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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培英高级中学

开启“一校两区”腾飞新征程
“祝你六月辉煌，未来海阔天空！
”
“天王盖地虎，考上
985！
”
“2022，高考必胜！2022，培英必胜！
”5 月 23 日早
上，漫步白沙故里，声声励志祝福不绝于耳。
循声走近，红白相间、恢宏大气的江门市培英高级中学
（简称“培英高中”
）献章书院呈现眼前，原来，该校正在勇毅
体育馆内举行高考壮行会。高三学子们个个精神抖擞，斗志

培英高中热点问题权威解答

昂扬，将写满凌云壮志的心愿牌挂上心愿墙。
校园里鸟语花香，一幢幢崭新的楼宇在学子们琅琅书声
的映衬下，越发耀眼。这个夏天，一群满怀梦想的学子将作
为培英高中献章书院的首届毕业生，从这里扬帆起航，去往
心中的理想大学，再度续写培英高中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的
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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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的脚步越来越近，大批初三学子将怀揣梦想，迎来人生的一场重要
考验！培英高中作为众多学子向往的学府，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高考分数
线是多少？献章班有什么特色？校园学习生活如何开展？怎样才能考上培
英高中？……下面，
我们一起来了解吧！
培英高中是一所怎样的学校？
培英高中是江门市直属的公办高级中学，创办于 1994 年，是广东省一级
学校、广东省教学水平评估优秀学校、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先后被
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广东省现代教育技术优秀实验学校、广东
省首批体育特色学校、广东省首批安全文明校园、广东省绿色学校，获得广东
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南粤校园模范基层党组织、广东省巾帼文明岗、广
东省五四红旗团委、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全国第四届和谐校园先进学校、
全国巾帼文明岗、
全国青少年集邮活动示范基地等荣誉。
培英高中近几年的分数线是多少？
各所初中都有统计近几年进入培英高中的人数，你的成绩能否进入培英
高中，可以咨询初中的班主任和老师，他们可根据你初三阶段的平均成绩和
潜力做出一个较为准确的评估和判断。以下提供近三年培英高中中考录取
分数线，
以供参考。
培英高中近三年中考普通类录取分数线
2019 年（现高三级）

2020 年（现高二级） 2021 年（现高一级）

696
新校区的启
用，为培英高中的
发展画上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图为培
英高中新校区全景。
李万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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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两区”
开启腾飞新征程

“龙头”引领
高考实现新突破

“3、2、1，正式启用！”去年 12
月 30 日，培英高中新校区——献
章书院正式启用，新增 500 多个
优质高中学位。自此，一座天桥
飞架，开启了“一校两区”腾飞的
新征程。
踏入新校区的大门口，醒目
的“知疑求真，勤思求精”八字办
学理念马上映入眼帘，明德教学
楼、至诚楼男生宿舍、至善楼女生
宿舍、勇毅体育馆等建筑风格统
一，红白相间，简约大气。校园里
还有可供学生休闲小憩的文化
园，及连接两校区的人行天桥。
值得一提的是，明德教学楼
内特别设置了国学讲坛和国学书
库，浓厚的国学氛围扑面而来。
每个教室均配备先进的多媒体教
学平台，包括希沃 86 英寸一体机
智慧黑板，配套教师备授课平台，
教师可利用平台中丰富的教学资
源进行备课授课。
在吃和住方面，该校也十分
用心。体育馆首层就是为莘莘学
子提供
“舌尖上的美味”
的学生食
堂，可容纳 1500 人，二层是室内
体育场馆。两栋学生宿舍均为
11 层楼，每层楼 12 个房间，可容
纳约 1600 名学生住宿。每间宿
舍配置空调、风扇、冷热水等设备
设施，首层还设有洗衣房。
“新校区的环境令人眼前一
亮，教室和宿舍的环境很好，
设施
很 齐 全 ！”
“饭堂的菜式非常丰
富！”新校区的启用，为培英高中
的发展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广大师生、家长好评如潮。
不仅如此，
培英高中还
“内外
兼修”，有着一支
“硬核”
教师团队
带领学生
“上分”
。该校以中青年
教师为主，有正高级教师、特级教
师、省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市教育
专家、市名教师、市学科带头人及
省市骨干教师 70 多名，有博士学
历教师 1 名、硕士学历学位教师
150 多名，150 多名教师获国家、
省、市级荣誉称号，全国优秀教
师、全国优秀班主任、南粤优秀教
师 10 多名。同时，还建有名师工
作室及国家、省、市和校本课
题，经常开展读书分享、
专题讲座等活动，做到
人人参与课题研究，
极大地促进了教师
的专业成长，不断
提升教学质量。
“我们将把新
校区启用作为契
机 ，以 创 建 省 一 流
高中为目标，大力推
进 素 质 教 育 ，深 化 教
育教学改革，办成侨乡
人民满意的学校。”校长邹治
红说。

培英高中是一所年轻的
学校，办学历程仅 28 年。但，
她年少勇敢，不断大胆改革创
新，教育教学质量逐年攀升，
连续 8 年获得江门市高中阶
段教育质量先进学校一等奖，
已成为许多学生心中的理想
高中。
2020 年秋季，培英高中首
次面向市直和三区招收推荐
生，并面向江门各县（市、区）招
收 优 秀 自 荐 生 ，成 立 献 章 书
院，创办献章班，打造学校的
“龙头”
班级。
这是该校为满足家长和学
生对优质教育日益增长的需
求，在探索“特色教育”之路上
迈出的坚实一步。旨在以“知
疑求真，勤思求精”的办学理
念，吸引更多优秀学生来到献
章班，让他们在优质的教育平
台得到更好发展。
“献章班实行小班教学模
式，配备最强师资队伍，
实行导
师制管理，
向学生推出订单式课
程，提供个性化教学，
促进学生
个性特长的充分发展。
”
邹治红
表示，在强大的导师团队带领
下，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实践，
首
届献章班取得的成绩十分亮眼。
在高一第二学期全市调研
考试中，21 名学生单科成绩进
入 全 市 前 100 名 ，物 理 类 前
2650 名有 83 人，历史类前 700
名有 25 人，均为献章班学生；
物理类年级总分前 102 名中，
献章班学生占了 96 名；历史类
年级总分前 51 名中，献章班学
生占了 43 名。
在
“龙头”
班级的引领带动
下，全体学生也在不断进步，
高
考实现新突破：高考成绩连续
十多年呈上升态势，近 3 年本
科人数均超 1100 人；2021 年
高 考 上 特 控 线 人 数 达 176 人
（未含体艺类考生和新疆生重
点本科人数），比 2020 年高优
线人数增加 19 人，增长幅度达
12.11%。全校上特控线和重
点线人数共计 335 人，比
2021 年 增 加 22 人 ，
跻身江门一流高
中之列，为中国
人 民 大 学 、中
山大学等国内
一流高等院
校输送了优
质生源。
← 学校社团
蓬勃发展 。 图为学
蓬勃发展。
生制作陶艺作品。
生制作陶艺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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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容纳
1500 人 的 学
生 食 堂 ，环 境
舒 适 ，配 套 齐
全。

多元培育
圆体艺生大学梦
呵护每位学生的天性和特
长，助推每位学生发展成才，是
培英人永恒的目标。建校以
来，该校全面坚持推行素质教
育，大力发展体育、音乐、美术
等学科，形成“体艺特色、校园
文化特色、民族特色、心育特
色”四大办学品牌，充分挖掘学
生的潜能，一大批学生凭体艺
特长考入理想学府。
在活动方面，该校每年举
办书香文化节、体育艺术节、迎
春文艺汇演、演讲比赛、新团员
入团仪式、高考百日宣誓、
“给
力高三”高考壮行会、心理健康
教育等多姿多彩的校园文化活
动，为培英学子的成长搭建起
广阔而绚丽的舞台。
不仅如此，学校还有全国
99 佳文学社——江海风文学
社、全国首个“新疆班学生邮
局”
、科技协会、心理协会、白绿
摄影社、辩论社、陶艺社、街舞
社、动漫社等 34 个蓬勃发展的
社团。培英学子们可通过参加
各种社团活动，从中培养兴趣
和才干。
近日，由该校师生创作的
400 多件美育作品亮相“活力
侨都 艺彩纷呈”江门市美育
师生成果展，参展作品类型丰
富，涵盖绘画、工艺、书法、摄
影，充分展现了全体师生的艺
术才华；去年 12 月，培英高中
“侨乡非遗陶艺工作坊”项目
入选广东省第七届中小学生
艺术实践工作坊展演活动，学
生们现场创作的融合江门、新
疆两地文化特色的陶艺作品，
引发群众阵阵赞叹；同月，该
校合纵连横辩论社在 2021 年
江门市市直高中学生辩论赛
中以出色表现勇夺冠军，这是
该辩论社第 5 次在江门市直、
江门全市中学生辩论赛中获
得冠军……
一项项成果，是培英高中
大力推行素质教育，多元培育
学生的优秀成果展现。当中，
还有大批学生在各种活动和
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毕业
生甄柏雄、郭家锐等同学在浓
厚的社团文化熏陶下，先后以
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央戏剧
学院。
多年来，该校体艺类高考
成绩不断攀升，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其中，音乐生阳毓虹以
音乐学类和音乐表演（器乐类）
“双料”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被中
山大学录取；美术生郑宛琳被
中国美术学院录取，罗嘉琪被
中央戏剧学院录取，陈思佚被
中国传媒大学录取，黄廷伟被
四川大学录取、陈高伟被山东
大学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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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
环境优美，
图为标准运
动场。

6
←举行
高考百日宣
誓仪式。

2021 年上特控线和重点线人数：335 人

普通类特控 176
新疆生重点 99
体艺类重点 60

近 3 年上特控线和重点线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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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9

献章班：
642
普通班：
607

2022 年培英高中招生计划如何？
2022 年，培英高中面向市直、蓬江区、江海区招收 22 个班（含内地新疆高
中班、推荐生），面向五邑地区招收自荐生 2 个班，共招收高一新生 1296 人。该
校将继续招收推荐生、
自荐生及体艺术科生。
①推荐生
面向市直学校和蓬江区、江海区学校应届毕业生，各初中学校根据江门
市教育局下发的推荐生方案文件实施。
②自荐生
面向江门各县（市、区）招收学科类自荐生，综合素质突出，成绩优异，体
育良好的 2022 年应届初中毕业生，中考后凭有效成绩证明向该校自荐，实行
限时择优录取。
③体艺术科生
2022 年，培英高中计划招收高一体育、音乐、美术、舞蹈术科考生 130 人。
具体情况详见该校微信公众号。
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20 日
献章书院及献章班有何特色？如何入读？
献章书院以培养“勇于创新、敢于担当、思维活跃、治学严谨”的英才为办
学目标，力争高考本科率 100%，高优率 70%以上（超过市内重点高中平均水
平），为 985、
211、
双一流重点大学输送人才。
献章班实行小班教学模式，配备最强师资队伍，实行导师制管理，提供精
准个性化教学，促进学生特长发展。学校自创办献章班以来，教学成绩大幅
上升，
成绩骄人。
以下几类学生可以入读献章书院：1.中考前经江门市教育局审核通过的
市辖学校和蓬江区、江海区辖学校的推荐生。2.中考成绩达到或超过江门一
中、新会一中、鹤山一中录取分数线的自荐生。3.中考成绩居于该校普通类录
取生前 100 名学生。
体艺特长生报读流程是怎样的？面试要求是什么？
①报名时间及方式：
即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20 日，扫描报名系统二维码进行网上报名，不接受
现场报名。报名时务必如实准确填写报名信息，特长生包含美术、音乐、舞
蹈、
体育类，
只能选择其中一类报名。
②派发准考证：所有考生需按以下时间到该校核验材料，符合要求者方
可领取准考证。
音乐、
舞蹈类：
2022 年 6 月 29 日上午 8:00
美术类：
2022 年 6 月 30 日上午 8:00
体育类：
2022 年 7 月 1 日上午 8:00
③面试时间：2022 年 7 月 2 日（星期六），上午 8：00 前报到，携带中考准考
证、
身份证。具体面试要求详见该校微信公众号。
④录取：中考成绩和专项面试成绩均到达资格线，按照综合素质评分排
序录取。
（综合评分=中考成绩×0.4+术科成绩×8.0×0.6）
学校的收费、学习环境、伙食、住宿、交通怎样？
培英高中是市直公办学校，根据收费许可证标准征收学费，每学期学杂
费为 1400 元。
学校有校本部和献章书院两个相邻的校区，实行全封闭、全寄宿管理。
校内设施齐全，有艺术楼、体育馆、科学楼、电教中心、图书馆，还有标准田径
场、足球场、室内乒乓球馆及 58 个术科类功能室（美术、音乐和舞蹈）。另外，
学校还有 4 个学生饭堂，菜式丰富、南北风味结合，给学生提供多元化的选
择。全部教室、
宿舍、
饭堂均配有空调。
学校建有高标准学生宿舍 491 间，床位近 4000 个，满足全校学生住宿需
求，宿舍有独立的卫生间、洗漱间、阳台，配备太阳能热水供应、空调。实行封
闭管理，由专业教官、校医、生活老师、值班领导 24 小时值守。住宿费每学期
480 元/人。
学校地处市区中心，道路四通八达，有多路公汽直达校门口。城区外同
一区域的家长也可组织包车。
学校的管理如何？
学校管理规范严格，制定了德育管理制度、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安全管理
制度、卫生管理制度等，校纪学风良好，教师善教学生乐学。尤其是学校在实
施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移动通信工具入校措施的同时，免费开放校园内所有
教师办公室的电话给学生使用，全面普及电子班牌通信系统，得到广大家长
和同学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杜绝了在校园内用手机聊天、玩游戏等现象，学
生学习更加专注，
成绩不断提高。

培英高中
微信公众号

2022 年培英高中
体艺术科生招生
报名表

2022 年培英高中献
章班招生（推荐生）
报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