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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从这里出发：

印象·交大附中
在海淀区大钟寺南侧有一所这样的市级示范校，它以优美的校园环境、
和谐的育人氛围、一流的师资队伍、优秀的学生素质和富有人文精神的学校
管理，在社会上 享 有 很 高 的 声 誉 和 教育影响力。 走进校园，就能看到这样
一句话：幸福，从这里开始。
她，就是北方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建一所富有生命动力的幸福学校， 是全体交大附中人一直以来的共同

愿景和追求。 在这所校园里，所有师生共同走过的生命历程中的每一天，都
是在与这句话的相望中开始与结束的， 生命因此充盈着幸福感而更有温度
与厚度。
2017 年 10 月，这所积淀着历届师生执着的教育情怀与智慧、凸显着
海淀教育特色与气质的学校，将迎来她芳华甲子的 60 周年校庆。 值此机会，
让我们走近这所学校，共同感受她的发展历程、不懈追求与开拓精神。

交大附中是怎样一所学校
从历史中走来
交大附中建校于 1957 年，原
名北京铁道学院附属中学。 走到今
天， 交大附中历经了近 60 年的风
雨洗礼， 目前已形成包括北校区、
南校区、东校区、一分校、二分校、
密云分校在内的的“一校六址”的
办学规模，进入集团化办学发展的
新模式，学生人数 6000 多人，教职
工近 800 人，其中，市区级学带、骨
干、特级教师 140 多人。
过去的六十年，交大附中在传
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走出了
一条独具特色的内涵式发展之路。
学校始终坚持守正出新、春风化雨
的教育思路，以和谐育人的成长氛
围、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立体多
元的实践课程，以及教育教学全过
程的学生自主管理、 自我教育、自

觉成长的系统引导，使得交大附中
成为学子心中的魅力校园和成功
摇篮。

从发展中走来
在多年的实践与探索中，学校
逐步形成了“人文、效能、环保、幸
福”的办学特色，不仅在近年的中
高考中屡创佳绩， 更在“科技、艺
术、心理、体育” 特色项目上取得
了突出的成绩。
随着学校办学质量的不断提
升，交大附中的成绩与发展不断得
到社会各界的认可。 同时，在集团
化发展的背景下，交大附中努力把
优质资源辐射到其他几个校区和
分校，追求品质相同，各具特色。 用
名师“输血”， 用跨校大教研“造
血”，用心血、激情和社会责任感凝
聚教育信心，践行教育理想。

从愿景中走来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
怀其源”，学校弘扬“饮水思源，爱
国荣校”的校训精神，秉承“育人为
本，课比天大”的教风传统，致力于
培养“感恩重责、阳光包容、博学笃
行、健康雅趣”的附中学子，努力实
现“学生在成长中体验快乐，教师
在成功中体验幸福” 的办学理念。
如今，“建一所幸福学校”已成为交
大附中人为之向往的共同愿景。 为
此，学校致力于四大幸福教育载体
的建设，即：通过幸福课堂建设，实
现有趣、有参与、有成就的师生生
命互动；通过幸福课程建设，促进
学生多元化、个性化发展；通过幸
福班级建设，营造自主、特色的班
级文化氛围； 通过幸福环境建设，
创建温馨、优美、融洽的育人环境。
校训石

交大附中如何在教育中诠释
“幸福”
选择一所学校就意味着选择
了一种育人方式， 一个成长平台，
一段发展历程。 跟很多学校比起
来，交大附中的任何一个校区占地
面积都不大，但走进校园，人们会
发现空间的利用恰到好处，厚重的
文化墙，灵动的自然景观，给人质
朴而宁静的感觉，这正与交大附中
的人文精神相契合， 可谓方寸之
中，蕴含附中气质。
方寸之中，营造锦绣，也恰恰
是交大附中用心为学生成长、为学
校发展努力追求并坚持实践的。

方寸空间，孕育多元课程
面对新课程与高考改革“立德
树人、学科素养、综合能力、个性发
展”的核心要素，交大附中人持续
思考、积极探索,把“满足学生个性
化发展对多元课程的需求”、“促进
以教为中心的课堂教学转型”以及
“提升适应新课改要求的教师学科
素养”， 作为学校发展中聚焦的三
个关键问题，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反
思，把“学生个性化发展对多元课
程的需求”作为工作重点，开发具
有交大附中特色的“德、心、智、美”
幸福 课 程 体 系 ， 为一批批优秀的
学子提供了成长、成功所需的丰沃
土壤。
在这个体系平台上，学生的成
长始于高一，形于高二，成于高三，
显于课程。
始于高一：学校在高一年级开
设的“引桥课程”，一方面探索初高
中教育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引导
学生建立良好的高中学习思维、学
习方法与自我课程规划。 课程设置
采取“长、短课程”结合方式，“短课
程”是指集中 2－3 天时间，由各学
科教师和心理教育专家进行系统
授课如“破冰课程”。 “长课程”是
指利用一学年时间，每周一课时的
“学道”课程，引导学生探讨学习之
道与为人之道，激发学生的学习动
力和生命动力。
形于高二： 多元课程因需而
生， 通过持续完善的多元课程平
台， 不仅帮助交大附中学子在中、
高考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更

校长和学生在“聊吧”

获得全国冠军的棒球队

得一等奖， 免试
就读北京大学的
张鑫雨同学，得
益于学校为他而
专设的“化学高
端实验室”课程；
再如巩炳辰同
学， 获北京青少
年科技创新市长
奖， 免试进入浙
江大学， 则依托
于学校的智能机
器人课程，等等。
成于高三：
针对毕业年级学
生特点和需求，
学校注重开展专
项式课程， 根据
“德、心 、 智 、 美 ”
四个方向， 开设
“拓 展 型 课 程 ”，
包括高端社团课
程、 校园文化活
动、电影之旅等；
“心 育 课 程 ”， 包
括亮心课程、静
心课程、 减压课
程 等 ；“美 育 课
程 ”， 包 括 阳 光
60’、 艺术社团、
体育社团等；特
别是“个性指导
课程”，其中包含
学绩分析支持、
学科专项指导、
拓展讨论班等。

方寸之地，
凸显校区特色
步步为营
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精神。
正因为如此，2015 年高考，交大附
中结合大学的“领军计划”、“博雅
计划”、“翱翔计划”，以及学科专项
竞赛，有 11 名同学被清华、北大、
复旦、港大等名校录取，在自主招
生中列于全市前茅。 其中翘楚者
如：在全国高中学生化学竞赛中获

在集团化发
展的背景下，交
大附中努力把优质资源辐射到其
他几个校区和分校， 追求品质相
同，各具特色。
交大附中东校区以美术教育
为特色，凭借多年形成的校本美术
课程， 以及教师丰富的教学经验，
有力保障学生们获得扎实的美术
基本功，并培养和激发他们艺术的

创造力，现已成为北京市艺术教育
示范校区；
交大附中一分校和二分校在
教育模式上和南北校区“零距离”
对接，在共享管理经验与教育资源
的基础上， 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同
时努力打造各自的教育特色，如一
分校提出“阳光体育，全员参与；竞
技项目，精英激励”，使得学生在各
项比赛中屡获佳绩，同时以“浸润
式”教育推动师生共同成长；二分
校发挥“技击项目”和“金马民族管
弦乐传统校”特色，以激发学生学
习动力为前提，倡导“体验式学习
观”，真正做到“以生为本”的学校
工作理念。

方寸讲台，彰显加工能力
课堂是学校育人的主要阵地，
是师生心灵相约的正式场所。 交大
附中着力打造幸福课堂，以“参与”
和“共 生 ” 为 出 发 点 ，以“有趣，有
参与，有成就”为幸福课堂建设的
三维标准， 尊重教师的教学自由，
鼓励教师根据学科特点和自身优
势，形成具有自己风格的课堂教学
模式；通过师生互动，促进师生双
方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相互增益，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彼此间
进行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从而达到
共识、共享、共进，实现教学相长与
共同发展。
同时， 毕业指导中心尊重教育
教学和师生发展规律进行科学指
导， 带领全体教师深入研究中高考
改革方向及应对策略。 正是各学科
基于学科本质、 考查方向和学情特
点的专项研究， 使得交大附中近三
年的高考成绩不断攀升、 教育增值
效能持续彰显， 连续三年位列北京
市各学校加工能力前列， 彰显了我
校极强的加工能力。可以说，交大附
中全体教师用他们独到的教育信念
与智慧书写了动人的教育诗篇，成
就了交大附中人的教育梦想。

方寸光阴，奠基未来幸福
爱因斯坦说，教育就是忘掉
学 校所学后剩下的东西。 忘掉
的 知 识，留下的应该是精神、品质
与能力。

交大附中 2015 年毕业生张郑
霖源同学，以中考成绩 527 分考入
我校， 最终取得 704 分的高考成
绩。 他在交大附中的三年学习生
活， 不仅仅收获了骄人的高考成
绩，更切身体会到交大附中秉持的
核心教育理念与价值观。 他感言：
“交大附中的老师在传授知识与学
习方法的同时，也教会了我使用批
判的观点来看待身边的事物；交大
附中的同学们热爱创新，勇于对社
会、政治、民生等问题提出自己的
看法，拥有独立的思想。 我在交大
附中最大的学习收获，即是自由地
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的能力。 无
论何时何地，无论何人何事。 ”他在
给学弟学妹的寄语中谈到：“学校
绝不仅仅是提高学科成绩的地方。
关注你最爱的人和事，钻研你感
兴 趣的领域，无论结果如何，至少
你可以在离开学校时，没有悔恨与
遗憾地开始下一段征程。 ”
在交大附中，学校主张以教师
的品行与能力、 境界与人格去影
响、感染和教育学生，促进学生自
主、全面发展。 在追梦的路上，教师
与学生分担风雨， 分享阳光； 在
历练中，学生学会思考，学会生活，
学会学习。
交大附中的老师们深知：在交
大附中学习的三年或者六年，对于
学生的一生是短暂却是至关重要
的，追求幸福教育，不仅仅是关注
学生当下的幸福，更要为他们未来
事业的成功以及生活的幸福打下
坚实的基础。
总之，交大附中人认为，幸福
是一个心路历程， 是一种能力，是
一个习惯， 更是一种价值追求，面
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他们将与时俱
进，不断创新，营造一个适合所有
学生成长的和谐校园生态，让学生
们在追求幸福、体验幸福的求学之
路上逐步 发现自我、 塑造自我，
成就自我。
“芳华甲子，幸福如斯”，交大
附中 60 周年校庆活动已进入倒计
时！ 如果你是交大附中的校友，
无 论是在校学生还是已经毕业的
各届校友，交大附中喊你回家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