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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未央区大唐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经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全日

制、封闭式中、高考补习学校，学校经过多年发展，现已成为拥有三个独立校

区的名牌补习学校。学校先后被省、市区教育局、媒体评为先进单位、最具成

长力的补习学校和十大教育品牌机构等荣誉称号。学校现有教职工 200 余

人，其中专职教师 107人，省、市、区“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是

构成大唐教师队伍的核心和中坚力量，这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是大唐立校、兴

校之所在。

创平台 圆升学梦想
创造一个帮助升学失利的学子

们能够圆升学梦想的平台，是大唐创
建者在创办之初就定下的发展路
线。从2005年至今13年，大唐不断
做好平台服务，先后迎接几万名莘莘
学子的到来，几万名学生通过在大唐
的生活与学习，顺利迈入高等教育的
序列，或进入自己心仪的学校。

一年的时光或许不是很长，沉浸
在茫茫学海中的学子们，在书声中，
在大唐这个平台的上升中，逐步完善
自己的学业，提高考试的技巧，最终
实现自己的圆梦之旅。大唐人不是
造梦，大唐人用自己的敬业与执着，
用心去帮助每一个进入这个平台的
学子，与困难较量，与刻苦为伴，与考
试为伍，与奋强为师，以学习为乐，以
进步为娱，在大唐这个平台，收获着
属于自己的收获。最终，让学子们用
闪耀的录取通知来回报自己的付出，
回报父母的寄托，回报社会的期待。
在大唐的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圆自己的升学梦。

守严行 锻造新生活
如果说学习的最大敌人是谁，那

就是懒散的生活习惯。现代生活中
的物质丰腴与网络覆盖，容易让人处

于松散状态。科技的发达给与人类
生活的便利，却懒散了我们的思想，
影响了我们目标的实现。大唐在多
年的管理中深深感受到这份懒散如
猛虎般阻拦着学子们前进的道路。
因此，对于学习，大唐对每一个学生
都严格要求。每天要完成的学习量，
每周要完成的练习量，每月要完成
的课业量，都有明确的要求。甚至
每一份作业、每一页笔记，从老师布
置到学生完成，再到老师批改，再到
班主任检查，务必做到书写规范、格
式规范、内容规范。知识是严谨的，
因此，学生在学习与掌握时，也要严
谨。并且，通过规范化的练习，严格
的检查，确保每一个学生把应学的
知识，都能做到一定的掌握，以确保
在面对考试时，无论遇到什么样的
题型，都能有备无患。并且，严格的
学习过程，也是帮助学生拥有严谨
的思维，减少将来在考场上可能出
现的纰漏，能最大化的取得分数，发
挥出自己最大的水平来。

大唐在办学中不仅学习抓的
严，还对学生的生活要求也从“严”
着手。仅在学习上严格是不够的，
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也
很难坚持保持严格。因此，大唐运
用学生住校的特点，对除学习之外
的生活点滴也有严格要求。被子叠

放摆放位置，宿舍卫生要求，按点起
床，按点吃饭……准军事化的生活
要求，让学生每一天都能有一个规
律化的时间表。从点点滴滴中，不
断去改变原有懒散的生活，从规律
中提高自己的精气神，树立起健康
的生活。

“严”是对学生的，更是对自身
的！大唐在要求学生时讲严格，对教
职员工更是严格。每一个班主任是
一个班的带领者，因此大唐对班主任
的要求就是严格，方方面面都要做好
学生的表率工作。班主任的一言一
行，着装生活等，不搞任何特殊化，与
学生同吃同住同生活。任课教师着
装得体大方，学生有问就要必答，每
天的作业亲自批改，笔记定期检查，
试卷批改公平公允。

正是大唐坚持从上到下，从师到
生都“严”，随着办学时间的增加，在
广大学生与家长中得到了良好的口
碑。家长们通常说的最多的一点就
是，自从孩子来了大唐，整个人都变
了，长大了！

重实质 关爱用行动
大唐在关爱学生上，从不走形

式。补习学校不只是学习，既然叫做
学校，自然要体现出教书育人并重的
特点。大唐在严格要求师生的同时，

对学生的关爱与素质培育都会落到
实际行动上。从2012年开始，学校
将心理辅导作为常规课程纳入到教
学计划中，定期给学生进行心理健康
教育与辅导的进班课程，并且在紧张
的办学场地中，专门开辟了学生恳谈
室，并设立了学生心灵关护信箱，聘
请专业的心理咨询老师，帮助学生面
对困难，度过心理虚弱期。通过以上
举措，来确保学生在高压力的学习生
活中，能有良好的心灵关怀。

同时，春有诗歌会，夏有绘画赛，
秋有趣味赛，冬有拔河赛……一年四
季月月有活动，适度的文娱调剂着枯
燥的学习生活，用积极正向的方式，
帮助学生宣泄心中的压抑，释放自己
的青春，提高学习的专注度。让学校
处处充满人文气息，让学生在大唐的
生活，多姿多彩。在严格管理与要求
中，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学生感受
到人文关怀。

时间已跨入2018年，改革开放
40周年之际，从经济到教育，我们都在
面对变革。西安市未央区大唐教育培
训学校也一样在变，变得更符合家长
与学生的需要，变得更符合社会的需
要，变得更符合新时代教育的需要。
在未来，大唐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
好学子们的守护者，做好圆梦的助力
者，做好新时代教育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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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独自进山摔伤

200余人57小时营救

救援人员抬被困男子下山

9月9日，一男子独自从朱雀国家森林公园进山，竟徒步闯入“无人区”，在拿望
远镜瞭望远景时，不慎从乱石堆跌落，造成全身多处摔伤骨折。受伤被困乱石堆的
男子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公安鄠邑分局涝峪森林派出所民警迅速集结景
区工作人员、消防、当地向导、救援队等200余人陆续抵达现场，一场长达57小时的生
命营救就此展开。

9月10日上午10点46分，公安鄠
邑分局涝峪森林派出所接分局110指
挥中心警令称，一名游客在朱雀国家
森林公园冰晶顶附近迷失方向后受
伤，寻求帮助。接警后，派出所第一时
间联系各方救援力量，并与景区联合
成立救援指挥部，全面开展营救行动。

男子被困区域没有手机信号，他
只能单向拨打报警电话，民警却不能
直接与男子进行联系，通过多方协助，
民警才获得他被困的位置。“他身上带
着指南针等设备，定位后将坐标报告
后，救援指挥部通过经纬度锁定对方
的位置，研究地形图，并与救援队伍商
量、制订救援方案。”

当天中午，鄠邑救援队和长安应
急救援队及当地向导、朱雀国家森林
公园工作人员共100余人，兵分三路同
时向冰晶顶进发紧急搜救。由于男子
被困地点处于景区外“无人区”，救援
难度增加，大家只能连夜搜索。

11日上午，民安、中安、雷霆、先
锋、鄠邑救援、鄠邑消防等救援力量又
先后加入参与搜救。宁陕县公安局广
货街派出所也派出20人的搜救队伍，
从秦岭南梁加入搜救行动。至此，搜
救队伍已达200余人。当天下午3点
30分许，好消息传来，最初沿大西沟上
山的救援队伍，在冰晶顶以南第三道
梁的山顶处发现了伤者。

由于从高处跌落，伤者身
体多处骨折，加上长时间饥
饿缺水，伤者还出现了休克。
考虑到从此处到山下单程需
要行走 10余个小时，而且道
路极为艰险，伤者伤势严重不
能移动，距离伤者最近的鄠邑

消防中队官兵立即进行增援，
由消防队医护人员对伤者进
行前期救助治疗。期间，救援
指挥部联系了救援直升机，但
因天气原因，只能靠人力抬伤
者下山。

等第一梯队人员到达时，

已是 12日早上 6时许。此时，
伤者身体多处骨折，呕吐不止。
12日上午9时许，伤者生命体征
平稳下来，但因其腿部和肋骨
骨折，身体虚弱，无法行走，医护
人员就用担架及木棍对其进行
固定后，开始转移。

12日晚7时许，伤者终于被
安全转移出山，并直接被120急
救车送往医院。约半个小时
后，民警、医护人员等也安全下
山。至此，所有营救人员全部
安全撤离，一场持续57个小时、
200余人参与的生命接力，终于
结束。

民警告诉记者，伤者郭某
今年28岁，河北人。9月9日上

午，郭某通过买门票进入朱雀
国家森林公园后，一直爬到人
迹罕至的冰晶顶。据郭某称，
出事时，他正拿着望远镜站在
一处石头上看远处的风景，向
前挪动时，不小心从2米多高处
坠下。受伤后，郭某拨打110报
警，并根据随身携带的辨别方
位的器材，告诉民警自己所处
的位置，一场紧张的搜救行动

就此展开。
昨天傍晚记者了解到，参

与救援的辅警李航因长时间爬
山，过量运动，导致身体肌酸激
酶增高，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郭某因长时间饥饿寒冷等原
因，导致横纹肌溶解综合征，随
时有生命危险，目前正在陕西
省人民医院 ICU重症监护室治
疗。 文/图本报记者葛兰

男子闯入“无人区”200余人大搜救A

B 男子全身多处受伤医护人员现场救治

历时57个小时受伤男子获救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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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来确保学生在高压力的学习生
活中，能有良好的心灵关怀。

同时，春有诗歌会，夏有绘画赛，
秋有趣味赛，冬有拔河赛……一年四
季月月有活动，适度的文娱调剂着枯
燥的学习生活，用积极正向的方式，
帮助学生宣泄心中的压抑，释放自己
的青春，提高学习的专注度。让学校
处处充满人文气息，让学生在大唐的
生活，多姿多彩。在严格管理与要求
中，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学生感受
到人文关怀。

时间已跨入2018年，改革开放
40周年之际，从经济到教育，我们都在
面对变革。西安市未央区大唐教育培
训学校也一样在变，变得更符合家长
与学生的需要，变得更符合社会的需
要，变得更符合新时代教育的需要。
在未来，大唐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
好学子们的守护者，做好圆梦的助力
者，做好新时代教育的先行者。

石大校区

拓展训练

2018高考规划报告会

升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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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独自进山摔伤

200余人57小时营救

救援人员抬被困男子下山

9月9日，一男子独自从朱雀国家森林公园进山，竟徒步闯入“无人区”，在拿望
远镜瞭望远景时，不慎从乱石堆跌落，造成全身多处摔伤骨折。受伤被困乱石堆的
男子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公安鄠邑分局涝峪森林派出所民警迅速集结景
区工作人员、消防、当地向导、救援队等200余人陆续抵达现场，一场长达57小时的生
命营救就此展开。

9月10日上午10点46分，公安鄠
邑分局涝峪森林派出所接分局110指
挥中心警令称，一名游客在朱雀国家
森林公园冰晶顶附近迷失方向后受
伤，寻求帮助。接警后，派出所第一时
间联系各方救援力量，并与景区联合
成立救援指挥部，全面开展营救行动。

男子被困区域没有手机信号，他
只能单向拨打报警电话，民警却不能
直接与男子进行联系，通过多方协助，
民警才获得他被困的位置。“他身上带
着指南针等设备，定位后将坐标报告
后，救援指挥部通过经纬度锁定对方
的位置，研究地形图，并与救援队伍商
量、制订救援方案。”

当天中午，鄠邑救援队和长安应
急救援队及当地向导、朱雀国家森林
公园工作人员共100余人，兵分三路同
时向冰晶顶进发紧急搜救。由于男子
被困地点处于景区外“无人区”，救援
难度增加，大家只能连夜搜索。

11日上午，民安、中安、雷霆、先
锋、鄠邑救援、鄠邑消防等救援力量又
先后加入参与搜救。宁陕县公安局广
货街派出所也派出20人的搜救队伍，
从秦岭南梁加入搜救行动。至此，搜
救队伍已达200余人。当天下午3点
30分许，好消息传来，最初沿大西沟上
山的救援队伍，在冰晶顶以南第三道
梁的山顶处发现了伤者。

由于从高处跌落，伤者身
体多处骨折，加上长时间饥
饿缺水，伤者还出现了休克。
考虑到从此处到山下单程需
要行走 10余个小时，而且道
路极为艰险，伤者伤势严重不
能移动，距离伤者最近的鄠邑

消防中队官兵立即进行增援，
由消防队医护人员对伤者进
行前期救助治疗。期间，救援
指挥部联系了救援直升机，但
因天气原因，只能靠人力抬伤
者下山。

等第一梯队人员到达时，

已是 12日早上 6时许。此时，
伤者身体多处骨折，呕吐不止。
12日上午9时许，伤者生命体征
平稳下来，但因其腿部和肋骨
骨折，身体虚弱，无法行走，医护
人员就用担架及木棍对其进行
固定后，开始转移。

12日晚7时许，伤者终于被
安全转移出山，并直接被120急
救车送往医院。约半个小时
后，民警、医护人员等也安全下
山。至此，所有营救人员全部
安全撤离，一场持续57个小时、
200余人参与的生命接力，终于
结束。

民警告诉记者，伤者郭某
今年28岁，河北人。9月9日上

午，郭某通过买门票进入朱雀
国家森林公园后，一直爬到人
迹罕至的冰晶顶。据郭某称，
出事时，他正拿着望远镜站在
一处石头上看远处的风景，向
前挪动时，不小心从2米多高处
坠下。受伤后，郭某拨打110报
警，并根据随身携带的辨别方
位的器材，告诉民警自己所处
的位置，一场紧张的搜救行动

就此展开。
昨天傍晚记者了解到，参

与救援的辅警李航因长时间爬
山，过量运动，导致身体肌酸激
酶增高，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郭某因长时间饥饿寒冷等原
因，导致横纹肌溶解综合征，随
时有生命危险，目前正在陕西
省人民医院 ICU重症监护室治
疗。 文/图本报记者葛兰

男子闯入“无人区”200余人大搜救A

B 男子全身多处受伤医护人员现场救治

历时57个小时受伤男子获救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