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晗宇同学在全国英语创新大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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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校》系列⑤
宁波市惠贞书院

5 月 3 日，正值节假

日，宁波市惠贞书院 3

名学生来到浙大宁波理

工学院实验室，在沈昊

宇教授指导下，进行“医

用口罩中环氧乙烷等残

留量的检测”实验。

次日，从第 34 届浙

江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上传来消息，惠贞书

院 共 收 获 省 一 等 奖 3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3项，其中科技实践活动

项目，将代表浙江省参

加第 35 届全国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在这次

比赛中，惠贞书院作为

宁波城区普高中体量最

小（惠贞书院高中部每

届4班，共12个班）的学

校，获奖等级和数量再

创历史新高，位列宁波

大市第一。

在与诸多名校的激

烈竞争中，惠贞书院在

保持优异教学成绩的同

时，走出了一条独特的

创新教育之路，其中包

括大胆提出学术性高中

的创建。

面 对 亮 眼 的 成 绩

单，教育界同行、媒体、

家长不禁追问：这到底

是怎样的一所学校？近

日，记者连续三天走进

这所朝气蓬勃的校园，

与工作、学习在这里的

师生深度对话，试图解

开 这 所 学 校 的 教 育 密

码。
□记者 马亭亭 章萍

通讯员 舒翔

一次化学实验课上，教学内容是活泼金属
和水的反应实验，有些危险的实验化学老师只
播放了视频。

好奇的我跃跃欲试想自行实验，被当时的
化学老师朱妍蓉制止。朱老师没有大声责备，而
是给我讲解了该实验可能产生的危险，然后做
了充分准备，与我一起完成了该实验。正是惠贞
培养了我勇于探索、善于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
能力。

我在东南大学完成本科学习后，目前在苏
黎世联邦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这是一所 QS
排名世界第 6、产生过爱因斯坦等 32 位诺贝尔
奖得主的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
——2012届毕业生侯坤奇（苏黎世联邦工学院）

惠贞虽然小，但很精致，而且有力量。我常
常回忆起那些日常点滴，它教会我应该抱有竞
争不止的态度，永远尝试去突破无限可能。

——2012届毕业生华鑫韬（清华大学）

在惠贞的三年高中生活的确辛苦，但所付
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在这里结识挚友，在这里
遇到恩师，在这里经历青春的重要时刻，我觉得
万分幸运。人生就是在不断的选择中成长，选择
惠贞无疑是正确的决定。

——2014届毕业生陈其慧（北京大学）

我聆听过课堂上一串串直击要害的问题，
我见证过激烈讨论中迸出的智慧火花；我仰望
过守心之夜的荧惑闪烁；我测量过的光栅纵横
中真理的数量；我目睹过辛勤的老师以汗水和
智慧将我们导向梦想的彼岸；我体会过与那些
日夜伏案的同跻相伴时，躁动与彷徨化为宁静
与专注。那些如歌岁月，终将遗失在碑廊的晚风
轻吟中，正如芬芳桃李散入春泥。

——2019届毕业生王昆仑（复旦大学）

惠贞的一草一木，承载了我的高中时代。每
天饭后漫步的操场，幽静又雅致的礼善碑廊，正
对着东西校门的日晷与魔方，举办了无数晚会
及开学式与休学式的礼堂……犹记得入学时老
师说，你曾经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都会升华你
的气质，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如今回首，实则
如此。
——2018届毕业生卓升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众所周知，普通高中面临着“用多样性
发展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要，探索发
现和培养创新人才的新途径”的挑战。

在很多人眼里，高考学业成绩优秀的学
校，免不了和“应试教育”挂钩。可惠贞书院
偏偏不是这样，大家不免疑问：惠贞是怎么
做到既保持优异教学成绩，又在科创教育上
大放异彩？

对此，惠贞书院校长杨云生向记者讲述
了学生的成才密码。

抓好学生的学业是高中阶段教育教学
的基本任务，任何学校都会作为常规工作抓
紧、抓实、抓细，惠贞书院也不例外。我校在
学业成绩上给学生带来更多增值的同时，还
十分注重综合素质提升，尤其注重健康道德
品质的塑造和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
并取得了多项骄人的成绩。

好成绩的取得，基于我们对未来社会发

展、人才特点需求的把握，基于师生澎湃的
创新意识。

我总认为，好的教育是“点亮”，而不是“照
亮”，“照亮”只是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而高中
生科技创新教育，则是一个“点亮”的光源。

学生是成长中的、有个性的发展主体，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发展，最关键的一
点是要给学生提供可以自主选择的、丰富的
课题研究，给学生提供挑战性学习机会，让
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开展课题研究，将生活
经验、认知经验与学科知识、教材知识相结
合，促使学习方式由封闭向开放型、实践型
转变，从而激发学习兴趣并形成自觉学习的
内生动力。

对于今后的发展，惠贞书院将在“集东
西教育之长”上特色更突出，成绩更优异，真
正经得起时代及未来的考验，为学生的终身
发展奠基。

除了科创教育，惠贞书院还通过创新课
程体系建设、创新文化校园建设等多种途
径，着力于打造学术性高中、培养创新型人
才，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丰富生命力的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惠贞书院的创新教
育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围绕“学术”两字，学校积极构建“对话
文化”和“质疑文化”，通过演讲赛、辩论赛、
金点子大赛等活动，营造生生、师生对话氛
围，碰撞、激荡、交融师生不同的观点和意
见，培养学生的求异创新意识。学校甚至成
立惠贞科学院，与浙大、中科院南京分院、
宁大等多所大学科研院所开设大学先修课
程，拓展学生视野，提升研究高度。

同时，学校开发了自然科学类和社会

科学类拓展性课程，编写了校本教材 16
本。学校深入开展“体验式教学”和“读、议、
展、点、练”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鼓励教师
挖掘学科内在联系，开设学科综合课程，如
人文与数学结合的《生活中的数学》，语文与
历史结合的《毛泽东诗词中的金戈铁马》、地
理与物理结合的《天文学漫谈》等等。

所以，即便不是在理科的课堂上，这种
研究、讨论氛围也依然存在。惠贞书院语
文、政治、历史的课堂上，经常能看到这样
一幕：两位同学站在台上妙语连珠，针砭
时弊，内容涉及世界政治、金融风潮、文艺
体坛、文学现象等领域，多维度、立体式呈
现新闻事件。学生在这些“星光演讲”中，不
仅锻炼口才胆识，还提升了思辨能力。

其实，像开头那样，带着学生
走进高校实验室，在惠贞书院已
经是家常便饭。

去年刚毕业的王汇川同学，
高一时就开始跟着宁波市农科院
的科学家进行农业课题研究，获
得第三届“登峰杯”学术科技创新
大赛浙江省三等奖。这得益于学
校不遗余力组织参加的宁波市科
技新苗培养计划，它由市科协和
市教育局共同组织实施，是一项
培养未来科学家、培养科技创新
后备人才的计划。

“比赛项目获奖，完成科研论
文写作并在核心期刊发表，这些
都给了我超越同龄人的宝贵收
获。”本来，王汇川是个文静的男
生，“但它使我发现了自身潜力，
也是我自信心提升的来源之一。”

如今这些经历，使他在国际
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专业的学习
研究中，更加游刃有余。

据了解，依托市科技新苗培
养计划，学校先后与宁波市农科
院、宁波市微萌种业、浙大宁波
理工学院、宁波大学、浙江万里
学院、宁波诺丁汉大学联合培养

科技创新人才，已成立市科技新
苗团队9个，招录并培养科苗学
生 42 人。同时，2020 年 1 月起，
学校与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合作
共建科技新苗创新孵化项目也
正式启动。每一个科苗团队，均
以学科选修课和学生社团为基
础，校园里不少学生都有机会参
与到科技新苗培养计划的相关
调研中。

去年年底，第三届宁波市科
技新苗培养计划优秀项目展示汇
报活动中，唯一的一个特等奖被
惠贞书院收入囊中，该校也因此
实现科技新苗“三连冠”。

俞佳兴，惠贞书院2018届毕
业生，也是一名科创教育受益者。
对他来说，这里不仅是求学12年
的母校，更是梦想发芽的地方。因
为学校给足了学生绽放个性和自
由发展的空间。

初三下学期五月份，俞佳兴顺
利成为保送惠贞书院高中的学生。

“高中学习期间，通过身边师友，我
接触到了C语言。”俞佳兴回忆，当
时他对此很感兴趣，如饥似渴地在
慕课上学习这些精彩内容。得知他
的兴趣所在，班主任非常支持，还
推荐了信息技术刘宏中老师。

“刘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带
我一起做编程、玩机器人，有不懂
的问题总能在他那儿找到答案。”
俞佳兴说，自己从此加入学校机

器人社团、参加各类机器人创新
比赛……不放过任何一个科创学
习的机会。

高中阶段学习时间宝贵，科
创活动必然占据一部分时间。俞
佳兴却说：“我不觉得这会影响学
习，反而它能激发学习热情，培养
科学思维，帮助我全面发展。”

后来，他如愿考入浙江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如今，在
大学里跟着导师做项目，俞佳兴
总是最优秀的那个。“惠贞独特的
科创文化和学习氛围，让我有闲
暇去做感兴趣的事，也感谢母校
让我找到了人生方向。”

科技创新教育，现已成为惠贞
书院的特色和品牌。在这所学校，

“课堂”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课堂，
而成了创新素质培养的教育阵地。
2015年，宁波市教育局发布了科
技新苗培养计划，学校立即展开了
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体验式教学新
探索，第一届就拿到了宁波市科技
新苗唯一的特等奖。

据了解，惠贞充分建设和利
用学校、基地、社会的教学资源，
建构“学校、基地、社会”三位一体
的科技创新教育新机制。校园里
不仅有“惠芯”创客空间、智能控
制实验室、智能家居实验室、生物
苑、科学探索中心五个校内科创
实验场所，还依托校外资源，进行
体验式教学活动。

宁波城区普高中体量最小的学校
市科技新苗成果连夺三冠，为什么

记者蹲点三天采访，发现…… ？

创新教育理念也体现在惠贞各学科的
日常教学中，老师们因材施教，为学生提供
适切的平台，使具有不同禀赋的学生潜能
得到充分发展。

正在读高三的李名骕同学，平日无论
是在教室里、楼梯上还是操场中，总能看到
他抱着数学书钻研的身影。一节数学课上，
由于内容涉及高等数学内容，数学老师并
未对该问题进行证明。“李名骕凭借对问题
的钻研精神，在课后就该问题查找了相关
资料，并在第二天就研究出了一个证明该
问题的初等方法。”数学老师董晓立非常赞
赏他的自主探索精神。

也正因为对数学的无限热忱，李名骕
去年年底成功入围高中数学联赛全国一等
奖候选名单。

去年毕业的赵晗宇同学，回忆起母校，
总会想起曾经在竞赛中收获的荣光。这个
身材高挑的女孩，高二时就站在了全国英
语创新大赛的舞台上，神采飞扬、光彩夺

目。那次比赛她荣获全国一等奖，并被授予
“全国十强”称号。

“惠贞的英语特色教学，激起了我英语
学习最初的热情，我在一次次比赛锻炼中
品尝着英语的乐趣。”赵晗宇说，每次思虑
过的主题演讲，在瞬间回答评委问题而迸
发的思维火花，与全国顶尖选手同场竞技
的经历，于她都是一笔无可替代的财富。

记者得知，惠贞书院充分发挥港资学
校的资源优势，多渠道、多层次为学生提供
各种英语学习机会，多元化的国际交流、浸
润式的教学模式，提升了学生综合语言运
用能力，拓展了学生的文化视野和国际视
野。英语教学已然成为惠贞书院一张亮丽
的名片

据了解，近三年，在各级各类学科竞赛
中，惠贞书院学生成绩斐然，总计获得区级
以上荣誉2000余项，学科竞赛国家级奖项
40余项，获奖人数和获奖层次呈现逐年攀
升趋势。

为什么要创建学术性高中？
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做创新教育？

如愿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专业
他说：感谢母校让我找到人生方向

项目获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高中就收获各类科研成果

打造学术性高中
让每个学科都具思辨性、每个学生都富有生命力

创新教育让不同禀赋的学生潜能得到充分开发
近三年收获学科竞赛国家级奖项4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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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留言簿

学生在教授指导下开展科学研究。记者 张培坚 摄

数学兴趣小组成员在董晓立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数学建模。

宁波市惠贞书院宁波市惠贞书院

近五年，该校学生在省级以
上刊物公开发表论文 20 余篇，主
编出版选修课校本教材、科技新
苗回忆录和科技新苗科研论文集
各一本。学生成功参与申请国家
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3
项。参加各级各类科创比赛，学生
获全国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7 项；
省一等奖 14 项、省二、三等奖 17
项；市级一、二、三等奖40余项。

“对话文化”和“质疑文化”
助惠贞人在学术性高中的路上行稳致远

张志祥老师（中）在生物苑进行体验式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