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型活动载誉归 卓同品牌美名扬
12 月 16 日，被誉为“中国中学最高荣誉”

的第八届“全国百强中学”发布，卓同教育旗

下的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获评“全国百强

中学”荣誉称号。据悉，四川省仅有四所学

校获此殊荣，他们是成都七中、绵阳东辰国

际 学 校 、南 充 高 中 和 遂 宁 市 安 居 育 才 中 学

校，同时安居育才也是遂宁唯一成功上榜的

学校！《中国百强中学》评选是国内最早和权

威针对国内最具声望中学的全国性评选活

动，每年举办一次，邀请了衡水中学、人大附

中等全国最具声望的 1000 所中学参加评选，

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张天保、教育部基础教育

司原司长王文湛等领导亲自为获奖学校颁发

奖牌。卓同教育作为新起之秀，近年来以卓越

的高考业绩，特色鲜明的办学模式，赢得了社

会广大认可。

2018 年，卓同教育还收获了“四川省艺术

教育特色学校”“四川省校园足球示范学校”

“省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体育与艺术

工作先进集体”“德育工作先进集体”“教学质

量先进集体”“宣传工作先进集体”“科技工作

先进集体”“安全卫生工作先进集体”“内保工

作先进集体”等二十余项省市区荣誉称号。

新的一年孕育新的希望，新的历程承载

新的梦想。十二载栉风沐雨，十二载春华秋

实。变迁的是历史，传承的是文化，提升的是

品质，打造的是品牌！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精

彩 2018，憧憬 2019。
卓同教育将以新的一年为契机，进一步梳

理办学思路，整合办学资源，全力推进优质化、

特色化、集团化、国际化的办学目标，用激情点

燃教育梦想，以实干续写锦绣华章！

高考亮剑战巅峰 省市状元双丰收
逐鹿群雄，决战巅峰。 6 月 24 日，万众瞩

目的 2018 年高考成绩揭晓，卓同教育取得了

历史性突破，周川同学以 718 分，勇夺四川省

理科状元，填补了遂宁建市以来高考省状元的

空白，将遂宁教育推向了新的高度！至此，卓

同教育已连续六年夺得遂宁市理科状元，四次

夺得遂宁市文科状元。除此以外，今年 600 分

以上优生 250 人，650 分以上特优生 38 人；垄断

了遂宁教育高端。一本上线 644 人，本科上线

1230 人，一本率、重点率均以绝对优势稳居全

市第一。卓同校区首届高中毕业生参考，重点

率高达 98.12%，670 分以上特优生多达 7 人，惊

艳全川！罗皓等数十名学子获得北大、上海交

大、复旦等一流名校自主招生加分，周川、罗

皓、杨宇翔、伍银等四名同学被北大清华录取，

彰显了卓同教育丰硕的育人成果。

8 月 3 日，卓同教育第十一届“拔尖人才

奖”颁奖典礼在卓同大厅隆重举行。会上，卓

同教育集团共发放卓同奖学金百万余元，其中

全省理科状元周川获得 20 万元奖学金，全市

理科第二名杨宇翔同学获得 10 万元奖学金，

清北学子罗皓、伍银各获得 5 万元奖学金。

卓同教育办学十二年来，凭借优异的办学

业绩，已跻身全省基础教育第一方阵。目前已

有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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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研竞技练内功 团队风采展雄风
9 月——12 月，历时三个月的卓同教育第

七届教研节顺利开展。教研节通过“学术研

讨”“一日一研”“课堂竞技”“命题大赛”“课堂

风采展示大比武”等活动，全面提升两校区教

育教学质量。尤其在两校区小、初、高学部间

的学科团队教研和课堂风采展示大比武环节，

学校邀请了段增勇、幸世强、陈文存、宋怀彬、

马红艳、何兴明、卢志、陈静宜、张白峡、王洪、

黄鑫、杨宇、刘刚、魏占林、曹慧敏、李小平、马

峻、张勤燕等二十余位省、市知名学科专家现

场指导，为老师们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让全体

教师受益匪浅。

本届教研节以务实求真、研究问题为准

绳，以智慧教学、高效课堂为抓手，以校本教

研、高端发展为方向，提高了教学教研质量，贯

通了学科学段衔接，加强了各学科校区间、学

部间交流。全体教师以竞技为平台，打磨团队

研究能力；化展示为培训，提升课堂教学水

平。在课前精细研究、课堂高效教学、课后习

题命制等方面得到了巨大提升。卓同教育人

将以此为起点，进一步强化学科建设，以学科

特色提高卓同教育的品牌影响力。

高端会议搭平台 学术交流共提升
5 月 18 日上午，中国教育学会体育与卫生

分会十四城市中小学体育教学改革研讨会在

遂宁卓同国际学校隆重开幕。来自武汉、株

洲、长沙、洛阳、柳州、宜昌、乌鲁木齐、天津、

北京、上海、成都、沈阳、昆明等全国 25 个城市

的专家及体育教师代表 600 余人参加了此次

盛会。此次研讨会历时 3 天，来自全国各地的

知名体育名师为大家呈现了 40 余堂独具特色

的室内、室外体育示范课。

5 月 27 日，全国民办中小学“学校管理与

整体化改革”高端峰会在卓同国际学校隆重举

行。此次活动共有来自全国各地数十所民办

学校的近百位代表参与，会议围绕“突破发展

瓶颈，走向专业管理，打造品牌名校”这一主

题，展开了为期两天半的学术探讨，成果颇丰。

高端学术会议，为卓同教师搭建学习与提

升的平台，卓同教育正以傲然的身姿，向社会

展示着教育的成功！

国际交流显魅力 海外联谊促发展
10 月 23 日，捷克共和国社会与事务大学

校长 Zuzana Machova、外事主管 Jaroslav Macho⁃
vsky 一行 7 人莅临遂宁卓同国际学校参观交

流。考察团走进了国际部教室，与学子进行了

亲切交流，他们被学子们青春洋溢的精神面貌

感染，还连连夸赞我校学子流利的英语表达。

随后，双方在中学部一楼会议室就教育合作、

出国留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卓同教育一直坚持以培育迈向未来的国

际精英为办学目标，先后开设了中美国际班、

中韩国际班。学校每年定期组织学生远赴美

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参加国际冬令

营、夏令营。近年来，先后有来自德国、美国、加

拿大、韩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 10多个国家

的教育考察团、知名专家莅临学校交流访问……

这些无不彰显着卓同教育的国际化魅力！

阳光体育健体格 精品艺术靓全川
1 月 5 日，四川省教育厅艺术教育特色学

校评审专家组，通过多种形式对遂宁卓同国

际学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考核。最终学

校成功创建“四川省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5
月 3 日，卓同教育第十届学生田径运动会暨

卓同国际学校国际运动会隆重召开。开幕式

上，歌舞、团体操、啦啦操等节目为在场观众

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由卓同学子分别代表

的五大洲各个国家的运动健儿们通过不同的

表现形式尽情展示着自己所代表国家的地域

文化与特色。11 月 20 日，卓同教育遂宁市安

居育才中学校第十一届学生田径暨历史文化

运动会开幕式胜利召开。三个篇章的文艺汇

演再现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长征精神和新

时代的新生命。16 个班级展示了昭君出塞、

开元盛世、戚继光抗倭、郑成功收复台湾等中

华传统文化精髓。

2018 年，学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艺体活

动：送春联下乡活动；万人书写大赛；出彩卓

同人才艺大赛；“三八”妇女节文艺展演；学生

趣味运动会；球类运动会等，极大地丰富了师

生课余生活！

特色德育铸能力 丰富活动锻身心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3 月，卓同教育两

校区小初高分别举行了户外拉练活动。两

校区高 2017 级 1000 余名师生进行“青春励

志行”远足拉练活动，从育才校区徒步到卓

同校区，全程约 80 华里。全体师生沐浴着

春风，满怀豪情，喊着响亮的口号，向目的

地前进。经过 9 个小时的艰难跋涉，最终全

部胜利到达遂宁卓同国际学校，受到全体

师生的热烈欢迎。初中部学子举行了“寻

找春天 激情远足”活动，他们与大自然零

距离亲近，感受着春天的美好。小学部学

子开展了“寻找春天”远足拉练活动，联盟

河畔，有着他们欢声笑语，黄娥故里，记载

着孩子们成长足迹。

特色德育，陶冶着卓同学子身心：4 月，小

学部的“红领巾飘起来”爱国主义教育活动；5
月，初中部的“五四青年节”活动、英语文化

节；6 月，儿童节文艺汇演；7 月，特色夏令营

活动；9 月，生存能力训练；10 月，新生军训；

11 月安全卫士教育、还有风筝节、音乐节、书

画节……周周有特色，月月有主题，让卓同学

子学习不再枯燥！

尊师重教知感恩 师生情谊满校园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在这个草长莺飞

的美好季节，卓同教育师生迎来了她的又一

个节日——班主任节。历时三个月的班主任

节，紧紧围绕“立德树人 卓雅塑魂”的主题，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班级德育活动，增进了师

生情谊。5 月 15 日，集团在卓同大厅隆重举

行了卓同教育集团第三届班主任节团队风采

展示活动，两校区六支班主任团队相继上台，

通过专业知识抢答、师生同台传递真爱、班主

任演讲等活动，向社会展示着卓同班主任的

独特魅力。

金秋九月，情满校园，两校区分别举行了

盛大的开学暨尊师典礼。典礼上，老师们用自

己独特的方式，欢迎着新学期的孩子们，让他们

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师生同台，共同写下新学期

美好心愿；拉响开学铃，象征着新征程的号角已

然吹响；走过入学门，学子们气势满满；书籍馈

赠，表达着集团领导对学子们的殷切希望。与

此同时，全体卓同教育学子，用深深的鞠躬、感

人肺腑的宣言，表达着对恩师的感谢。

成人典礼明使命 激情宣誓逐梦想
2 月 11 日，卓同教育高 2018 届 1000 余名

学子在由育才中学小学、初中、高一、高二学

弟学妹们组成的助威团的欢呼声中，激情昂

扬地走过十八岁成人门。 1000 余颗年轻的

心 ,相聚在此时，由他们身边的父母为他们亲

手加上冠帽或针笄并附《宪法》一本，从此踏

上人生航线的重要起点。成人典礼结束后，

全体高三师生隆重地举行了高考百日冲刺誓

师活动，高三全体师生立下高考铮铮誓言！

5 月 30 日，各级领导以及安居育才中学

校全体师生、安居育才卓同国际学校高三年

级师生约 6500 人齐聚一堂，参加 2018 年卓同

教育《梦想·彼岸》相约高考文艺晚会。伴随

着现场激昂的鼓点声和加油呐喊声，由卓同

集团董事长熊祚平，卓同集团总经理熊波，卓

同教育集团董事长唐郡遥和卓同教育总校长

许安富带领的高三领导班子以及两校区高三

全体师生向红毯走来。全体高三勇士们精神

百倍，斗志昂扬，挥动着手中的红旗，高喊班

级口号，走进“金榜题名”门。全体高三学子

斗志昂扬、信心满满，彰显着卓同学子追逐梦

想，不言放弃的决心！

开年盛会绘宏图 全员登台展风采
2 月 1 日，卓同教育集团隆重召开 2018 年

教育工作年会，卓同集团高管和全体教职员

工 1200 余人参会。此次年会全面总结了教育

集团 2017 年辉煌的办学业绩，描绘了 2018 年

宏伟的发展蓝图，畅想了卓同教育的美好明

天，提升了卓同教育的办学品质。会上，两校

区小、初、高各学部执行校长用不同的形式全

面总结了 2017 年学部工作，展示了学部办学

特色，畅想了学部美好明天。各学部教师纷

纷登台献艺、载歌载舞，用形式多样、亦庄亦

谐的节目展现学部创新力、凝聚力、战斗力，

展示学部教师风采，品味卓同教育人的幸福

感、获得感、荣誉感、归宿感。此次年会展演，

充分体现出卓同教育团队创新力和凝聚力，

向全社会展示着全体卓同教育人的美妙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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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心育人 创精致教育典范
巅峰亮剑 谱川蜀杏坛华篇

——卓同教育 2018年十大经典回顾

岁月流金，盛世丰年。 2018
年，对于卓同教育来说，是不平
凡的一年。我们在以“卓越发
展，和而不同”为价值追求的奋
进历程中，凯歌高奏，喜事连连，
斩获六十余项国家级、省级、市
级荣誉。

奋斗的汗水尚未逝去，成功
的喜悦已经绽放。不必去追溯
荆棘的来路，但是看创业者夯实
的步伐，你就能感受到卓同人洋
溢的自信和轩昂的气度，感受到
那扑面而来的学府气息和名校
风范！

2018 年即将过去，盘点过去
的辉煌，卓同教育人无比自豪；
展望未来的美好，卓同教育人步
履更加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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