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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名校，泸州一中。癸卯建校，名昭泸州

学堂；群贤毓秀，弦歌百代文心。桴鼓时代大

潮，际会历史风云。五四运动，热血贲张；泸顺

起义，学子请缨。犹忆玉阶厚德，暖如春风化

雨；代英授业，志在中华振兴。春晓学社，少年

风华正茂；清明植树，忠山蔚然成林。大水河

畔，琅琅书声盈耳：瓦窑坝上，巍巍黉宫簇新。

贞下起元，方山雪霁；学府奂然，万象更

新。四校整合曰一中，省属重点巴蜀名。名师荟

萃，绛帐授经；人才辈出，发唱惊梃。几多文士

写华章，几多精英天下闻。更喜改革开放大潮

涌，泸外学校又一春。出机杼，树规模，强强联

合，四中加盟；求新知，开风气，杏坛葳蕤，气

象峥嵘。办学理念，自成特色；价值追求，勇于

创新。学生至上，奠基终身幸福；有教无类，何

分上智下愚。质量立校，赫然培桃育李；庄严承

诺，回归教育精神。我为人民办教育，我为人民

铸学魂。看今日之一中，春风骀荡，百花争艳，

樟林新绿，桃李缤纷。教师方阵，步履铿锵，荟

萃天下英才：学子万千，意气风发，燃烧青春激

情。奖杯灿然，彰显办学业绩：口碑载道，誉满

江阳古城。

大江云水大江潮涌，凤凰山麓凤凰奇。老树

新花，映照三泸；泸州一中，生命长青。含弘先

辈遗泽，开拓一代新风。母校之恩，永志难忘；

操觚为赋，惟祝惟颂！

泸州一中赋

铁荪亭

白李亭

汇川楼

弘责苑

问泉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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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问道求索，百年老校守正创新。

泸州一中始建于1903年，迄今已有118年办学

历史，传承深远，积淀深厚。追寻百年办学历史

中所形成的“责任”文化体系内涵，学校确立了

“践行责任教育，奠基卓越人生”的办学理念，

明确了“办负责任的卓越学校”的办学愿景，定

位了“培养文礼兼修、身心俱健的中国少年”的

育人目标。近年来学校办学品位和办学内涵进一

步提升，已成为全市发展速度最快的学校之一。

学校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校园、全国生态文明教育

特色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国家

教育部国防教育特色学校、四川省阳光体育示范

校、四川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单位等

20项省级以上集体荣誉称号。

百年名校·责任教育

全国文明校园

四川省U11—女子组第二名

全国生态文明教育特色学校

全国职工书屋

四川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第二名

四川省家庭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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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林新绿掩映朗朗书声，百花争艳荟萃天下

英才。

学校是首批“四川省园林绿化单位”，校园

绿地面积 31762.21 平方米，体育场馆面积

27737.73平方米，教学区、办公区、生活区、运

动区区分明确。

学校有标准教室112间（其中专用音乐教室

3间，舞蹈教室2间，美术教室3间），均配备交互

式一体机、空调、“班班通”光纤接入口等，实

现了校园无线网络全覆盖,教学点实现宽带网络接

入和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为学生创设了舒适的

学习场所。

学校有理化生实验教室14间，计算机网络教

室5间，电子阅览室1间，标准录课教室2间。艺体

综合楼、标准田径运动场、综合体育馆、室外羽

毛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心理咨询中心、学科

教室、创客空间、高配置图书馆等一应俱全，为

学生打造了丰富的课余生活场所。

学校公寓配有空调、淋浴、卫生间、衣柜、

公用电话等，为学生营造了温馨的休息环境；自

动取款机、刷卡超市、标准化食堂、门禁系统

等，为学生的日常生活带来便利。

硬件设施·川南一流

阅览室

舞蹈室 音乐室 美术室

创客空间 学科研究中心 食堂



办负责任的卓越学校 04

名师引领·扬帆启航

杨小波

正高级教师，四川省特级教师，四川省名师，四

川省骨干教师，泸州市学术技术带头人，泸州市名

师。担任省级名师工作坊“杨小波名师工作坊”坊

主。泸州市职称评审委员会专家库成员、四川省教师

校长培训专家库成员、四川省实验技术人员高级职称

评审委员会评委专家库成员、四川省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命题质量评估专家库成员、西南大学远程辅导教

师、成都师范学院教育实践专家库成员、泸州市初中

物理学科专家库成员。参与主研的教育科研课题有8个

课题获省市级一二等奖，参与编写出版教育教学用书

9本，多次参与市内外有关大型命题，多次参与四川省

教育厅和泸州市教育局组织的名师送教活动，担任过

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教师技能大赛专家评委，指导中

青年教师参加国家省市教师技能大赛获奖20多人次，

培养指导的中青年教师已有多位老师成长为泸州市知

名教师。

朱玉长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四川省特级教师，四川省高

级职称评审专家库成员，泸州市中语会学术部主任，

泸州市首届优秀青年骨干教师、优秀教师、优秀党

员、教育工作先进个人、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两

学一做”党员示范岗。曾参与省级科研课题结题并获

奖，有近二十篇经验论文在省市刊物发表或获奖。从

教以来，秉承“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笃行之”教育理念严格要求自己，教学效果好。曾受

国侨办指派，到泰国清迈府崇华新生学校任教并参与

指导泰北华校教研，期满考核优秀。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金牌名师团队是学校创造业绩的最有力保

证。学校有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高级教师共

134人，一级教师169人；省特级教师后备人选

7人，全国优秀教师3人，省优秀教师11人；泸州

市名师15人，泸州市学科带头人25人；省、市级

骨干教师44人，市级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

39人。

学校积极打造“四型八能”教师团队，关注

问题主导、探究性学习，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和关

键能力。2021年，教师赛课捷报频传：我校教师

参加学科优质课比赛，荣获省级奖项5项，市级

19项。其中，罗健老师参加四川省中学语文研讨

观摩活动获省一等奖；先春梅老师参加四川省

“课堂教学大比武”活动获省一等奖；教学科研

蔚然成风：教师论文发表（获奖）省级12项，市

级50项，成功申报省市级课题8项，获省市级科研

成果奖7项，其中“新高考背景下普通高中‘四型

八能’教师团队建设策略研究”荣获省三等奖，

“核心素养取向的高中物理创新实验教学实践研

究”荣获市一等奖。名师工程卓有成效：章彰、

文红、黄青春、杜春燕等人分别获得“四川省教

书育人名师”“泸州市新时代最美教师”“酒城

英才名师之星”等荣誉称号；青蓝工程培育新

秀：培养一批博约相济、虚实交融的人民教师，

是我校办负责任的卓越学校的基石。学校通过

“青蓝工程”“名师工程”项目的实施，使得教

师专业发展稳步提升，在各级教学技能竞技中屡

传佳绩。2021年，我校教师参加教师技能比赛荣

获市级奖项65项，其中，参加泸州市教师学科素

养测试获奖44人，特等奖7人，一等奖19人，获

奖人数和获奖质量均位居全市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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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彰

高级教师，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四川省教

书育人名师，泸州市酒城英才·名师之星，泸州市委

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曾任雅安市宝兴县教育局副局

长（援建）。泸州市“敬业奉献先锋”、市“文明友

善”最美教师、市优秀教师，市优秀班主任、优秀志

愿者，多次在优质课、展示课、公开课中获得一等

奖，是全市教师核心素养统一测试一等奖获得者，有

10余篇教育科研和随笔文章公开发表，6次接受《华西

都市报》等媒体宣传报道。所带班级多次获得市区级

优秀，被四川省教育厅表彰为“四川省先进班集

体”。受泸州市委党校、泸州市教体局等单位邀请，

在各级培训活动中作专题讲座。

郑天洪

高级教师，四川省级骨干教师，泸州市级骨干教

师，担任泸州市物理教学中心组成员。自工作以来，

所教学生多人在全国物理竞赛中获得省一、二、三等

奖，所教学生张熠在高考中取得泸州市第二名的优异

成绩。在27年的教学工作中，先后担任备课组长、教

研组长、指导教师多年，曾指导青年教师胡伟和张敏

分别获得泸州市青年教学大赛一等奖和四川省少数民

族教师高中物理教学比赛一等奖。参与泸州市高中物

理教研活动。在工作之余，积极参加学校的教育科研

活动，2018年独立主研课题《在实验中让高中物理教

学从“知识传递”转向“知识建构”的实践研究》顺

利通过验收，2021年作为主研人员参与的《核心素养

取向的高中物理创新实验教学实践研究》市级课题获

市一等奖。

王  珊

高中数学教师，四川省优秀教师，市级优秀教

师，市级优秀班主任。曾担任年级教学主任和班主任

工作。工作中认真负责，积极探索并推进教学改革，

教学成绩突出。2020年毕业的学生向俊华，高考数学

144分，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所带班级曾多次被评为市

级优秀班集体，她常这样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教

师，我不是太阳，不能照亮整个世界，我只有星星的

微光，但我将努力给他们希望。他们，就是我的学

生，我的孩子！”

马中林

高级教师，高2019级年级主任，第五党支部支部

书记。四川省骨干教师，泸州市首届中小学学科带头

人，市级骨干教师；泸州市师德标兵，泸州市优秀班

主任，市教体局表彰的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在数学科教学工作中，始终坚持培养学生数学素

养为出发点，重视学生数学思想方法的学习，善于利

用现代教学手段展示知识的形成过程，激发学生学习

热情，教学成绩好。

积极参加教学科研活动，课题《几何画板在高中

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研究》获市级教学科研立项。

在省级骨干教师培训班上作了《数学研究性教学对

话》专题讲座，在中国（西部）新高考数学教学研讨

与培训会上，作了《利用几何画板，巧解高考题》的

讲座。多次参与泸州市教科所考试命题和《聚集课

堂》修编工作。

多次担任泸州市教师资格考试，直属学校教师招

考面试考官。第五支部创建为泸州市“共产党员示范

团队”，泸州市教体局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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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载道·誉满酒城

奖杯灿然彰显业绩，口碑载道誉满酒城。

近年来，泸州一中办学业绩熠熠生辉、璀璨

夺目，卓越的成果为一中学子铺就了锦绣前程。

2021年中考，学校再次被评为“泸州市初中

素质教育优秀学校”。近几年中考，均进入全市

公办初中学校前五名，连续多年被评为“泸州市

初中素质教育优秀学校”。

2021年高考，学校各项指标再创历史新高，

本科上线率达68.9%，重本超额完成预测数，获得

“泸州市普通高中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一等奖”。

在近十年的高考中，不断诠释“高进优出，

优生更优”的经典传奇。中考成绩达本市第一批

次录取学校分数线上的学生，高考全部上重本或

者本科，成活率100%。中考成绩在本市第一批次

录取学校分数线下30分以内的学生，高考本科成

活率达到85%以上。学校应届本科上线率在同类

学校中名列前茅。

泸州一中高中生源质量年年攀升2019年初中优秀学校

2020年高中质量综合评价一等奖2020年初中优秀学校

2021年高中质量综合评价一等奖2021年初中优秀学校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近年学校高中录取分数线

300分

400分

500分

600分

700分

465分

542分
522分

523分

580分

2021年

540分



唐茂舜

我校初2018级学生，中考654分升入一中高中

部。2021年高考以超过重本线81分的优异成绩被中

山大学录取（985学校）。

在高中部三年的学习，她成绩稳定在年级前

列。其中高二上学期以618分位列泸州市39名，经

过一学期的拼博进取，在高二下学期以637分列泸

州市第20名。高三一诊以585分位列泸州市第62

名，二诊599分列泸州市第77名，数学以132分列

泸州市第28名。

在生活中，她积极参与班级事务和年级活动。

担任班级的语文课代表，学习委员等职务。在

2019年参加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测评，并荣获全国

二等奖。正如她所说：“我的一中，也是我的家。

她让我明白，一个人的爱可以宽阔如大海，广袤如

森林，无垠如天空。老师爱自己的孩子，也像爱自

己的孩子一样爱他们的学生。我的成长被爱包围，

我也将以爱拥抱这个世界。前行路上有你相伴，真

好！一中，我爱你”。

刘云

我校初2018级学生，中考648分升入一中高中

部。2021年高考以超过重本线53分的优异成绩被陆

军军事交通学院录取（全川仅一名）。

在校期间成绩优秀，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

秀学生干部。

2021年高考部分特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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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洁

我校初2018级学生，中考679分升入一中高中

部。2021年高考以超过重本线69分的优异成绩被北

京理工大学录取（985学校）。

她学习成绩优异。高二上学期以609分位列泸

州市76名。经过一学期的不懈努力，在高二下学期

以628分考进泸州市第31名。以592分名列全市

35名，其中数学学科以138分列全市24名，在泸州

市二次诊断性考试中以602分列泸州市66名，历史

单科87分列泸州市第4名。

她身为年级学生会主席，带领团队为年级服

务，多次获学校、年级优秀学生会干部，学生会特

殊贡献奖，泸州市优秀共青团员，并参加泸州市团

委组织的成都研学旅行。获泸州市“屈原魂诗词大

赛”一等奖，学校辩论赛最佳辩手。全国中学生英

语能力竞赛全国二等奖。

她说：“老师们的谆谆教诲让我的成绩得到了

提高 ，更让我懂得了如何做人，将‘自强不息，追

求卓越’的校训融入血脉”。

易森

我校初2018级学生，中考595分升入一中高中

部。2021年高考以超过重本线61分的优异成绩被陆

军装甲兵学院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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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育，鲜活灵动。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综

合能力，常年为学生提供展示自己的平台：定期

开展科技节、艺术节、读书节等校园“六节”活

动，其中《粽香诗韵，情溢一中》活动高分入选

泸州市首届十佳品牌活动。指导音乐社、街舞

社、韩语社等17个社团定期开展活动，促学生多

元成才：足球社获得全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

丙组亚军，四川省少儿足球精英联赛总决赛U11女

子组亚军，连续四年摘得泸州市青少年足球赛桂

冠；机器人社团5人次获得全省第一，并入围第五

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

赛萌芽板块国赛；诗词社在泸州市“屈原魂”传

统诗词创作大赛中先后有71人次获奖，学校被主

办方指定为该赛事永久承办基地学校。

学校以课程为引领，形成“责任教育”生态

课程体系，通过课程浸润，孩子变得活泼灵秀、

意志顽强；变得体魄健康、勇于创新；变得文礼

兼修，明理爱国。

五育融合·多元育人

泸州市青少年足球精英联赛高中女子第一名泸州市青少年足球精英联赛初中女子第一名

泸州市青少年足球联赛女子乙组第一名初中女子组第一名

卢亚楠、梁静茹、曾文越三位同学于2020年入选中国足协U13女子足球精英训练营参加集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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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晓诗社课程 民乐社课程

舞蹈社艺术课程 书画社团课程

机器人社团创新课程 足球社团体育课程

社团课程展演活动油纸伞制作课程



办负责任的卓越学校 10

自
强

不
息

  
追

求
卓

越



泸州一中

招生咨询热线：0830-3173500

地址：泸州市江阳区前进下路52号

微信公众号：泸州一中

官网：http://www.lzdyzx.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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