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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大附中星耀学校小学部
（云大附一小）

招生计划：
8 个班
学校特色：学校创办于 2007 年，是云
南大学开办的第一所附属小学，为民办性
质。2020 年 9 月即将整体搬迁至新址办
学，新校园宽敞漂亮，设施完备，为孩子的
成长提供绝佳的环境。学校 2013 年被美
国权威机构评为中国大陆地区五百强小学
（全省仅 5 所）。秉承云大附中星耀学校
“质量、特色、品位、服务”
的办学理念，学校
着力培养学生
“德、智、体、美、劳”
五位一体
的综合素养，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发展及健
康人格的塑造。学校高度重视教学质量，

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成绩优异，历次市、区
级统一质量监测稳居官渡区第一、昆明市
前列。云大附中星耀学校是一所 12 年制
的学校，小学、初中、高中的办学质量均列
省、市前茅。小学部依托本校初中、高中的
高水平教师团队积极推进课程改革，将小
学、初中和高中课程进行科学整合、融会贯
通。打破各学段课程局限，致力于学生 12
年一贯制的持续发展。
学费标准：
20000 元/学年
学校地址：昆明市官渡区星耀路与古
滇大道交叉口

云大附属会展学校
招生计划：2020 年秋季学期计划招收
小学一年级新生 240 名。
学校特色：学校位于昆明滇池会展中
心西侧，占地 54 亩，总投资 2.3 亿元。学校
追求精品办学，全力打造书香校园和完美
教室，以学生学习、生活、运动、观景需要
融于一体建设学校。校内分区规划设计
了教学区、运动区、文体区，校园环境优
美，文化氛围浓郁，为每一位会展学子提
供最佳成长平台。学校完备实用的教学
实践教室，教学区可容纳小学、初中共计
60 个教学班，教室均配置有电子白板，现
拥有计算机教室 2 间、多功能报告厅 1 间，
科 学 实 验 室 2 间 、理 、化 、生 实 验 室 各 1

间。一流的基础设备和完善的学习教室，
为孩子们提供了最舒适的学习区。学校
具备齐全的教学辅助教室，除了充足的常
规教室外，学校还按照学科教学需要配齐
充足的专用教室，建有各学科特色活动
室，拥有多个科学实验室、书法教室、舞蹈
教室、古筝琴房、合唱教室、团学活动室、
美术绘画室等。学校不仅教学辅助教室
优良，校园景观也十分优美。完善的特色
教室足以满足丰富多彩的活动安排和校
园生活，使孩子们
“诗意”
地学习。
学费标准：
18000 元/生/年
学校地址：昆明市官渡区滇池会展中
心西侧海田路

昆明长城中学
新城校区小学部
学校特色：长城中学新城校区将于
小学教育。小学部骨干教师由五华区
2020 年秋季正式开学，占地 102.3 亩， 教体局从五华区示范性小学中选调，汇
分设中学部和小学部，办学规模为 72 个
聚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名师团队。学
教学班。至此，长城中学形成红鑫校区
校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育
和新城校区“一校两址”的办学格局。 自主发展的学生，成就专业发展的教
按照昆明八中“品牌引领、彰显特色、整
师，营造和谐发展的校园”的办学理念，
合资源、整体推进”的办学思路，长城新 “ 高 段 引 领 ，低 段 支 撑 ”
“十二年一盘
城校区将与红鑫校区同样纳入一体化
棋”，让学子从小学一年级即驶入通向
管理，资源全面共享。长城中学新城校
一流学府的快车道。
区为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实施全日制中
学校地址：
昆明市五华区西北新城

云大附中西林分校
招生计划：
小学一年级4个班，
共184人。
学校特色：2018 年 8 月由西南林业
大学与云大附中联合创办的云大附中西
林分校属于九年一贯制学校，分小学部
和初中部。学校师资力量均来自云大附
中一二一校区，教育教学纳入云大附中
一二一校区一体化管理。秉承云大附中
“读好书，交好友，行远路，做大事”的校
训，
学校融入教育教学新理念，
建立
“劳动
创造美”
的家校合作评价体系，
开展丰富
多彩的艺术活动，
富有趣味的体育锻炼，
以及特有的体悟式教学，
激发学生内在动
力，
培养学生
“强健的体魄、
艺术的气质和
学习的能力”
。在短短时间形成积极健康
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赢得家长认可，
形

成良好的社会口碑。以美育人的校园环
境，
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
积极主动，
快乐
充实的校园生活。学校在开足开齐国家
规定的课程基础上，
开设了综合实践活动
课和选学课。有葫芦丝、
小提琴、
萨克斯、
非洲鼓、
舞蹈、
话剧社、
美术、
手工、
书法等
艺术类课程；
跆拳道、
球类、
体育游戏等体
育类课程；
科学、少儿编程、思维导图、脱
口秀、创意拼图、英语 show 等学习力提
升课程。这些项目式学习让学生在实践
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中成长。
在云大附中西林分校，
每个孩子都能成为
自己独一无二的
“冠军”
。
学 校 地 址 ：昆 明 市 盘 龙 区 白 龙 路
413 号（人与自然公交站后面）

海青学校：以超前的理念领跑昆滇民办教育
“守正创新、启迪未来、全球视野、中国情怀”，昆明海青学校创办以来便一直贯彻这一办学理念。短短五年来，学校突出的办学成绩便使其站到了
全省基础教育领域改革的最前沿。基于科学先进的教育理念以及独特的文化特色，海青各项测评成绩在全省民办教育学校中同样名列前茅。

外教、小班制，教学中的两张王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学亦如
此。海青学校现有专职外教 5 人，所有外
教均持有 TESOL 证书并有教学经验。外
教会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制定或调整学
习方案，最大程度上保证孩子的学习效
果。每周不低于 10 学时的会英文浸入式
系统学习，让每个孩子都会有足够的机会
大胆发言、
大声说话、
大段表述。
为了能确保专业外教团队能充分关
注到每一位孩子，学校一直采取纯小班精
英教育模式，即每班学生不超过 30 人。
师生比 1:6 以下，全部课程采用探究、启
发式教学。既注重学生独立与创新思维
的培养，又兼顾孩子团队协作能力的提
升。同时，针对每个学生的学情实施分层
教学、走班教学，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充分
发掘自身潜能并学有所长。

课程国际化、生活化，
全新学习体验
学校致力于“将世界带入课堂，将课
堂融入生活”，给每个学生带来全新的学
习体验。通过“培根、养干、添枝”的全人
格、全能课程体系与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
完全融合，帮助学生立足自身文化，实现
自我认同，同时通过跨学科的探究与课
内、课外多种学习方式与途径，加强学生
的国际视野，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培根”
是指夯实、丰富、拓展、整合各
学科课程，为学生全面奠定知识和能力基
础；
“养干”
是指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

程，滋养家国人文情怀，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 添枝”是指融合中西文化课
程，开展好中外辅修、选修课程和社团，社
会实践活动，充分满足学生个性成长、全
面发展的需要。
“海青全能课程”以培养学生的人文
素养、科学素养、身心素养、艺术素养和实
践素养为基础，打破学科与学科之间、课
内与课外之间，校内与校外之间壁垒，将
课程分为语言与人文、数学与科学、体育
与健康、艺术与审美、技能与实践五大学
习领域，每个领域又包含“基础性”和“拓
展性”
两大课程，通过科学、完整的课程体
系构建了“以生为本、中西合璧、全能发
展、自然成长”
的
“生命成长共同体”
！

丰富的特色课程完善培养体系
学校在关注学业的同时，也强调学生

在体艺、特长方面的培养。学校经过选拔
成立了中英文合唱团、戏剧社、英语角、法
语俱乐部、泰语俱乐部、创客空间、书画社
等专业社团。另外，学生还可以根据兴趣
爱好选修围棋、摄影、陶艺、足球、篮球编
程，动漫、影视编程共近 40 项各具特色的
课程、丰富的校园生活。
结合重要节日和学校安排，根据学生
的年龄特点，有的放矢地组织开展各项活
动，如读书节、科技节、国际文化艺术节、
迎新嘉年华、狂欢万圣节、感恩节等，所有
学生均能在活动中合作交流，发挥才干，
增长知识，丰富体验，展现自我，收获快乐
和成长！

仅要有广博的知识、创新的才干、全球化
的视野和情怀，还必须拥有传统的美德、
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鼓励学生勇于创新
和彰显个性的同时，学校对学生的行为规
范有着严格的培养和要求，真正做到“在
常规中培育优雅，于平凡中孕育智慧”的
育人目标。
通过学校的精雕细琢，学生不仅在基
础课程、外语课程上学有所成，在文艺、体
育上亦有一技之长。流利的英语、自信的
表达、顺畅的沟通、卓越的团队协作能力
和优良的行为举止可以让孩子的未来具
有更加广阔的选择空间。无论是国内升
学还是出国留学，学生都可以轻松应对。
初中毕业生还可以为今后出国留学
做准备，我校初中成熟的双语教育课程在
帮助学生打好基础教育优势的同时，也让
孩子们感受国际探究和理解课程的兴趣
魅力，更有英语、法语、泰语等多语言跨文
化教育环境，为孩子出国留学提供多样化
的升学通道途径。
联系电话：
0871-66011508 0871-68106688
学校地址：昆明市西山区望江路一号
（官南大道与日新路交叉口西南 200 米）

严谨的管理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学校始终关注学生综合素质和个人
修养的培养。为此，海青学校要求学生不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