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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扬教育改革风帆 彰显卓同大家风范
——卓同教育 2017年十大新闻集锦

卓同教育以“卓越发展，和而
不同”为价值追求，勇担“做精致
教育，办伟大学校”的时代重任，
凝聚创意做教育，挥舞彩笔写华
章。尊师重教铸师魂，培桃育李
献爱心；融合多元文化，开拓师生
视野；点燃青春激情，放飞人生梦
想；陶冶学子情操，培养个性特
长；锻造综合能力，奠基终身发
展；收获幸福人生，成就事业辉
煌。

青春律动，圆梦卓同。 2017
年即将过去，让我们一起走进卓
同教育，去领略卓同教育的智慧
之光，在梦想与追求中华丽闪现；
去感受卓同师生奔放的人生豪
情，在激情与拼搏中精彩绽放。

春寒料峭，喜讯频传。 2016—2017
年度“中国高中教育 50 强”颁奖盛典和

论坛活动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教育主管部门领导、高中优秀校长代

表、媒体人等上千名代表参加了此次盛

典。作为引领四川基础教育杰出代表

的安居育才中学与人大附中、北京四

中、重庆市巴蜀中学校、华东师大二附

中、天津南开中学、河北衡水中学等名

校一起荣获“中国高中教育前 50 强”称

号，并被中国教育发展联盟会吸纳为会

员单位。

在十一年的办学历程中，卓同教育

全面打造学校核心竞争力，着力构建卓

雅德育、智慧教学、自主成长、精致管

理、贴心服务等五大育人支柱，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卓同教育模式。已将 33 名

学子送入清华北大；连续五年蝉联遂宁

市理科第一名，近五年四次荣获遂宁市

文科第一名；每年 1000 多名学子升入全

国名牌大学，缔造了“低入口高出口”的

教育奇迹，不断刷新遂宁高考纪录，比

肩 成 都 、绵 阳 ，成 为 四 川 优 质 教 育 典

范。卓同教育旗下的两所学校先后获

得“遂宁名校”“中国最具创新力榜样学

校”“清华大学生源中学”等荣誉。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卓同教育师

生迎来了她的又一个节日——班主任

节。在班主任节启动仪式上，许安富总

校长做了以《赢在团队，胜在执行》为题

的专题讲座，给教职工们奉上了一场精

神盛宴。

历时三个月的班主任节，紧紧围绕

“推进博雅班级建设，促进班主任专业

发展、构建博雅德育特色体系”三大目

标，贯彻学校“德育是灵魂，质量是生

命，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育人理念，

将学校德育活动序列化、课程化、活动

化、精品化，在活动中育人，在课程中成

长，从而培养出有灵魂高贵、思想独立、

品格坚毅、责任担当的的国际精英。

通过“我心中最美班主任”评比、博

雅主题班会比赛、班主任论文大赛、“我

的教育故事”演讲比赛、综合才艺展示，

对活动中涌现的大批优秀年级班主任

团队、十佳博雅班级，班主任展评优秀

团队进行了隆重表彰。

荣耀来归
安居育才荣获“中国高中教育 50强”称号1 幸福导师

卓同教育举行第二届
班主任节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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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时节，落英缤纷。卓同教育集团两校区高

2016 级 1150 名同学举行了主题为“用脚步丈量梦想，

让青春释放激情”的“青春励志行”远足拉练活动。高

一年级全体师生从安居育才中学徒步前往遂宁卓同国

际学校，全程近 80 华里。学校领导、高一全体教师、安

全保卫组、纪律督查组、医疗保障组、宣传报道组、后勤

保障及交通联络组与同学们一起远足，体验“千里之

行，始于足下”的艰辛，感受家乡建设新成就。

用脚步丈量梦想，让青春释放激情。一直以来，学

校都坚持以活动为导向，在活动中渗透德育，坚持每年

举办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这样的活动，历练学生

的意志品质，培养学生攻坚克难的毅力，吃苦耐劳的精

神，去体验面对困难不放弃，坚持不懈战胜困难的过

程，培养同学之间团结互助、礼让谦恭的品德，进一步

增强班集体凝聚力，增进师生感情。每次远足拉练，都

将成为一束灿烂、绯红的火光，照亮同学们以后的人生

旅程！

励志远足
卓同教育举行“青春励

志行”远足拉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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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花飘香，绿荫如海。美丽的卓同国际学校迎来

了全国各省市百余所知名中学的 1000 余名优秀教育工

作者，孙学策、程红兵、刘裕权、魏书生等教育大咖齐

聚卓同，开展“影响中国·2017 全国著名教师巡讲报告

会暨全国品牌学校遂宁卓同教育集团‘精致教育’精彩

展示活动”。

报告会上，全国名校长程红兵先生作了《创建有文

化含量的智慧课堂》的主题报告，全国模范教师于洁女

士作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主题报告，全国著名

班主任郑英女士作了《教育，要追慕美好》的主题报

告，教育部原基础教育司德育处处长，全国著名德育专

家孙学策先生作了《我是这样做教师的》的主题报告，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书院院长作了《今天可以

这样做教师》的主题报告。专家报告高屋建瓴，学术研

讨见解精辟。

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专家、著名校长还走进卓同

国际学校的智慧课堂，体验卓同教育模式；欣赏精彩文

艺展示，领略卓同师生风采；参与主题班会课，感受卓

雅德育的无穷魅力。卓同教育致力于“精致教育”的探

索和打造，赢得了与会专家、学者、校长们高度赞扬。

影响中国
全国著名教师巡讲
报告会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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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灼荷花，馨香四溢。学校师生以火热的情怀，热

情欢迎 2017“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海外华裔青少年来

到卓同校园，120 余名来自美国、西班牙、葡萄牙、加拿

大等 6 国的海外华裔青少年与卓同学子一起观看了卓

同国际“卓越精英”夏令营闭营式，并体验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夏令营活动。体验活动中，海外华裔青少年走

进了遂宁卓同国际学校课堂，与卓同学子共话友谊，切

身感受卓同国际学校的校园文化和精品课程。

刚送走华裔学子寻根之旅，又迎来了美国教育专

家团，客人们来到学校中美国际班，并与班上学子们进

行了亲切互动。卓同国际的同学们与美国教育考察团

的客人们展开了亲切友好的交流，畅谈了关于自己的

学业、爱好、向往的大学、理想的职业等话题，整个教室

充满了活跃而愉快的氛围。

卓同教育坚持走国际化发展道路，常年开展国内

外游学活动，开拓师生的视野，让多元文化在这里融

合。学校先后接待了德国学生交流团、韩国教育考察

团，同时也选派师生到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国游学。

国际交流
国外专家、华裔学子
走进卓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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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流火，捷报频传。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广东省惠

州市举行的第 22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精英邀请赛总决赛

上，卓同教育的14名学子作为四川省的一支优秀代表队参

加本次总决赛，并夺得大赛铜牌。这是迄今为止，遂宁学

子在“华杯赛”决赛中夺得的最好成绩。

由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和教育部主办的第四届全

国学生军事训练营，也紧接着在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

区圆满落幕。由安居育才中学高中部郭航、苏航、唐

钰、曾欢、何思宇、余美林等六名同学组成的全省唯一

一支中学代表队代表四川省参赛，一举夺得中学组团

体全国一等奖！还分别在捕俘拳、电磁频谱管控、识

图用图等三个单项夺得全国一等奖。这是全国学生军

事训练营四届比赛以来四川队取得的最好成绩。

在随后的全国学科奥林匹克竞赛中，卓同学子不

负众望，高中竞赛部学子斩获 7 个全国一等奖，30 个全

国二等奖。同时，安居育才中学校还承办了 2017 年全

国少年 U16 垒球锦标赛暨全国垒球青少年训练营。

赛场争锋
卓同学子在全国各类
大型比赛斩获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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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阳似火，炽热情怀。为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打造

卓同教育铁军，8 月中旬，卓同教育举行了为期 6 天的

教师暑期封闭培训，卓同教育近 800 名教师来到卓同

校区开展了愉快的学习旅程。

本次培训先后开展了“团队拓展培训”“ 执行力培

训”“ 幸福教师六项修炼”“ 数字化考核”“ 领导力培

训”等系列培训活动。本次培训中，各团队积极展开

活动，圆满地完成了预期目标，加强了卓同教育精英

团队建设。在闭幕式上，两校区小初高共六支教师团

队分别做了精彩的团队展示。许安富总校长指出：

“只要我们自己不动摇，我们自己内部有凝聚力、执行

力，任何外部力量都不能动摇我们的根基。”

加强团队建设，锻造卓同教育铁军是卓同教育“三

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卓同教育人有着强大的凝聚

力，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和教育梦，卓同教育拥有一支来

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强大团队。奋发图强的卓同教育人

将在“做精致教育，办伟大学校”的道路上卓越远行。

教育铁军
卓同教育举行 2017年暑期教师封闭培训9

暑期教师团队素质拓展培训

第三届卓同论坛开幕式

踏雪寻梅，秋收冬藏。 11 月 22 日-12 月 24 日，四

川省第三届“高考改革卓同论坛”在卓同国际学校举

行。来自北京、上海、浙江、河北、江苏、安徽等地的专

家学者，与全省各地近百所知名中学的校长、教师代

表 3000 多人参加盛会。

本次论坛专家名师云集，既有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

材专家，也有各级教育研究院的学者，更有大批长期战

斗在高三教学一线、功勋卓著的名校名师。论坛学科全

面、内容丰富，既有专家对 2017年高考全国卷的权威解

读，也有学者对 2018年全国卷命题趋势的分析预测，更

有名优教师对高三复习备考的策略分享和课堂示范。

与卓同论坛交替进行的还有卓同教育为期三个月

的第六届教研节，本届教研节以“升级高效课堂教学模

式，推动智慧教学全面建模”为主题，开展了“专家引领”

“课堂诊断”“全员竞技”“学部亮剑”“学术沙龙”等系列

活动，通过培训、研讨、打磨、竞技层层历练，最终选出 39
支团队进入终极对决——“卓同教育智慧教学展评暨课

堂教学风采大赛”，评出优秀团队和个人，并予以表彰。

五月石榴，艳红如火。“名家带我读经典”，中央电

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走进遂宁卓同国际学校

“百家讲坛”。此次盛会也是卓同教育集团“百家讲

坛”之二十四讲。在活动现场，敬一丹老师与广大师

生分享了自己阅读经典的经历和感悟，引领大家感受

经典名著带来的力量和幸福。

卓同教育集团“百家讲坛”共规划了十大课程，分

别涉及青少年卓越口才，文学创作与诗意人生，青少

年礼仪讲座，情商与未来竞争力，知名企业家谈创业，

国学大讲堂，中医与养生，时政论坛，高考制度改革与

卓同的准备，走进中外著名大学。

在校外广泛聘请商界、政界、艺术界、教育界、医学

界的知名人士，到学校给学生开讲座。其中当代著名

教育改革家魏书生，百家讲坛主讲李山教授，著名军

旅男高音歌唱家敖长生，著名钢琴演奏家谢明，新东

方创始人俞敏洪，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等一大批全国

知名的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企业家受邀到学校开

展名人百家大讲堂。

丹桂飘香，硕果盈枝。8 月 3 日的学术大厅人头攒

动、喜庆洋洋，卓同教育第十一届“拔尖人才奖”颁奖

典礼在安居育才中学学术厅隆重举行。颁奖仪式对夺

得全市文理科状元学子和升入北大、清华等名校学子

进行奖励。本次“拔尖人才奖”颁奖典礼共奖励高考

优秀学子近百万元。

2017 年卓同教育高考续写传奇，李昕雨同学夺得

全市文科第一名，唐丹同学夺得全市理科第一名，至

此，卓同教育连续五年蝉联遂宁市理科第一名，近五

年有四次荣获遂宁市文科第一名；2017 年 1200 余名学

子参加高考，1118 人升入本科院校，628 名同学升入重

点大学，其中五名学子被北大清华录取。全市文理科

前十名、前二十名、前五十名取得压倒性优势。

卓同教育办学十一年来，凭借优异的办学业绩，已跻

身全省基础教育第一方阵。缔造了“低入口高出口”的教

育奇迹，不断刷新遂宁高考记录，比肩成都、绵阳，成为四

川优质教育典范。已有 33 名学子升入清华北大；每年

1000多名学子升入全国名牌大学，卓同教育让所有高三学

子都实现了自己的名校梦想，走上了成功的人生道路。

百家讲坛
名家与卓同教育师生
亲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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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夺魁
卓同教育举行第十一届
“拔尖人才奖”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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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论坛
四川省第三届“高考
改革卓同论坛”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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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中 50 强

班主任风采大赛

高一远足拉练

敬一丹来该校讲学

影响中国·全国著名教师巡讲报告会

海外华裔在该校演出

第四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获得中学组团体全国一等奖

高考奖学金发放仪式

卓同教育坚守“创造最适合学生终身发展的教育，

培育迈向未来的国际精英”的教育信仰，乐做学生知

识的传递者，道德的引导者，思想的启迪者，心灵世界

的开拓者，理想信念的塑造者。

十一载栉风沐雨，十一载春华秋实，卓同教育已经

成为遂宁教育旗舰。百舸争流，千帆竞发，当每一个

卓同教育人的力量汇集成一条大江时，卓同教育的发

展必将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本版文图 全媒体记者 林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