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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6日下午，市四中礼
堂歌声婉转，琴声悠扬，舞台
上同学们的歌舞表演、传统武
术、汉服走秀、相声小品等节
目惟妙惟肖，精彩纷呈。这是
市四中为期一个月的校园文
化艺术节的收官演出，也是市
四中多样化特色化教育成果
的一次大展示。

校长杨全军指出，每年高
一新生入校时，总有一些学生
偏科十分严重，如何让学生考
上自己理想的学校？市四中
做足了功夫，探索出特色化的
发展路线，充分挖掘这些学生
的潜能，使得许多孩子完成了

“逆袭”，实现了梦想。
近年来，市四中认真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扎实推进“五
育并举”，在稳抓教学质量提
升的同时，以“建成‘优质+特
色’学校，办成‘全市领先，全
省示范’的特色高中”为目标，
走出了一条“文化聚合、多元
提升、特色彰显”的发展之路，
拥有“体艺、数字、劳动三翼齐
飞”的特色优势，致力于打造

“最适教育”的多元成才之路，
让每位学生都能得到充分自
由、和谐持续的发展。

基于这样的理念和初衷，
市四中围绕“特”字做文章，打

好“特”字牌，叫响四中号，制
定了“一生一特长，一生一技
能”的培养目标，走出一条“人
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
的发展之路，特色教育在培养
学生兴趣特长、提升综合素养
的同时，也成为学生上升的通
道和终身发展的助力，使学校
发展的“质”更加有厚度、有分
量。2022 年市四中将继续招
收包括足球、篮球、田径、武术
在内的体育特长生45人和包
括音乐、美术、舞蹈和传媒等
专业在内的艺术特长生35人。

立足校情、学情，市四中
提出“强体、健美、益智、明德”
的体艺特色文化理念，在学生
中开展“体艺2+1活动”，要求
每名学生至少学习并掌握2项
体育运动技能和 1 项艺术特
长。学校配有标准舞蹈排练
厅、声乐教室、400米标准体育
场、6个标准篮球场、3个标准
排球场、1个标准足球训练场，
艺术、体育场地完备，为学生
艺术训练、体育锻炼提供最优
保障。学校积极探索高水平
运动员和优秀艺术人才培养
的有效途径，专门成立体育艺
术工作领导小组，创设体育
部，组建足球队、篮球队、武术
队等高水平运动队，设立体艺

特长生高考班，整合教务、团
委、体音美组、年级部等资源，
实行全员导师制，加强管理，
着力打通体育艺术特长生的
上升通道。

在“体育特色”方面，市四
中加强与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平顶山学院、平顶山市武术协
会等的深度共建，孵化出多支
高水平、专业化的体育团队，
为学生搭建艺术熏陶、体育锻
炼、职业规划的新平台，学生
在校即可享受到优质、顶级的
体育教育，减轻了负担。以高
水平团队为牵引，市四中体育
队专业突出、特色鲜明，先后
获得市十运会男女足冠军等
一系列荣誉，不断擦亮“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体育
传统特色学校”“河南省传统
体育项目学校”的牌子。目
前学校体育特长生中有 3 名
国家一级运动员，近两年有
400 多名学生通过艺术体育
特 长 考 试 进 入 高 等 院 校 深
造，学校的办学质量有了质
的飞跃。

在“艺术教育”方面，学校
以课程统领艺术教育，着力实
现“人人掌握一项艺术技能”
的艺术素质发展目标，以艺术

项目、艺术社团的形式开展艺
术普及教育，以高水平团队建
设的形式进行艺术拔尖人才
培养。学校现有声乐团、舞蹈
社、美术社等高水平团队，艺
术班教学相长，获评为“河南
省体育艺术‘一校一品’特色
学校”。

在“数字”特色方面，作为
“河南省首批中小学数字校园
标杆校”，市四中深入实施互
联网+行动，落实信息工程2.0
计划，加快信息技术与学科教
学和学校管理的深度融合，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构建师
生成长大数据，促进师生共同
成长，实现个性化学习、精准
化辅导，高考成绩实现“五连
增”，真正践行了“低进高出、
高进优出”的办学承诺，实现
了办学品质与教育教学质量
的“双提升”。

在“劳动教育”特色方面，
学校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
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在
建好学农实践基地、用好家庭
道德作业、加强劳动实践之
外，把劳动教育同学科教学和
校园文化建设融合，积极探索
新时代劳动教育实施路径，精

心打造农耕文化特色项目。
以学科组为单位，由师生共同
参与，先后研发出《视角地理》
《大美四中》《四中草木志》《四
中花鸟志》等具有四中特色的
校本课程和校本教材，挖掘劳
动中的文化元素，让学生在亲
身参与中增加知识，开阔眼
界，做到知行合一，全面发
展。经过3年实践，已初步形
成级级都有小农场、班班都有
农耕文化的特色项目局面，
2020年被评为“河南省首批劳
动教育特色校”。

为了满足不同学生的发
展需求，学校从加强国际教育
交流合作和开展非通用语种
教学入手，设立国际部，积极
创设符合多样化教育环境，培
养更多适应国际化竞争的优
秀人才，打造学生多元发展立
交桥，让每个生命都出彩。

特色促进发展，“最适”凝
聚人心。市四中以为学生的
终身发展奠基为目的，强化特
色发展，着力打造“最适教
育”，使学生能够扬长避短，发
展个性，成就自我，从而实现

“培养优秀人才，创办优质高
中”的办学目标。

（李淑华 王亚玲）

擦亮特色品牌
打造“最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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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5月31日电
（记者邓仙来）美国白宫5月31
日向媒体透露，美方将向乌克
兰提供包括中程火箭弹发射系
统在内的价值7亿美元的新一
轮安全援助。

白宫匿名官员当天在为媒
体举行的电话吹风会上表示，
美国新一轮对乌克兰安全援助
包括少量中程火箭弹发射系
统、直升机、“标枪”反坦克导弹
和战术装甲车等。

白宫官员说，美国此次援
助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弹系
统”可以发射射程约70公里的
中程火箭弹和射程约300公里
的远程火箭弹。但美国只向乌
克兰提供中程火箭弹，目的是使
乌军能够更精准地打击本国战
场上的俄罗斯军事目标。乌克
兰已向美方保证，不会使用这种
火箭弹系统打击俄境内目标。

这是自去年8月以来美国
第11次向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
也是美国首次动用国会近日批
准的约400亿美元的援乌资金。

美国总统拜登在《纽约时
报》发表署名文章称，美国将在
制裁俄罗斯方面与盟友和伙伴
继续合作，并继续向乌克兰提
供武器。他同时表示，美国不
认为俄罗斯将在俄乌冲突中使
用核武器，美国不寻求让北约
和俄罗斯之间发生战争，也不
会推动俄政权更迭。

美将向乌提供
新一轮安全援助

6月1日，救援队出发前准备医用救援品。由四川省人民
医院5名医务人员和2名司机组成的国家（四川）紧急医学救援
队已经出发前往芦山地震震区参与救援工作。 新华社发

新华社成都 6 月 1 日电
（记者吴光于 张海磊）记者
从四川省雅安市抗震救灾指
挥部获悉，截至 19时 40分，
地震造成芦山县、宝兴县部
分乡镇受灾，雅安全市范围
接报4死14伤（均在宝兴县），
受伤人员已转市、县医院救
治。据雅安市委办公室介绍，
死亡的4人均是被飞石砸中。

地震导致芦山县、宝兴
县部分地区通信不畅，经过
紧急抢修，目前芦山县和宝
兴县主干光缆全部恢复，其

他中断光缆线路正在抢通
中。

雅安市抗震救灾指挥部
已调集应急救援、武警、消
防、医疗、公安、民兵等救援
力量4500余人，奔赴地震灾
区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
道路抢通和群众转移安置等
工作。

6月1日17时，四川雅安
市芦山县发生6.1级地震，震
源深度 17公里。17时 3分，
雅安市宝兴县发生4.5级地
震，震源深度18公里。

四川雅安地震已致4人死亡
均是被飞石砸中

综合新华社成都 6 月 1
日电（记者张海磊）记者从
四川省地震局获悉，雅安市
芦山县的 6.1 级地震发生在
2013年芦山7.0级地震余震
区内，属于芦山“4·20”7.0级
地震的余震。

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
台网中心组织专家对四川
芦山附近地震活动进行研
究分析，根据历史地震序列

特征、地球物理观测资料，
综合会商初步判断，这次地
震为主震—余震型地震，短
期内芦山余震区再次发生
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
6月 1日 17时芦山县发生6.1
级地震后，截至 6 月 1 日 20
时，共记录到3级以上余震1
次，为17时3分四川宝兴4.5
级地震。

专家：

芦山余震区短期内再次发生
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