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向往 家长满意 教师幸福 社会认可



2017年2月6日下午，云南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陈豪，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
市委书记程连元，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云南省
委秘书长李邑飞等一行视察了云南衡水实验中
学，陈豪书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在谈及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的影响力时，他讲到：衡水
中学落户云南，真正起到了名校的引领作用，
带动了整个地区的教育发展。

陈豪书记特别强调一定要把云南衡水实验
中学办成云南省的示范学校。此外，陈豪指出
了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提出“管理是关
键，师资力量是保障”，要求云南衡水实验中
学积极实施名师引进工程，把省外优秀名师引
入云南。

同时地方要加大扶持政策，把优师名师留
在云南。陈豪要求，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在实现
自身发展的同时，要充分借助教育信息化手段，
向其他学校分享、传播衡实的优秀教育思想及
优质教育资源，实现所在区域的整体发展。

河北衡水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郗会锁深入云南衡水实验中学指导办学

河北衡水中学党委书记、校长郗会锁

“

郗会锁出席第二届河北衡水中学云南分校中学校长德育论坛

郗会锁出席由长水教育集团等单位主办的第四届中国西部（昆明）基础教育论坛

郗会锁深入云南衡水实验中学滇池、呈贡、西山、玉溪等校区指导办学

郗会锁强调：河北衡水中学之所
以能够取得辉煌的成绩，是因为衡中
具有先进的理念、鲜明的精神和特色
的文化。

郗校长认为：德育工作的开展具
有深远的发展意义。学校要提倡德育
的主阵地在课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要重视德育工作；要求教师在教书育
人过程中，挖掘教学内容中的德育，
要了解编者的心，体会作者的心，融
入教者的心，陶冶学生的心。

活动是德育的主要载体，通过开
展各式各样的德育活动，点燃激情，
启迪智慧，凝聚力量，陶冶情操，净
化心灵，提升素质，给学生终身受益
的教育。

郗会锁每到一个校区，分别前往
党建活动室、教学楼、宿舍楼、学生
食堂等处，详细了解学校教育教学情
况、校园文化建设、党建活动以及基
础设施配套情况等。在参观校园的过
程中，他不时赞赏学校的校园文化建
设，并拿出手机拍照。

郗会锁提出：云南衡水实验中学
要继续努力向一流看齐，做出自己的
特色，做到更好。

郗会锁鼓励：云南衡水实验中学
要不断汲取衡水中学先进的办学理念、
教学经验、管理理念，扎根云南，不
断创新，促进云南地区优质教育资源
的均衡化发展，助力云南教育事业跨
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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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教育界同仁、家长朋友们：

　　大家好!

　　首先，我向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发展的各位领导及学生家长表示衷心的感谢！

　　河北衡水中学始建于1951年。学校遵循“立德树人、全面优质、追求卓越、和谐发展”的办学方

针，大力推行素质教育，全力践行五大理念，努力提升管理品位，激活了自主创新欲望，激发了文化

创造活力，推进了学校的科学和谐发展。一直以来，学校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战略高度，打造了一支

师德高尚、技艺精湛的优秀团队。

2019年高考，长水教育集团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再次创造“低进高出、高进优出”的优异成绩，全

校进入全省前50名3人，成绩分别为722分（全省第五名）、718分（全省第十名）、725分(含15分加分，

裸分全省第三十五名)，全校700分以上4人，进入全省前100名5人，600分以上139人。清北班600分上

线率79.5%，一本上线率100%。

　　衡水中学不仅在近年来河北省高考成绩中频创佳绩，同时在素质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多项成果。近

五年来，衡水中学已有500余名学生在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各级各类大赛中获奖，有两百多名

学生夺得全国学科奥赛省赛区一等奖。

　　衡水中学被评为“中国基础教育十大名校”，被教育部相关领导评为全国第一个提出“素质教育

更能提高升学率”的学校，被全国教育界誉为“全国基础教育的一面旗帜”。

　　长水教育集团与河北衡水中学合作创办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将河北衡水中学的教育理念、办学精

神进一步传播和弘扬，为进一步支持西部地区，特别是云南省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作为河北衡水中学的分校，同时在课程

教学中体现国际特色，这一办学模式能带给孩子的是在学习成

绩、学习兴趣、学习习惯、国际化视野等各方面全方位提升的

教育。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的创办，满足了当前云南

省对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需求，在引入优质教育

资源的同时结合云南本土实际，开拓出了一条优

质名校之路。

　　2020年，将是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办学发展

的腾飞年，学校将实现多个校区同步办学。在此，

希望云南衡水实验中学一如既往的“追求卓越”，

办负责任的学校！

河北衡水中学原校长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名誉校长

2019年高考，长水教育集团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再次创造“低进高出、高进优出”的优
异成绩，全校进入全省前50名3人，成绩分别为722分（全省第五名）、718分（全省第十
名）、725分(含15分加分，裸分全省第三十五名)，全校700分以上4人，进入全省前100
名5人，600分以上139人。清北班600分上线率79.5%，一本上线率100%。王勇胜、李
岚舟、殷茵等4名应届学子被清华北大录取，衡中复读生张莹同学以全省文科第二名的优
异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丁鉴涵、黄宇琨、李海龙等上百名同学被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
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一流大学录取。

续写“低进高出  高进优出”优异成绩

清华大学感谢信 北京大学感谢信

董文静
(北京大学)

朱禹衡
(北京大学)

刘可欣
(北京大学)

宋柳狄
(清华大学)

王勇胜
(清华大学)

李岚舟
(清华大学)

殷茵
(北京大学)

张 莹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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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茂给学生和家长的一封信



尊敬的各位教育界同仁、家长朋友们：

　　大家好!

　　首先，我向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发展的各位领导及学生家长表示衷心的感谢！

　　河北衡水中学始建于1951年。学校遵循“立德树人、全面优质、追求卓越、和谐发展”的办学方

针，大力推行素质教育，全力践行五大理念，努力提升管理品位，激活了自主创新欲望，激发了文化

创造活力，推进了学校的科学和谐发展。一直以来，学校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战略高度，打造了一支

师德高尚、技艺精湛的优秀团队。

2019年高考，长水教育集团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再次创造“低进高出、高进优出”的优异成绩，全

校进入全省前50名3人，成绩分别为722分（全省第五名）、718分（全省第十名）、725分(含15分加分，

裸分全省第三十五名)，全校700分以上4人，进入全省前100名5人，600分以上139人。清北班600分上

线率79.5%，一本上线率100%。

　　衡水中学不仅在近年来河北省高考成绩中频创佳绩，同时在素质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多项成果。近

五年来，衡水中学已有500余名学生在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各级各类大赛中获奖，有两百多名

学生夺得全国学科奥赛省赛区一等奖。

　　衡水中学被评为“中国基础教育十大名校”，被教育部相关领导评为全国第一个提出“素质教育

更能提高升学率”的学校，被全国教育界誉为“全国基础教育的一面旗帜”。

　　长水教育集团与河北衡水中学合作创办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将河北衡水中学的教育理念、办学精

神进一步传播和弘扬，为进一步支持西部地区，特别是云南省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作为河北衡水中学的分校，同时在课程

教学中体现国际特色，这一办学模式能带给孩子的是在学习成

绩、学习兴趣、学习习惯、国际化视野等各方面全方位提升的

教育。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的创办，满足了当前云南

省对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需求，在引入优质教育

资源的同时结合云南本土实际，开拓出了一条优

质名校之路。

　　2020年，将是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办学发展

的腾飞年，学校将实现多个校区同步办学。在此，

希望云南衡水实验中学一如既往的“追求卓越”，

办负责任的学校！

河北衡水中学原校长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名誉校长

2019年高考，长水教育集团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再次创造“低进高出、高进优出”的优
异成绩，全校进入全省前50名3人，成绩分别为722分（全省第五名）、718分（全省第十
名）、725分(含15分加分，裸分全省第三十五名)，全校700分以上4人，进入全省前100
名5人，600分以上139人。清北班600分上线率79.5%，一本上线率100%。王勇胜、李
岚舟、殷茵等4名应届学子被清华北大录取，衡中复读生张莹同学以全省文科第二名的优
异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丁鉴涵、黄宇琨、李海龙等上百名同学被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
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一流大学录取。

续写“低进高出  高进优出”优异成绩

清华大学感谢信 北京大学感谢信

董文静
(北京大学)

朱禹衡
(北京大学)

刘可欣
(北京大学)

宋柳狄
(清华大学)

王勇胜
(清华大学)

李岚舟
(清华大学)

殷茵
(北京大学)

张 莹
(清华大学)

2017届 2018届 2018届 2019届 2019届 2019届 2019届 2019届

张文茂给学生和家长的一封信



领导介绍

郗会锁
衡水中学党委书记、校长，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中小学优秀班主任、

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河北省政府特贴专家、河北省中小学学科名师、
河北省骨干教师。工作期间曾先后援疆、援藏。所写论文《无为治班》发
表于《班主任之友》《论3+X高考》发表于《教育实践与研究》《历史教
学中的“听说读写”》获全国诱思探究论文三等奖，《就韩非子管理思想
谈班干部的任用与培养》获市德育论文一等奖，教研论文二等奖。

中学高级教师，毕业于河北师大数学系。河北省数学学科带头人。多次获省
市级“优秀教师”“学科带头人”“十大杰出青年教师”等荣誉称号，主持
省级课题的研究并获奖，发表过多篇专业论文。

张文茂
河北衡水中学原校长、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名誉校长，中学特级教

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河北省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河北省第五批省管优秀专家，河北省优秀教师，河
北省创新教育实验研究先进工作者，衡水市贡献突出优秀人才，衡水
市第四批市管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张文茂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集成化的校
园网信息系统》结题，并获一等奖；他撰写的多篇理论文章在《人民
日报》发表。

张韶维
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总校长，清华大学博士生，民盟中央教育委

员会委员、云南省政协常委、民盟云南省委常委; 中华职教社第十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

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首批入库导师。先后荣获2017“
中国教育行业杰出贡献人物”“2018年度教育行业贡献人物”“助推教
育行业发展十大人物”等荣誉。

中学高级教师（数学教育专家），从 事 教 学 工 作 3 8 年 ， 担 任 中 学 校 长
30年，历任昆明师专附中校长、昆明市实验中学校长。全国校长文化系列
活动中获优秀校长称号。先后荣获“云南省优秀校长”“昆明市第七届杰出
园丁”“昆明市优秀教师”“云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学”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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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员，南开大学教育管理在职研究生。多次荣获“优秀党员”“先进工

作者”等荣誉称号。2009年参加工作以来，长期在一线从事语文教学及行政

管理工作，在中学生学习状态调整、高考升学指导、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有

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十年来帮助近千名同学通过“多元升学”进

入国内外知名大学。教育理念：做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心灵导师。

为师为范
Serving as a teacher

中共党员，研究生、中学高级教师。1996年7月到衡水中学担任物理教学工
作。历任年级主任，曾担任校友资源处主任、教育处主任、校长助理。曾获“
高考十连冠功勋教师”“高考特别贡献奖”“衡水市优秀德育教师”“市直工
委模范共产党员”“第五届全国优秀班主任”等十余个荣誉称号。

中共党员，研究生，中学高级教师，全国优秀班主任，曾担任河北衡
水 中 学 年 级 主 任 ， 培 养 出 4 0 余 名 清 华 北 大 优 秀 学 生 。 多 次 荣 获 衡 水
中学模范班主任、魅力班主任、衡水中学优秀教师、模范共产党员、
高考特别贡献获得者、衡水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个人、
衡 水 市 中 小 学 德 育 先 进 工 作 者 、 衡 水 市 教 育 教 学 科 研 标 兵 等 荣 誉 称
号。参与研究全国教育科学 “十一五 ”规划课题 “和谐德育研究与
实验”子课题 《中学德育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的方法创新
的研究》，并顺利结题。参与编写《走进衡中课堂》，《衡水中学内
部讲义》等多本教辅资料，在《德育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核
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领导介绍

郗会锁
衡水中学党委书记、校长，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中小学优秀班主任、

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河北省政府特贴专家、河北省中小学学科名师、
河北省骨干教师。工作期间曾先后援疆、援藏。所写论文《无为治班》发
表于《班主任之友》《论3+X高考》发表于《教育实践与研究》《历史教
学中的“听说读写”》获全国诱思探究论文三等奖，《就韩非子管理思想
谈班干部的任用与培养》获市德育论文一等奖，教研论文二等奖。

中学高级教师，毕业于河北师大数学系。河北省数学学科带头人。多次获省
市级“优秀教师”“学科带头人”“十大杰出青年教师”等荣誉称号，主持
省级课题的研究并获奖，发表过多篇专业论文。

张文茂
河北衡水中学原校长、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名誉校长，中学特级教

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河北省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河北省第五批省管优秀专家，河北省优秀教师，河
北省创新教育实验研究先进工作者，衡水市贡献突出优秀人才，衡水
市第四批市管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张文茂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集成化的校
园网信息系统》结题，并获一等奖；他撰写的多篇理论文章在《人民
日报》发表。

张韶维
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总校长，清华大学博士生，民盟中央教育委

员会委员、云南省政协常委、民盟云南省委常委; 中华职教社第十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

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首批入库导师。先后荣获2017“
中国教育行业杰出贡献人物”“2018年度教育行业贡献人物”“助推教
育行业发展十大人物”等荣誉。

中学高级教师（数学教育专家），从 事 教 学 工 作 3 8 年 ， 担 任 中 学 校 长
30年，历任昆明师专附中校长、昆明市实验中学校长。全国校长文化系列
活动中获优秀校长称号。先后荣获“云南省优秀校长”“昆明市第七届杰出
园丁”“昆明市优秀教师”“云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学”等荣誉。

Leader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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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员，南开大学教育管理在职研究生。多次荣获“优秀党员”“先进工

作者”等荣誉称号。2009年参加工作以来，长期在一线从事语文教学及行政

管理工作，在中学生学习状态调整、高考升学指导、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有

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十年来帮助近千名同学通过“多元升学”进

入国内外知名大学。教育理念：做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心灵导师。

为师为范
Serving as a teacher

中共党员，研究生、中学高级教师。1996年7月到衡水中学担任物理教学工
作。历任年级主任，曾担任校友资源处主任、教育处主任、校长助理。曾获“
高考十连冠功勋教师”“高考特别贡献奖”“衡水市优秀德育教师”“市直工
委模范共产党员”“第五届全国优秀班主任”等十余个荣誉称号。

中共党员，研究生，中学高级教师，全国优秀班主任，曾担任河北衡
水 中 学 年 级 主 任 ， 培 养 出 4 0 余 名 清 华 北 大 优 秀 学 生 。 多 次 荣 获 衡 水
中学模范班主任、魅力班主任、衡水中学优秀教师、模范共产党员、
高考特别贡献获得者、衡水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个人、
衡 水 市 中 小 学 德 育 先 进 工 作 者 、 衡 水 市 教 育 教 学 科 研 标 兵 等 荣 誉 称
号。参与研究全国教育科学 “十一五 ”规划课题 “和谐德育研究与
实验”子课题 《中学德育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的方法创新
的研究》，并顺利结题。参与编写《走进衡中课堂》，《衡水中学内
部讲义》等多本教辅资料，在《德育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核
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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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青年教师、优秀班主任、衡水中学最受欢迎教师、 区先进个人、新时代
骨干教师、集团优秀团队引领者、集团管理突出贡献奖、政府优秀校长管理
创新奖一等奖、省级优秀民办教师、云南省最美民办教师等荣誉称号。河北
衡水中学第一次文理双状元管理团队成员，多篇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
其中综合探究《建设美好家园》获得河北省论文评比一等奖。多年带高三年
级，年年高考成绩突出，所带班级囊括各种荣誉。所负责部门和校区，成绩
突出，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和好评。

所教班级成绩优异，所带学生多人考上清北；七次获得劳动局嘉奖，多次获得
县优秀教师、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备课组长、优秀共产党员、市学科
优胜奖、市骨干班主任等称号。2015年兼任地理学科备课组长期间，地理学科
期末成绩获得保定市第一名，2017年参加河北省省级骨干教师培训，多篇论文
在国家级刊物发表。

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先后担任班主任、年级主任、校长助理。多次

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研究。并在中国核心期刊《作物杂志》上发表论

文。工作期间先后荣获“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云南省优秀民办教

育工作者”“全国数理化优秀指导老师”等荣誉称号。 

高级教师职称，石家庄市物理学科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石家庄

市优秀班主任，物理竞赛省级优秀辅导员，石家庄市高新区先进教育工作

者。

中学数学高级教师，历任河北衡水中学班主任、德育主任。曾获“高考明
星教师”“高考优秀教师”“十佳青年教师希望之星”“优秀班主任”“
模范班主任”衡水市“三下乡先进个人”“衡水市新长征突击手”等多项
荣誉。在衡水市高中数学教师说课评比中荣获一等奖。在省市级报刊杂志
上发表《数学教学中运用多媒体的几点优势》《直线方程的点斜式、斜截
式》《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法》等多篇论文，参与编写了《衡水中学高效
学习方略》《走进衡中课堂》等系列教辅丛书。

中共党员，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中共中央党校第四期党史教育学

习班学员。曾获全国优秀青年干部、昆明市名班主任、衡水市青年岗位能

手、市教学能手、市课改优秀教师、市优秀班主任、市优秀青年志愿者、“最

受欢迎教师”“校长奖章”“十大德育创新标兵”“青年教师希望之星”等

荣誉。工作以来应邀到全国各地做报告三十余场，多篇论文在国家、省市

刊物发表。十几年班主任经历，毕业生中有三十人考入清华、北大、港大

等顶尖名校。

中学高级教师，国际二级心理咨询师。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本

科学历。在河北衡水长期从事高中教学和班主任工作，有着丰富的教学和班

级管理经验，创造班级高考成绩保持十年不破的纪录。由于成绩突出，先后

荣获河北省师德先进工作者、明星教师等荣誉称号。

中学一级教师，高中数学教师，黄冈市优秀教师。从教18年，历任班主任、

年级主任、德育处主任、校长助理，其中担任过11届高三班主任，连续7届

超额完成学校下达高考任务，荣获“高考突出贡献奖”“高考杰出个人”等

光荣称号；辅导学生参加省、市、区的各类数学竞赛，多人获得省级奖；曾

多次获得市级优质课比赛一等奖；荣获市、区“先进教师”“优秀班主任”

称号。

硕士研究生，执教6年多，从事过雅思教学，熟知出国留学章程。现从事

高中英语教学，深谙高考大纲知识点。秉承“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理

念，追求不断超越，至臻至善的理想和信念。爱心育人，潜心执教，多次

获得学校各类表彰。

中学高级教师，河北省优秀教师、市级三等功荣立者，多年带高三，年年高考

成绩突出，所带班级囊括各种荣誉，并评为先进班集体。教学经验丰富，云南

省民办教育优秀工作者。格言：简单做好自己的人，认真做好自己的事。

李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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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高级教师，优秀青年教师，优秀备课组长等荣誉。曾获得全国优秀语文教

师，市级优秀青年教师，区级学科名师，优秀班主任，巾帼建功明星等荣誉称号。

曾获得全国高中生命教育优质课一等奖，全国高中语文优质课大赛一等奖，河北

省高中语文优质课一等奖，市级优质课一等奖，市级说课比赛一等奖，区级优质

课比赛特等奖等等奖项。参加多项省市级课题，多篇论文在省市报刊杂志发表，

参与编写多本衡中教辅，编写作文书籍《快乐作文》。

历史学科名师，新课改研究先进工作者，“331”教学法创始牵头人，历年

被评为市级优秀班主任，学科标兵、优秀青年教师奖、优秀干部称号、五四青

年之星、优秀学科组长，历年所带年级高考成绩均属全市前列，所带学生多

人考入清华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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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青年教师、优秀班主任、衡水中学最受欢迎教师、 区先进个人、新时代
骨干教师、集团优秀团队引领者、集团管理突出贡献奖、政府优秀校长管理
创新奖一等奖、省级优秀民办教师、云南省最美民办教师等荣誉称号。河北
衡水中学第一次文理双状元管理团队成员，多篇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
其中综合探究《建设美好家园》获得河北省论文评比一等奖。多年带高三年
级，年年高考成绩突出，所带班级囊括各种荣誉。所负责部门和校区，成绩
突出，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和好评。

所教班级成绩优异，所带学生多人考上清北；七次获得劳动局嘉奖，多次获得
县优秀教师、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备课组长、优秀共产党员、市学科
优胜奖、市骨干班主任等称号。2015年兼任地理学科备课组长期间，地理学科
期末成绩获得保定市第一名，2017年参加河北省省级骨干教师培训，多篇论文
在国家级刊物发表。

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先后担任班主任、年级主任、校长助理。多次

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研究。并在中国核心期刊《作物杂志》上发表论

文。工作期间先后荣获“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云南省优秀民办教

育工作者”“全国数理化优秀指导老师”等荣誉称号。 

高级教师职称，石家庄市物理学科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石家庄

市优秀班主任，物理竞赛省级优秀辅导员，石家庄市高新区先进教育工作

者。

中学数学高级教师，历任河北衡水中学班主任、德育主任。曾获“高考明
星教师”“高考优秀教师”“十佳青年教师希望之星”“优秀班主任”“
模范班主任”衡水市“三下乡先进个人”“衡水市新长征突击手”等多项
荣誉。在衡水市高中数学教师说课评比中荣获一等奖。在省市级报刊杂志
上发表《数学教学中运用多媒体的几点优势》《直线方程的点斜式、斜截
式》《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法》等多篇论文，参与编写了《衡水中学高效
学习方略》《走进衡中课堂》等系列教辅丛书。

中共党员，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中共中央党校第四期党史教育学

习班学员。曾获全国优秀青年干部、昆明市名班主任、衡水市青年岗位能

手、市教学能手、市课改优秀教师、市优秀班主任、市优秀青年志愿者、“最

受欢迎教师”“校长奖章”“十大德育创新标兵”“青年教师希望之星”等

荣誉。工作以来应邀到全国各地做报告三十余场，多篇论文在国家、省市

刊物发表。十几年班主任经历，毕业生中有三十人考入清华、北大、港大

等顶尖名校。

中学高级教师，国际二级心理咨询师。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本

科学历。在河北衡水长期从事高中教学和班主任工作，有着丰富的教学和班

级管理经验，创造班级高考成绩保持十年不破的纪录。由于成绩突出，先后

荣获河北省师德先进工作者、明星教师等荣誉称号。

中学一级教师，高中数学教师，黄冈市优秀教师。从教18年，历任班主任、

年级主任、德育处主任、校长助理，其中担任过11届高三班主任，连续7届

超额完成学校下达高考任务，荣获“高考突出贡献奖”“高考杰出个人”等

光荣称号；辅导学生参加省、市、区的各类数学竞赛，多人获得省级奖；曾

多次获得市级优质课比赛一等奖；荣获市、区“先进教师”“优秀班主任”

称号。

硕士研究生，执教6年多，从事过雅思教学，熟知出国留学章程。现从事

高中英语教学，深谙高考大纲知识点。秉承“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理

念，追求不断超越，至臻至善的理想和信念。爱心育人，潜心执教，多次

获得学校各类表彰。

中学高级教师，河北省优秀教师、市级三等功荣立者，多年带高三，年年高考

成绩突出，所带班级囊括各种荣誉，并评为先进班集体。教学经验丰富，云南

省民办教育优秀工作者。格言：简单做好自己的人，认真做好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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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高级教师，优秀青年教师，优秀备课组长等荣誉。曾获得全国优秀语文教

师，市级优秀青年教师，区级学科名师，优秀班主任，巾帼建功明星等荣誉称号。

曾获得全国高中生命教育优质课一等奖，全国高中语文优质课大赛一等奖，河北

省高中语文优质课一等奖，市级优质课一等奖，市级说课比赛一等奖，区级优质

课比赛特等奖等等奖项。参加多项省市级课题，多篇论文在省市报刊杂志发表，

参与编写多本衡中教辅，编写作文书籍《快乐作文》。

历史学科名师，新课改研究先进工作者，“331”教学法创始牵头人，历年

被评为市级优秀班主任，学科标兵、优秀青年教师奖、优秀干部称号、五四青

年之星、优秀学科组长，历年所带年级高考成绩均属全市前列，所带学生多

人考入清华北大。



李
广
水

曾获得河北省骨干教师、河北省优秀教育工作者、衡水市首届十大杰出青年
教师、衡水市新长征突击手、衡水市政治学科带头人、衡水市优秀教师、衡水
市三优标兵，两届枣强县十大杰出青年教师、枣强县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
昆明市优秀教育工作者、衡水市首届十大杰出青年教师、学科名师、衡水市
优秀教师、衡水市教科研先进工作者、衡水市新长征突击手等几十项奖励。

张
振
广

吴
丹
丹

陈
芳

牛
海
立

姚
文
君

王
翠
翠

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衡水市优秀共青团员，工作近十多年多次带毕业

班，所带班级成绩优异。先后获得衡水中学“十佳青年教师”“十大最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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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河北省教学设计一等奖、全国学生英语竞赛优秀辅导教师。于2011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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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衡中课堂》《细节决定100分——河北衡水中学高考备考韬略》等系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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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国家一级英语辅导教师，曾任职于衡水中学，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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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教学成绩奖多次。参加工作二十三年，十八年奋斗在高三教学一线。有30

余篇论文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中学历史教学》《中小学教材教学中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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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均有体现。

许
从
政

中学高级教师。在河北衡水从教23年，所教班级学科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深

得师生爱戴。多次被省市县教育主管部门评为“教学能手”“德育先进个人”“

百佳班主任”等荣誉称号。

张
志
强

张
葳
薇

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2008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高中

教学工作，并担任班主任。历任年级助理、副主任、主任，多次获得市、区

级表彰。曾获得“青年马列研究骨干”“高考贡献杰出个人”“市级优秀班

集体”“市级学雷锋优秀班集体”“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所带班级曾

荣获2015、2016年度“市级学雷锋先进班集体”荣誉称号。

李
海
红

中学高级教师，天津师大教育教育学研究生，长水教育集团十大优秀教师。
曾长期任教河北衡水中学重点班，培养出几十名清华北大学子。被评为“衡
水中学十大最受学生欢迎教师”，“衡水中学高考明星教师”，“衡水中学
优秀备课组长”，“衡水市教育科研标兵”，并获得衡水市政府“嘉奖”、
衡水中学校长勋章。工作中善于钻研，勇于创新，在衡水市“百千优质课”
评比中荣获特等奖，多篇教案、教学设计在河北省比赛中获奖，主编《细节
决定100分――河北衡水中学高考备战韬略》等多本教学资料。

中高级教师，昆明市外语学会专家组成员，呈贡区2016年引进名师。从事初
中英语教学27年，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教学成绩突出。先后被评为“昆
明铁路局优秀教师”“官渡区教育系统标兵”及校级“优秀班主任和优秀教
师”称号。文章分别发表在《中小学英语》《云南教育报、中学版》《课程
教材教学研究》及《德育报》等国家级及省级刊物上。参与课题“义务教育
初中有效教学行动策略研究”（昆明市教育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第一批
课题）“初中英语听力教学“的内容编写工作。

研究生，历任河北衡水中学语文备课组长，工作期间，曾多次指导学生参与《
语文报》杯作文竞赛多人次获国家级奖项；曾先后被评为河北衡水中学优秀青
年教师、优秀教师、连续三届河北衡水中学最受欢迎教师并被授予校长勋章；
2012年即被授予衡水市教科研标兵、衡水市巾帼英雄、获衡水市政府三等功；
曾获衡水市说课比赛一等奖、衡水市课堂教学评比一等奖等多项奖项，曾作为
衡中特聘专家在云南红河州和安徽做关于“高三语文二轮复习备考策略”备考
指导。

郭
春
容

夏
瑞
娥

硕士研究生，中学一级教师，从事高中生物教学和班主任工作5年，教学成

绩出色，首届毕业班高考成绩优异；2017年荣获“呈贡区优秀教师”“高

考明星班主任”等多项荣誉奖项。参与发表论文7篇；曾担任高一年级教

学副主任，集团生物中心生物组长，学科组长等职务，工作中任劳任怨，兢兢

业业，任教期间，多次荣获“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受欢迎教师”“

优秀备课组”等多项荣誉称号，呈贡区生物名师工作室成员，昆明市骨干班

主任优秀学员。

靳
开
彬

硕士研究生，任教以来多次获得“高中教学先进工作者”“河北高考名师”“

最佳人气明星教师”荣誉称号。从事高中物理教学9年，教授高三毕业班5届，

深受学校信任和学生喜爱。所带毕业班，多人考入清华、北大等重点院校。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始终坚持

“立德树人，全面优质，追求卓

越，和谐发展”的办学方针，围

绕“学生向往、家长满意、教师

幸福、社会认可”四个维度的办

学目标，培养具有中国心、世界

眼、现代脑、担当行的新一代民

族英才。

1
2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深入践行“12345”

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这是教育现代化的核心

3
4

落实学生向往、家长满意、教师幸福、社会认可“四个维度”的办学目标

5
优化核心理念、育人理念、教学理念、生存理念、管理理念“五大理念”教育体系

全面加强集团管理层队伍和卓越教师队伍“两支队伍”建设

按照“三个负责任”办学精神，办负责任的学校，当负责任的老师，做负责任的学生

个任务

支队伍

个负责任

个维度

大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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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南到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开展讲座

成人礼活动

军训操前早读 澳大利亚研学

精彩远足

中国著名作家岳南到学校开展讲座

岳南，原名岳玉明，作家。1962
年生于山东诸城，先后毕业于诸城五
中，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美术系文学
创作专业，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
院文艺学研究生班。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代表
作《南渡北归》三部曲。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立德

树人的办学方针，回溯抗战年

代学者的艰苦卓绝，聆听国难

当头大师的风骨典范，西南联

大研究专家、著名作家岳南到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举办主题讲

座。

讲座中，岳南为师生讲解

了多个大师级知识分子的伟大

事迹，他们为了中国的文化传

承事业，为了国家民族大义，

放弃了自己原本美满的生活，

将自己最美的青春贡献给了国

家，为国家服务了一辈子。他

希望同学们将祖国的命运与个

人的理想结合起来，树立远大

理想。并且朝着既定目标勇往

直前，奋勇拼搏，为中华民族

复兴搏击风浪，扬帆起航。

一个根本任务：立德树人
A fundamental task1

”立德树人
在实际教育教学中，云南衡水实验中学

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融入课堂教育、德

育教育、社会实践等各环节，开展的“80华

里远足”“成人礼”等数十项精品德育活动

发挥出积极的示范性和引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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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水教育集团校长考察团赴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清华附中、人大附中、首师大附中、北京十一学校等名校考察学习

长水教育集团2019年暑假青年教师培训班结业合影

长水教育集团2019年教师节合影留念

学校始终重视管理层

团队和教师队伍建设，不

定期举办校长培训班和中

层干部培训班，制定追求

卓越校长领航计划，增强

校长领导力。

通过内培外引、文化

认同、氛围营造、制度保

证等举措，建立起有正确

人生观和价值观、忠诚可

靠、为师为范、德才兼备、

懂战略会战术的中青年校

长队伍和后备队伍。

管理层队伍建设

教师队伍建设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通过面向国内外引进优质人才，落实学历提升计划、青年教师培训计划、成

立教师发展中心，举办西部基础教育论坛和德育论坛，开展“十大优秀教师”“长水名师”等创新

机制和措施，打造出一支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成长为导向、结构合理、激情四射的“四有”卓越

教师（导师）团队。

两支队伍
Two tea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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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负责

学校开展感恩教育活动

成人礼活动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不断拓展教育途径，创新教育方法，引领学生全面发展，真正为学生的未来
发展奠基，对学生的终身成长负责。

对家长负责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搭建家长教育平台，积极拓展家校共育渠道，充分利用课堂、主题班会、团

队活动等开放平台，让家长亲身参与对孩子的共育过程。

“ “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

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努力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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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烈而持久的发展内驱力，不

断创新办学理念和育人方法，进而

为学生成人成才、教师成名成功、

国家繁荣昌盛做出贡献。

办负责任的学校

精彩远足

三个负责任
Three responsibilitie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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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师负责

对社会负责

开展感恩教育活动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关注教师的师德养成，建立健全师德建设激励、惩处、监督和考核等制度；关注教师
专业成长、关爱教师的身心健康、关注教师的心理、提高教师的幸福指数。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在践行长水教育“集团化办学、校区化管理、学区化协同”创新机制的同时，始终致力
于辐射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帮助越来越多的孩子享受到优质教育，将孩子培养成社会的合格人才。

到衡水第一中学交流学习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学生接受央视新闻采访

举办集体婚礼

老师为学生加油呐喊

老师为学生讲解习题

老师辅导学生习题

课堂瞬间

校长陪餐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的
每位教师把职业道德、知
识水平、教学艺术、管理
能力等各个方面的正能量
汇聚一起，形成强大的、
持久的正能“磁场”；做
一名负责任的教师，不断
突破常态，打破定势，勇
于归零，吐故纳新。

当负责任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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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课堂外教课堂

读书学习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化学实验课

“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成人礼

生活：云南衡水实验中学环境优美，学生选修课、社团活动丰富多彩，促进了学生多元化的发展。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
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责任，是学生
成长成才的基础，也是国家对青年学生
的基本要求。

做一名负责任的中学生，要有远大
的理想、高尚的道德德、坚定的信仰。
为了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
习习惯，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对学生学习
和生活进行了一系列的规范，涉及道德
修养、文明礼仪、言谈举止、内务整理等
方方面面，培养学生的责任担当意识，引
导学生实现自律、走向自觉。

做负责任的学生

< 学生向往 >

学习：云南衡水实验中学的“331”高效课堂，是培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塑造学生品质，为学生终
身幸福奠基的课堂。

成长：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办学宗旨，通过形式多样的德育活动，发挥学生个
性特长，给学生终生受益的教育。

四个维度
Four dimension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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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衡水实验中学校园开放日
长水教育集团为青年教师举办集体婚礼

家长查看学生错题本

举办第二届德育论坛

参与：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全面开放家校共育渠道，通过校园开放日展示校园办学特色，让家长全面了解学校教

育教学管理情况。
关怀：云南衡水实验中学通过集体婚

礼、集体生日等方式关心教师，提升教师

的幸福感、归属感。

全面：云南衡水实验中学为教师举办
丰富多彩的活动，使教师的个性和特长得

到充分的展示和尊重。

发展：
请进来讲：邀请省内外专家到校讲学；

走出去学：赴国内外名校交流学习；

坐下来读：读书会、教师专业化培训；

沉下身研：“331”教学法课题研究；

扶上台赛：组织教师说课、赛课评比；

推出去说：参加省市区岗位技能竞赛

质量：长水教育集团不间断实施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程，强化学校质量立校、质量兴校、质量强校，全面实施卓越
绩效使能和全面质量管理，荣获第八届昆明市市长质量奖提名奖；2019年获云南省人民政府质量奖专家评审组好评。

硕果：
2019年，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再次创造“低进高出、高进优出”的优异成绩，全校进入全省前50名3人，成绩分别为722分（全省

第五名）、718分（全省第十名）、725分(含15分加分，裸分全省第三十五名)，全校700分以上4人，进入全省前100名5人；先后

获得国家教育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云南省教育厅、昆明市委、昆明市人民政府等授予的100余项荣誉。

体验：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创新家校共育模式，组织家长参与体验日活动，家长全天跟班体验衡实中学子和教师的

日常教学和学习生活。

< 家长满意 > < 教师幸福>

< 社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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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学校教育的一项重要功能

就是示范和引领，学校应成为

一片道德净土、一个“精神特

区”。在这个圣洁的环境中，

教师用充满爱心和责任感的言

行，潜移默化的感染和影响学

生的精神生活，唤醒学生的生

命感和价值感，进而让其体验

学习之乐趣、成长之幸福、生

命之意义。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的每一天都让人由衷的感动。在这里，无论是和风细化般的渲染，还是大气磅礴的理想锻造，都

以富有感染力与亲和力的形式，直达学生的心灵，给学生终身受益的教育。

素质教育的本质是解放学生，其主阵地在课堂教学。云南衡水实验中学重视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和探索精神，引

导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索、快乐发展。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知识的主人。

首届河北衡水中学云南分校中学校长德育论坛

开展研学活动 参加道德讲堂活动

特色古筝课 特色吉他课堂

“ 核心理念：把学校建成一个精神特区 “ 育人理念：给学生终身受益的教育

“ 教学理念：素质教育更能提高升学率

五大理念
Five principle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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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理念：让学校成为激情燃烧的乐园

“ 管理理念：管理就是沟通、服务和引领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创造一种激情四射的氛围，激活师生的潜能潜质，激发师生的生命活力，提升

师生的生命价值。

管理的在于把蕴含在人内心深处积极因素发掘出来，并且发扬光大，而这就需要及时的沟通、优

质的服务和有效的引领。其中，沟通是基础，服务是关键，引领是根本。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将三者紧

密结合，把人的创造力激发出来，让师生个性飞扬，灵性闪动，人性升华。

01导 以导领学 02思 研读深思  自主学习

04展 激情踊跃  展示所学

06检 检测反馈  内化所学

03议 小组合作 合作交流

05评 点评导学（精讲）

07练
导：以导领学

巩固迁移  学以致用

高效

331高效课堂
331 efficient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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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发展中心
Student development center

拔尖人才培养
Top talent training

立足课改 提质增效
Improv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based on Curriculum Reform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基于核心素养，打造现代新型教育，坚持育人和育才相统一，促进师生教学相长、全面

发展；坚持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构建适应新时代的人才

培养体系；结合多元评价机制，实现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相结合，体现全过程育人、全员育人、全方位育

人的“三全育人”理念。

研学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基于新高考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实行“331”高效教学模式，整个课堂由“导、

思、议、展、评、检、练”构成，教师在课堂上注重科学引导学生、激励欣赏学生、精评精讲知识，学生
在课堂上提升独立思考能力、合作探究能力及思辨展示能力，充分体现学生课堂主体地位，将学习知识、
发展能力、提升素养有机结合。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依据《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的意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
发掘学生特色，培养学生兴趣爱好，坚持把学生兴趣与学科发展，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想结合，培养一批优秀的
基础学科优秀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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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衡水实验中学足球班揭牌仪式

云南省足球协会与长水教育集团联合构建青少年足球发展体系。2019年，云南省足球梯队特色足

球班落户云南衡水实验中学，面向全省16个州市选拔青少年足球优秀苗子，为中国足球培养梯队人才。

2019年12月，“一带一路·七彩云南”国际足球邀请赛，多个国家的足球代表到云南衡水实验
中学与足球班学生交流。

首个“5G+AI智慧教育”落户云南衡水实验中学

“

“5G+AI智慧教育”实验室项目展示

1月9日，云南省首个“5G+AI智慧教育”项目正式落户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学校分步实现5G网络覆
盖，加强智能教育体系建设，发挥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促进个性化教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学
科核心素养的作用。

在“5G+AI智慧教育”实验室中，人脸识别、语言语意理解智能助手、人工智能实时翻译等在线教学
设备，通过物联网传感器、自定义视觉、语音、聊天机器人等多种软硬件工具，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学科核心素养，实现个性化、多样化的人才培养目标。

云南省足球协会足球班
落户云南衡水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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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衡水实验中学西山校区藏族高中班

“藏族高中班”培育大批优秀学生
"Tibetan high school" Cultivate a large number of excellent students

研学

长水教育集团发
挥“集团化办学、校
区化管理、学区化协
同”机制优势，定向
对民族地区扩大优质
教育资源辐射能力，
深化民族团结教育，
扶持少数民族学生，
阻隔贫困代际传递。

云南衡水实验中
学西山校区开办的“
藏族高中班”创新实施
“五个统一”教学方
法并取得优异成绩，
获得了云南省人大和
昆明市委、迪庆藏族
自治州委领导的充分
肯定。

2019年高考，西
山校区35名迪庆学子
成绩喜人,600分以上
8人,一本上线24人,本
科上线达34人。

尊敬的云南衡水实验中学西山学校各位领导、全体教职员工:
时光飞逝,日月如梭,不经意间,2019年高考的身影已淡入历史的漩涡渐行渐远。在这个硕果飘香

的季节里,请允许我们向贵校各位领导和全体教职工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感谢你们对迪庆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感谢你们三年来用爱心点燃希望,用行动播撒阳光,为迪

庆州“昆明市衡水高中班”35名学生的幸福成长付出的不懈努力,撒下的辛勤汗水!
是你们伸出的援手,放飞了35名迪庆学子的梦想；是你们撒下的温情,成就了人性的高尚。你们

的辛勤劳动诠释着人间真情,传递着党和政府的温暖；你们的无私奉献让更多的迪庆学子脸上绽放出
笑容、前途增添了光明。在你们的悉心培养下,35名迪庆学子2019年高考成绩喜人,600分以上8人,
一本上线24人,本科上线达34人。迪庆州教育体育局谨代表在贵校接受培养的所有学生及其家长,再
次向你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教育是文明之火,孩子是祖国未来。你们的帮助,是在点燃圣火,是在成就未来!你们崇高的精神定
会为迪庆教育事业的振兴平添无穷力量!恳请贵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如既往地给予我们支持与帮
助,争取明年高考再续佳绩。

最后,衷心祝愿你们的教育工作蓬勃发展,捷报频传!敬祝你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万事
如意!

此致
敬礼

迪庆藏族自治州教育体育局
2019年8月6日

感谢信

美丽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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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十问
Ten questions in thre

每日
三省十问

反思是一个人，一个单位，一所

学校进步、发展、成功的法宝与必经

之路。列宁曾经说过：“当一个

人，到了自我反思的时候，他将进入

一个伟大的起点。”为了使“反思”

成为我校每位领导干部，每名师生员

工的一种学习、工作习惯，一种生活

方式，学校决定从本学期开始，在全

校师生员工中开展“每日三省十问活

动”。

领导干部：
1.责任范围巡查了没有？
2.问题、隐患发现了没有？
3.师生的需求掌握了没有？
4.与师生员工交流了没有？
5.听课教研参加了没有？
6.学习、反思坚持了没有？
7.问题、难题解决了没有？
8.表率作用起到了没有？
9.工作日志填写了没有？
10.当天的工作完成了没有？

教师：
1.教学目标把准了没有？
2.课堂问题设计了没有？
3.学法教法具体了没有？
4.学生活动重视了没有？
5.重点难点突出了没有？
6.课堂高效收到了没有？
7.作业批改及时了没有？
8.弱科学生帮扶了没有？
9.习题组编精心了没有？
10.教学得失总结了没有？

学生：
1.今天按时作息了没有？
2.跑操要领做到了没有？
3.宿舍内务整好了没有？
4.早读任务完成了没有？
5.课程疑惑解决了没有？
6.增分计划落实了没有？
7.自习考试做到了没有？
8.错题本、积累本利用了没有？
9.当日目标实现了没有？
10.学习得失总结了没有？

班主任部：
1.学生跑操跟班了没有？
2.宿舍秩序查看了没有？
3.课堂状态观察了没有？
4.学生作业上交了没有？
5.班内问题发现了没有？
6.干部作用发挥了没有？
7.学困学生鼓励了没有？
8.问题学生引导了没有？
9.目标措施落实了没有？
10.工作得失总结了没有？

领导干部：
1.我当干部做什么？

2.每天应该怎么做？

3.每天做的怎么样？

教师：
1.我当老师做什么？

2.每天应该怎么做？

3.每天做的怎么样？

班主任：
1.我的带班理念是什么？

2.我要带出怎样的班？

3.今天我带的怎么样？

学生：
1.我来衡实干什么？

2.每天应该怎么做？

3.今天做得怎么样？

三
省

十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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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活动
Moral education activities

校本课程

足球赛

篮球赛 升旗仪式

迎新晚会

“乐动青春”十佳选拔总决赛

十佳体委

远足

成人礼 运动会

百日誓师

校园文化艺术节

武术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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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殿堂（部分）

Hall of honor

培养有中国心  世界眼  现代脑  担当行的新一代

请扫描二维码关注更多详情

建中华名校  育民族英才
Build famous schools and cultivate nation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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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向往 家长满意 教师幸福 社会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