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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自习

畅游“领袖男孩&阳光女孩”的乐园

传承北大精神 共享北附资源

秉承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

学”的优良传统，以博学、审问、慎思、

明辨、笃行为训。 共享北附丰富的文

化积累和名家资源，学校教育理念和

育人模式由北大教育专家参与设计，

融入北大精神；定期邀请北大名师到

校开展讲座，指导教学；组织学生参

加北大校园活动，浸染名校文化。 从

学前到高中， 北大教育贯通全程，实

验先行，品质保证，不负北大之名。

总校直营办学 高品质立校

学校以北大附属实验学校 18 年

办学经验为起点，汇集全国优质教育

资源，由北京总校直营管理，以“立

德树人” 方针为指导，以培养新时代

“领袖男孩 &阳光女孩” 为标准，践

行“本真教育”理念。 学前重心性启

蒙，小学重智力发展，中学重素质培

养，各阶段特色突出又血脉相承。 尊

重学生差异，提供差异化选择，开发

学生潜能，使学生多元发展，用行动

不断推动着差异化教育。

硬件设施完善 校园环境优美

学校采用第二代新型学校的高

标准设计和建设，符合未来教育需求

和趋势，采用综合体布局，注重师生

教育教学各环节体验沟通，更加适合

学生的全面发展。

学校建筑华美大气，校园内绿树

成荫，拥有综合教学楼、学生公寓、教

师公寓、膳食中心、艺体中心及塑胶

灯光足球场,且设施设备完善。 使用

了多媒体授课系统、 图书管理系统、

恒温直饮水系统及先进的校园智能

监控系统、门禁系统、巡更系统，全面

服务于教育教学工作。

专家治校 名师执教

通过近 20 年集团化办学， 拥有

北大知名学者以及业内名家大师组

成的学术顾问团队，为学校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决策支持；汇集了一批热衷

于教育事业、具有理想情怀及丰富教

学管理经验的专家型人才。

学校核心管理和教学团队由北

京总校从全国选派有经验的骨干教

师、中高级、特级教师组成，其余老师

通过全国招聘选拔出优秀的、教学能

力突出的高校毕业生， 经总校培训、

考核合格后上岗，老中青师资结构合

理，拥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和突出

的教学成绩，思想素质高、师德水平

好、专业起点高、教学能力强，教学风

格活泼有趣、 教学方法丰富多彩，已

经形成了一支善教勤教的、有扎实学

识功底的、 有坚定教育理想信念的、

有高尚道德情操的、有浓厚仁爱之心

的师资团队。

立体化精品课程 引领孩子未来

学校课程设置立足国家教委和

贵州省教委统一要求，放眼国际教育

新趋势，打造特色化校本课程。 执行

课程高标准， 严格把关教学质量，让

学生在提升综合素质和各级升学选

拔中占据优势； 语言课程大格局，将

语言和文化相结合， 推广大语文、大

英语，切实提升学生思维品质和语言

能力；特色课程新风尚，根据各阶段

学生需求开设国学、艺术、科技、武术

等特色课程,成就新时期领袖男孩和

阳光女孩。

全方位精细化服务 高质量管理

学校致力于打造学生、 家长、教

师、学校、社会五满意学校。 “双师

制” 记录孩子点滴成长；科学制定每

日营养膳食；统一配置各类学习生活

用品，拎包入学；24 小时热水和暖气

供热让孩子舒心；学校校医、校警、生

活老师 24小时全程呵护。

博雅强基，扬帆未来

为了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并通过引领、示范效应，更大面积促

进薄弱地区教育发展，贵阳北大附属

实验学校联手贵阳铜鼓滩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银河世纪） 出资

2000 万元， 聘请北大专家教授和北

清名师，推出“博雅强基—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计划”（以下简称拔尖人才

培养计划）， 其中 50%名额面向春晖

生，50%名额面向其他品学双优生。

拔尖培养计划对接北京大学博

雅人才培养理念和国家强基计划

（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和培养）的最新

教育改革精神， 通过培养志向远大、

知识面宽、综合素质优异、创新能力

突出的拔尖人才，让更多的贵州孩子

考取北大、 清华等全国顶尖名校，并

带动、 激励贵州困难学子努力拼搏、

刻苦学习，实现“山里的孩子也能上

北大、清华”的梦想。

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目前得到了

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按照高

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中学名校的

标准，聘请了多位北大清华教授和优

秀毕业生担任授课教师，其中包括多

名全省高考第一名、数理竞赛全国金

牌获得者加盟， 为打造全国一流、全

省领先的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贵阳北大附属实验学校

“传承北大精神，回归本

真教育。 ” 这是百年北大，廿

年附校追求的教育理念。

贵阳北大附属实验学校，

琅琅读书声中的莘莘学子，传

道授业解惑的老师，每一天都

在进行人生目标的冲刺。

阳光下， 学校大门上悬挂

的与北京大学同出一辙的校

徽熠熠生辉。 这个 “三人成

众” 的图案， 寓意上面是学

生，下面是老师———老师就是

要甘为人梯；学生站在巨人的

肩膀上，就是要青出于蓝胜于

蓝，蕴含学术之大，责任之大，

精神之大，尽在其中。

2018 年 9 月开学的贵阳

北大附属实验学校，依托北大

优质教育资源，秉承百年北大

教育传统，以“国际化、有特

色” 为办学方向，实施“差异

化发展，多元化成功” 战略，

向中小学延伸北大精神，培养

学生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

蕴和开阔的国际视野，提供适

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个性化

优质教育服务，让贵州、贵阳

的每个孩子都有享有公平优

质的教育权利。

富民，必先强教；兴黔，必先兴教。

多年来，北大青鸟教育集团已为春晖

行动投入近 2亿元， 助力贵州教育精

准扶贫事业，而在贵阳建设北大附属

实验学校的初衷，是不出省就能享受

到北京大学优质的教育资源。

北大青鸟集团（北大附属实验学

校） 在 2010年与共青团贵州省委联

合发起“春晖行动———致公学生培养

计划”大型公益助学活动。 项目覆盖

全省 71 个县区，10 年共招收近 660

人， 在校六年费用全由北大附属实验

学校提供。 多年来， 本科上线率接近

100%，重本上线率均在 80%以上，其中

刘渊、姬学铜、杨华林等近 100名学生

被清华大学、北大、复旦大学等重点高

校录取。

2018 年 6 月 20 日， 致公党中

央、贵州省委统战部、贵州省教育厅、

致公党贵州省委员会、共青团贵州省

委员会、北大青鸟集团、北大贵阳附

属实验学校达成共识，2018 年至

2022 年期间，继续实施“春晖行动”

助学项目，2018 年 9 月起在直接入

读位于清镇市的北大贵阳附属实验

学校，出资 1 亿元，资助 500 名贵州

贫困学子完成初、高中学业，这不仅

让孩子们能够快速融入到学校的学

习生活中，也减少了父母与孩子之间

的思念之苦， 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

康。

为激发孩子们热爱并反哺家乡

的信心与决心， 在承担春晖生学费、

生活费等所有费用的同时，增加一笔

资金，以引导他们了解贵州的历史文

化、山川风貌等。例如，组织孩子们到

遵义会议会址进行教育参观学习，实

施“结对子” ，感受“一粥一饭，当思

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

艰！ ”

教育脱贫 筑梦远航

接轨北大 助黔发展

北京大学和贵阳的渊源，可

追溯到 1896年。

家住贵阳王家巷（现在的勇

烈路）的李端棻，是北京大学首

倡者。

1896 年， 正值光绪二十二

年， 李端棻第一个向朝廷疏请

设立京师大学堂，这个大学堂，

就是北京大学前身。 李端棻意

欲何为？ 遍查他的履历，历任山

西、 广东、 山东等省乡试主考

官、 全国会试副总裁、 云南学

政、监察御史、刑部左侍郎、仓

场总督、礼部尚书等职，教育兴

邦，在他心中打下烙印，后人称

他为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100 多年后，北大附属实验

学校在清镇建校， 颇有回报桑

梓之地的寓意。

探究贵阳北大附属实验学

校，它隶属于 2001 年创办北大

附属实验学校， 且由北京总校

直营管理。 总校坐落于北京市

丰台区，是北京大学、北京市教

委批准成立的集学前、小学、初

中、 高中为一体的寄宿制综合

性学校， 主要依托北京大学强

大的综合教育资源与社会影响

力，在国家有关部委、各级政府

和社会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

下， 集纳数百位著名教育专家

的丰富教学经验、 灵活的教学

模式， 为社会需求提供优质的

教育服务。

近 20 年来，北大附属实验

学校陆续在全国创办了天津、

广东、广西、四川、浙江、河南、

河北等 60 多所北大附属实验

学校，集中分布于华北、东北、

华南及西南地区， 形成了强大

的集团办学规模，累计培养 400

多万学子。

2018 年 9 月,�贵阳北大附

属实验学校成立,�由北大教育

投资有限公司和贵阳铜鼓滩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银河

世纪） 联合创办， 是一所集团

化、多元化、智慧化、多样化、国

际化的寄宿制民办学校， 学校

已投资 4 亿元人民币， 占地面

积 300 多亩，校舍建筑面积 9.1

万平方米，办学规模为 80 个教

学班，可容纳学生 3200人。

学校办学两年， 成绩斐然，

今年首届高三在省、市模拟考试

中重本率均超 80%� 。

溯其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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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的小朋友

让每个孩子享有

公平优质的教育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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