纸和红旗是干什么用的？”

课堂上，高一·3 班的同学们对即将开始的

这堂班会课充满好奇。“同学们，我们高一年

级的墙柱上都张贴了头狼精神之系列——霸

气、应变、坚定、谋略、胆识、统领、野心等，你

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把头狼精神作为追求，

成为我们的精神特质吗？”班会课一开始，主

持人首先抛出话题，接下来，播放了一段视

频：一群狼与一群牦牛生死较量的悲壮画面，

视频展现出狼的机智应变，狼的果敢坚定，狼

的勇猛霸气，狼群找准突破口，群体攻下一头

牦牛。视频带来震撼和深思：力大无比的庞

然大物牦牛在群狼围攻下败下阵来，靠的是

四堂班会课亮点纷呈，让全体班主任

受益匪浅。校长徐如坤总结到，班会课就

是要讲清道理，优化环境，凝聚力量，破解

困惑，提升认知，激发活力。让师生在讨

论中甄别，在争议中判断，在思考中走向

理性。班会课要结合校情生情，增强针对

性、目的性和系列性，唤醒学生对真善美

的渴求，对美好理想的执着，对社会责任

的担当，做一个有理想、懂担当、有情怀、

有品位的积极进取、阳光有爱的好公民，

真正把学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到实

处。遂宁衡中多举措、多途径、多方式提

升班主任专业水平，在班主任队伍建设、

德育方式上积极探索，大胆尝试，增强了

德育的针对性，凸显德育的实效性，为学

校高位发展增光添彩。

创新班会课模式
探寻德育新途径
——遂宁衡中举行第十届主题班会课竞赛活动

主题班会课是学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班集体建设及班主任
工作的有效抓手。怎样的班会课才能吸引学生、收到成效？衡水中学四
川分校·遂中实验校（以下简称遂宁衡中）一直把班会课作为学校德育的
主阵地，积极倡导班主任创新班会课模式，凸显班会课实效。从11月初开
始，各年级举行班会课初赛，班主任们各显神通，从班会课主题确定、班会
课形式、学生参与、班主任及时引导点评和总结等方面进行创新，推荐出
了四堂班会课在全校展示竞赛。11月 26日，记者现场观摩了遂宁衡中举
行的第十届主题班会评比课，参赛老师们从多种角度展示了自己的班会
特色，告诉大家，班会课原来可以这样上的……

执着和协助，启迪我们：团结一致、万众一

心、就能无坚不摧、无往不胜。我们年级就

是要培养同学们的坚韧、勇敢、担当、睿智品

质，让良好个性助推我们赢得机遇，抱团成

长、勇往直前、获得成功。

“下面，进入我们的分组活动：建塔。”

同学们以 6 人为单位，限时 7 分钟，现场用

彩纸和透明胶建一座塔，并取一个有创意

的塔名，红旗飘扬最高组获胜。“现在开始

计时！”主持人话音刚落，各小组成员纷纷

行动起来，分工合作，开始建塔。时间到，

有的造型奇特，有的塔倒了，引得全场师

生、评委和观摩团成员哈哈大笑。各小组

接着分析成功在哪，为何失败等，最终得出

结论：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确立目标的重要

性。

建塔活动结束后，同学们又进入下一

个环节：分组讨论“我为班级做什么？”同

学们争先恐后，踊跃回答：遵守纪律、营造

优良环境；交流合作、汲取他人长处；宽容

理解、人际和谐相处；互帮互助、得到共同

提高。最后，高一·3 班班主任张毅走上讲

台，作了精辟总结：“同学们，正值青春年

少的我们，是奋斗的年纪。不奋斗，无青

春。我们要有头狼精神，做生活的强者。

咬定目标、勇敢顽强、坚持不懈、抱团成

长。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不会干涸，一

座塔只有智慧的碰撞才不会倒，一群人只

有在集体中在目标的引领下团结协作才能

成功。让我们团结起来，相信目标的力量，

相信协作的效力，共创和谐班级，共创美好

校园！”全场掌声响起，全班同学起立，合

唱《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这场班会，通过观看视频、动手制作、

分组探讨等形式，让大家懂得了团结协作

的重要性。最后，同学们举起右手，共同宣

誓：团结一心，为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

第四堂课

主题：解析·思考
近段时间，1000 万人排队退款，ofo 共

享单车面临的退押金风波，成为大家关注

的焦点。高二·2 班班主任甘长乐以共享

单车为例，引导大家开启热点事件背后的

冷思考。

课堂上，班会主持人抛出三大问题：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看？”并通过看视

频、共同探究等方式，引导大家思考事件背

后的一些问题。比如：以 ofo 为代表的共享

单车为何落到如此地步？申请退款人已经

超过 1200 万，退与不退你怎么看？……

在每个环节，甘长乐都对同学们提出

的观点逐个点评，最后进行总结：生活问题

不是简单的对与错，而是复杂的关联，应学

会多角度思考问题。

课堂上，善于发问的甘长乐不仅引导

大家学会思考，更让同学们有所感悟。同

学们各抒己见，争相发言。最后，甘长乐提

出希望，希望同学们关注社会热点，勇担社

会责任，做一个有情怀、有温度、会思考的

人。

校 长 点 评

学生用彩纸建塔

学生分组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