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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树德中学行政中心编 2018年10月

综合信息

宁夏街校区承办第 17 届中国女子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8 月 12 日-15 日，来自各地

37 支代表队的 148 名高中女生齐聚树德，参加第 17 届中国女子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争

夺数学桂冠。俄罗斯、新加坡、澳门，以及中国香港也派队参加。出席本次竞赛开幕式

的领导和嘉宾有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陈敏教授；中国数

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师范大学副校长杨新民教授；四川省数学会理事长、

四川大学彭联刚教授；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成员、浙江大学李胜宏教授；四川大

学数学学院党委书记、四川省数学会副秘书长胡兵教授；成都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成

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廖成珍女士；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吴玮骐先生；成都

市委教育工委委员、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王志成；成都树德中学校长陈东永先生；成都

树德中学副校长李红鸣女士。出席本次竞赛闭幕式的领导和嘉宾有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师范大学副校长杨新民教授；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成员、浙

江大学李胜宏教授；四川省数学会理事长、四川大学数学学院党委书记、四川省数学会

副秘书长胡兵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纪春岗教授；清华大学数学科学系艾颖

华博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林秋实博士生；中国科学院数学学院冷福生博士；中国

科学院数学学院王彬博士；广州第二师范学院付云皓博士；成都市人民政府总督学陈蕾

女士；成都市教育局普教二处处长石斌先生；成都树德中学校长陈东永先生；成都树德

中学副校长李红鸣女士。

为了丰富学生们参赛期间的生活，本次赛会在保留了历届女奥比赛中的传统项目

“健美操”之外，还举办了极具巴蜀文化特色的“彩绘脸谱 DIY”、赏心悦目的联欢会

表演；特意组织参观杜甫草堂博物馆，让来自各国各地的参赛人员零距离接触成都文化，

感受美丽成都的魅力，期望各位参赛人员能在成都有一次难忘的女奥之旅。

本次竞赛历时 5天，最终四川队和树德中学队分别以一等奖 1名、二等奖 3名和一

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1 名的优异成绩完美收官。（一等奖：高 2016 级任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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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二等奖：高 2016 级刘雨芝、姜琪瑶；三等奖：高 2017 级唐可）

我校教师参加亚洲园艺疗法联盟国际会议暨中国园艺疗法学术与实践研讨会 9

月 14 日-16 日，2018 亚洲园艺疗法联盟国际会议暨中国园艺疗法学术与实践研讨会在

北京清华大学召开。主题为“园艺疗法新时代，国民健康新生活”。王璐老师“心灵减

压——箱庭园艺工作坊”得到了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的深度好评和赞扬；张艳老师受邀

参会并在会上交流发言。专家们充分肯定了成都树德中学在园艺疗法与心理健康教育领

域作出的实践探索与努力。

广安市广安区率团来我校学习考察 9 月 20 日-21 日广安市广安区区委常委、宣

传部长易海燕、副区长肖芳一行 49 人来我校外国语校区学习考察。 校长助理刘涛介绍

了学校的办学历史和“树德树人，卓育英才”的教育思想，并阐述了学校办学目标和培

养目标，以及卓越人生教育的内涵及其核心理念。教务处主任许国华介绍了外语教学的

理念、国外引进教材、全英文小班化教学模式、教学资源的整合、多元化英语活动与综

合性评价体系。考察团还深入课堂，课后与老师们交流，学习了开展英语小班化教学和

教学评价体系的成功经验，将在广安区积极推广英语小班化教学。

学校党委持续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专项活动 7 月 18 日，中共成都

市教育局机关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党员学习《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面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决定》。学校党委及时组织党员开展网上学习；9月初，学校党委按上级要求，

开展发展党员总结和整改工作。认真总结发展党员的工作情况，并及时报告工作情况。

学校党委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中无违规现象；各校区召开党总支党员大会和各支部大会，

学习《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

会重要讲话》等重要文件精神。同时，持续组织全体党员开展“蓉城先锋，党员 e家”

相关网上学习。

中共成都市教育局机关委员会来我校开展调研督查工作 9 月 26 日上午，中共成都

市教育局机关委员会唐萍书记等一行 10 余人来我校光华校区，对我校 2018 年第二、三

季度党建工作进行了调研督查。督查组通过现场走访、查阅资料、个别谈话等形式，对

我校的党组织建设、活动开展、党员教育管理、党费收缴和管理、党建宣传等方面的工

作进行督查、给予了较高评价，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课程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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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

宁夏街校区教务处组织各学科老师打造智慧教育平台 7 月-8 月，宁夏街校区教务

处组织各学科老师一起打造智慧教育平台——树德云课堂，在假期为新高一的同学们提

供了 70 余节微课视频，帮助同学们预习高中课程，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外国语校区成为成都数字学校基地学校 8 月 25 日外国语校区初三语文、化学学

科承担成都市数字学校课程建设任务，校区成为成都数字学校基地学校。

教师培训

暑期全员学习，文化生态教育与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结合 8月 23日，树德中学2018

年度暑期教职工集中学习在外国语校区举行。本次培训的主题是“文化生态教育与发展

学生核心素养”，是对去年“生态文化教育与创新发展”主题的实践升级。培训结合我

校办学发展实际，倡导文化引领，指出文化生态教育是关注人的教育、是开放自由追求

卓越的教育、是物人皆照应和谐的教育，由此推动教师们 “注重生境，让学生自由而

有个性的发展”、“注重知识创生，发育学生高阶思维”、“滋育学生品性，激发生命

力量”。学校有活力，文化是引领，因为文化是壮大学校最温暖、最柔韧、最挺拔的力

量，生态化学校是最能愉悦人们心灵、爆发创造潜力的圣地。

内引外联的交流活动中履行着名校的责任担当 9 月 11 日四川师范大学实习生到

我校实习工作启动；9 月 17 日校区承办成都市高三英语分科会；9 月 25 日校区承办成

都市第五届中学心理健康教育优质课决赛（直属直管片区）活动。通过这样一些交流活

动，宣传了学校，锻炼了干部，培养了教师，也让树德中学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能影响

他人，服务于社会。

外国语校区召开英语教学工作会 9月10日上午，英语教学工作会在学术A厅和B厅

召开。高中和初中英语工作会分别由教研组长徐群英和罗克勤、李敏老师主持。校长助

理刘涛、教务处主任许国华莅临指导。刘涛助理总结了校区英语教学成果，提出新学期

的英语教学工作要求，希望英语教学特色在传承中创新。本次英语教学工作会不仅探讨

了如何立足教学资源培养学生英语核心素养的问题，同时也提升了英语教师的学科专业

能力。

在坚信和创新中外国语校区高初三工作会相继召开 9 月 12 日、18 日，校区高三

工作会、初三工作会相继召开。两个常规性会议不乏亮点，体现了校区教育自信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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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实的精神。一是简洁务实，高初三工作会会期浓缩为半天，但主题鲜明“坚定信念、

落实措施、再创辉煌”；二是创新求真，始终没忘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的责任，如高初三

工作会上，刘涛助理指出要做“目标的科学性、逻辑性和愿景性”分析，“构建学生系

统培养工程”的要求。

宁夏街校区数学教研组开展主题教研活动 9 月 17 日下午，数学教研组开展了成

都市 2018 高二数学教研活动（树德中学主题式教研），数学组教研组长肖兴佳做了《但

有所思，固有所悟——基于教材话高考》的讲座。

成都市高中美术教师继续教育活动 9 月 17 日下午，成都市各区县部分美术教师

齐聚树德中学（光华校区）参加成都市教师继续教育超市（高中美术）——水彩花卉主

观写生培训活动。四川省特级教师、未来教育家、成都市美术教研员辜敏女士，树德中

学教务程学琴主任及成都市特级教师、树德中学（光华校区）美术备课组长文峰老师参

加了此次培训活动。

外国语校区举办杰出班主任沙龙 围绕陈东永校长提出的“着力三个核心，再塑

文化生态”的教育新任务，为更好地聚焦“文化生态、队伍建设、课程教学、发展保障、

示范引领”等五个方面，进一步深化“树德树人·卓育英才”的学校实践，9月 18 日，

外国语校区新高一班主任团队在许国华主任的带领下，经过精心筹备，举办了“百日红

班主任论坛”的第一期沙龙；10 月 11 日，举办了“百日红班主任论坛”的第二期沙龙。

宁夏街校区生物教研组开展教育课程超市培训活动 9 月 25 日，生物教研组开展成

都市教师继续教育课程超市（高中生物）培训活动。本次培训由李应老师针对新课进行

了名为《细胞生活的环境》的课例展示，教研组长陈文红老师结合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

与老师们分享了在培养学生科学思维的教学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及在生物教学中的价值

与意义，同时针对参训老师所提出的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困惑，进行了专题讲座

与交流。

外国语校区举行第三届《典范英语》说课比赛 说课比赛于9月25日和26日在录播

室举行并圆满落幕。来自初中各年级的参赛老师各具特色的教学设计，展示了对外国语

校区英语特色课外阅读实验教材《典范英语》的理解。我校特等奖陈玮老师、敖佳丽老

师，一等奖刘宇洁老师、肖敏老师、童宁老师将参加10月举办的成都市初中英语教学展

评大赛。

国际部课程

全球考官资质获取 2018年5月，国际部易路思老师取得了IB中文A（语言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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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考官的资质。这是国际部第17位IB全球考官。9月中旬和10月初，另有两位老师获

得了AP全球考官的资质，分别是：谢莹老师：AP化学全球考官；彭杰老师：AP英语文学

和写作全球考官。至此，国际部共有6位AP全球考官。

国际部教研院成立 在多年教育教学基础上 ，国际部于今年9月开始成立国际教育

教研院，致力于总结多年的国际教育经验，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研发中西融贯的国际理

解课程。教研院计划从小学初中高中探究具有本土特色的国际理解课程，教研团队将通

过开展教学实践，验证研究成果，推进教育国际化工作。

国际部新生衔接课 7 月 30 日-8 月 17 日国际部开始新生衔接课，除了英语基础课

程的学习，学生们还会提前学习部分国际课程，如：AP 物理；同时，也有辩论课等能力

提升课程。

ATS 考试中心注册成功 9月4日，我校成功注册为牛津剑桥招生考试考点（笔

试）。该项考试点的引入可以为我校志在申报牛津、剑桥等英国顶尖大学的学生提供考

试便利。

国际部承办的各项国际竞赛开始报名 9 月中旬，树德中学承办的加拿大欧几里得

数学竞赛、美国 AAPT 物理竞赛、美国 AMC 数学竞赛、美国区域数学竞赛、美国化学奥

林匹克竞赛、ASDAN 国际模拟商赛等竞赛开始报名。

国际部 CAS 课程活动继续进行 CAS 活动课为国际部 IB 国际课程的三大核心课程

之一 ，是英文 Creativity 、Activity 和 Service 的缩写，中文即创新、行动、服务之意，

该课程旨在学生创造力、活动能力、社区服务意识的培养，在此期间活动持续进行的 CAS

活动有：

CAS 活动之职业体验 该小组的同学针对高中生进行职业探索，会邀请同学参加相

应职业体验活动，或者采访一些公司的高管形式，总结各行业不同的职业体验，以便给

面临职业选择的同学更多有价值的参考。

CAS活动之ZOSID 该小组的同学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致力于帮助自闭症儿童有和

普通孩子一样的生活体验。

CAS 活动之关爱盲人 该小组的同学通过开展计划的各种活动了解盲人成长过程中

的困难与不便，致力于帮助盲人融入社会。

CAS 活动之“小善叔叔”信箱 该小组同学关注留守儿童，通过小善叔叔信箱这个

平台，以写信的方式帮助孩子们在生活、社会技能、家庭关系等方面答疑解惑。

CAS 活动之 Belong 帮助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生活，感受周围人对他们的关爱。带领

这些孩子定期组织以节日为主题的活动、辅导他们的学习等等。

CAS 活动之 Delicacy&Cultural 通过制作有艺术美感的食物，将食物与其背后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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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文化相结合，宣传传统文化。

CAS 活动之书籍捐赠 在小区和学校进行书籍捐赠宣传，设立捐书点，定期整理搜

集到的书籍并统一将书邮寄给阿坝州的学校。

CAS 活动之诚信驿站 作为一个创立于 2012 的活动，诚信驿站在国际部传承了 6

年，今年诚信驿站小组的活动从国际部扩展到了整个外国语校区，老师和同学们可以自

助购买，自觉付款，所有的盈利都将用于公益活动。

英才培养

2018 苗圃计划 — 树德学子同济之行 7 月 8 日-13 日，十位高 2016 级的树德学

子在李昌芸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同济大学苗圃计划夏令营。在项目展示会上，树德学子

经过充分的准备，大方自信进行答辩和展示，最终，在全国 24 所参与的学校中，成都

树德中学的“基于‘电子信息’智能城市视障交通系统”课题项目荣获二等奖（一等奖

只有一名）。

2018 级英才选拔夏令营顺利举行 7 月 9 日-13 日，各地英才齐聚树德，开展科创

活动讲解、学科竞赛交流、高中课程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开营仪式上，陈东永校长

向大家解读“树德树人，卓育英才”的校训，介绍了树德中学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

昂扬的精神，并提出“4C 理念”，强调沟通、合作、批判性思维以及创造能力，鼓励同

学们培养自信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大伦院长在光华校区人文社科讲堂开讲 7 月 9 日晚

6:3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大伦院长为同学们讲授有关考古的相关知识。高院长为

同学们举出从广汉三星堆和彭山江口的例子，讲述三星堆的前世今生及彭山江口水下考

古情况。前来挖掘、开发的考古学家实事求是、坚持不懈的精神使中华瑰宝重见天日。

组织参加 2018 年树德中学英才夏令营活动 7 月 23 日-28 日，树德中学师生一行

25 人前往北京参加了 2018 年树德中学英才夏令营活动。师生们先后在北航、人大、北

大、清华、国科大校园进行了参观交流，近距离的感受这些学校独特的历史文化与人才

培养模式，同时还与优秀的树德学长们进行了充分的座谈。6天的参观体验激发了同学

们追求一流大学的美好愿望，还为高中阶段的学习积累了大量的信息，对自己的发展进

行了规划和思考。

树德中学参加第五届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会大会载誉而归 7 月 27 日-31 日，树德

中学受四川团省委推荐，选派模联社团优秀同学，在欧丽君老师、王璐老师的带领下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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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 2018 年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第五届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与来自全国 120 所

学校的 600 余名代表展开了坦诚、高效的学术互动与学习交流。大会以“心怀天下放眼

未来”为主题，以大国外交视野为切入点，以提升学生核心素养为主线，进一步培养学

生的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苏凌同学收获了媒体团队“最佳团队奖”与“最具潜力奖”；

岳艾佳同学荣获杰出代表奖、叶亿宁同学、蒋佩均同学分别荣获各自委员会荣誉提名奖。

宁夏校区组织辩论队参加全国中学生主题辩论赛 7 月 13 日，宁夏街校区组织英才

辩论队参加由共青团成都市委、成都市教育局主办的“中国少年说”全国中学生主题辩

论赛，获成都城市赛冠军。8月 16 日-19 日，树德中学英才辩论队作为成都赛区冠军队

在北京大学参加了共青团中央、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少年

说”主题辩论活动全国总决赛。辩论队的四位同学凭借清晰的思维、敏捷的洞察力，荣

获“最佳风采奖”。参赛培养了同学们的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

提升了他们的综合素质。

国际部高一学子托福首战告捷 2017 级精英班托福首考平均分 103.7 分，73%的同

学取得了 100 分以上的好成绩。

AP全球统考再创佳绩 2018年7月中旬，2018年AP全球统考成绩出炉，国际部2016

级（高二）全体AP学生成绩打破多项纪录，再次取得骄人成绩！41人参考，其中39人获

得AP荣誉奖项，14人获得AP荣誉学者奖，23人获得AP特级荣誉学者奖。

宁夏街校区组织第 11 届科技节 9 月 20 日-21 日，宁夏街校区组织了第十一届科

技节。本届科技节围绕“成长、体验、创新”的主题，开展了科创论文展评、机器人展

示、科创答辩会、科学讲座、高校科创展示等活动，内容精彩纷呈，形式多种多样。

姚佰承教授做客宁夏街校区第 52 期科学讲堂 9 月 21 日下午，电子科技大学最年

轻的教授之一莅临我校宁夏街校区，为高一二年级的部分同学做第 52 期科学讲堂——

《用光感知世界》。姚教授以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同学们讲述了什么是信息科学？我们为

什么要研究传感技术？什么是信息感知？等学生感兴趣的话题，鼓励同学们积极了解、

探索并传承。

16 级优才生学术辅导 受邀为16级优才生写推荐信的老师们于9月参加了国际部

升学指导部举办的推荐信 workshop，旨在帮助老师们提升推荐信写作技能。针对 16 级

申请英国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四名同学的笔试内容和口试专业，教学部安排了各科目老师

对他们进行相应的学术辅导，帮助他们准备这两所大学的笔试和面试。

17 级优才生选拔 国际部拟通过结合面试、学业成绩、教学及升学老师的综合评

价三方面，并经升学指导老师投票，对国际部 17 级的学生进行优才选拔。进入优才计

划的学生将在教学、升学、文书、面试等各方面获得额外的支持和辅导，作为冲刺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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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美国前 30 大学的优才储备。

国际学科竞赛承办和参与 2018-2019 学年度国际部拟承办和参加包括数学、物

理、化学、生物、经济、机器人、语言、艺术等在内的共计 17 个学科的竞赛。国际部

已确定为承办考点的竞赛项目目前为 12 个。相关的学生竞赛培训和准备工作正在有序

展开。其中，ASDAN 商赛和 AMC8 美国数学竞赛已在 9 月份开启报名，相关赛事分别在

10 月和 11 月由国际部承办。

光华校区举办第35期“科学讲堂” 8月29日，西南电子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康智应邀

来校主讲《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听讲师生受益匪浅。

学校德育

迷彩生活 砥砺意志 —— 2018 年新生军训 8 月 26 日-30 日宁夏街校区进行了高

2018 级新生军训。武警四川总队参谋部通信大队承担本次军训任务，期间进行了包括匕

首操，擒敌拳在内的扎实的军事训练和国防知识学习。

8月 26 日-31 日，光华校区组织初一高一新生 895 人，开展为期一周的入学入住、

学前教育、军训和国防教育活动。由青羊区武装部安排，武警四川总队参谋部直属队承

担了本次军训任务，质量较高，成效显著。

8月 25 日-30 日，外国语校区 2018 级新生进行了为期六天的军训。通过军训，高

一初一的新生熟悉了校园，适应了住校生活，砥砺了意志，为新一阶段的学习和生活做

好了充分准备。

宁夏街校区组织开展 2018 级新生入学典礼 8 月 26 日，“爱树德，创未来”高

2018 级新生入学典礼在宁夏街校区学校体育馆隆重举行。田勇君主任向同学们介绍学校

办学历史，办学思想以及众多杰出校友。陈东永校长对新生们提出了殷切希望：希望同

学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成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成为学会给予和付出的人，成为一

个杰出的学习者，带着美好的心情和真诚的期盼去拥抱高中生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光华校区开展防暴应急自保技能培训 8 月 28 日，学校邀请青羊公安分局政治处

警训教官冯宇琦、杨涵来校作专题讲座，主讲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防暴反恐自我保

护、反校园欺凌等，师生深受教益。

三校区举办 2018-2019 学年度上期开学典礼 9 月 3 日宁夏街校区举行了“创造走

向未来”为主题的开学典礼。同学诵读了老校友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懋章院

士写给树德学子的书信：“珍惜青春韶华，把自己打造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实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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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伟大梦想的接班人”。李红鸣副校长对同学们给予了新学期的寄语。

光华校区举行简短而又隆重的开学典礼。执行校长陈华忠作新学期致辞，鼓励全校

师生继往开来，再创佳绩。

外国语校区全体师生齐聚学术报告厅，参加主题为“启程九月，筑梦未来”的开学

典礼。开学典礼由德育处副主任刘培主持。陈东永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致辞，提出了“为

什么要上学”的问题，令人深思。随后现已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学长章宝月通过视频发来

寄语，让同学们明白，树外是大家梦想起航的地方。

启程九月 筑梦未来——2018学年开学第一课 外国语校区高一1班的班主任周杨

萍老师精心策划、组织了新学期第一堂主题班会课——“九月再出发”。任教初一语文

的李海燕老师和同学们从“你想成为怎样的你”开始聊起初中三年的愿景。她希望大家

抓住宝贵的“人生之春”，辛勤耕耘，培育理想之树。

光华校区组织师生观看央视《开学第一课》 9 月 3 日，光华校区组织

全体师生收看央视《开学第一课》，受益匪浅。

班级文化建设 9 月，班级文化建设以年级为单位有序展开，各年级各班的班级文

化建设各具特色。此次班级文化建设美化了学习环境，营造了良好的班级文化氛围，让

教室的每一块墙壁、每一个角落都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滋兰树蕙 桃李芬芳——三校区举行教师节庆祝大会 9 月 7 日下午，树德中学全

体教职工分校区庆祝第 34 个教师节。

春华秋实，又一年滋兰树蕙；教书育人，再一季桃李芬芳。外国语校区教师节庆祝

大会上，校长助理刘涛宣读了 2018 年优秀教师名单，在祝贺获奖老师的同时鼓励全体

教师向他们学习；校长助理陈铁军宣布了完成高初中学业的教师子女名单并对他们表示

衷心的祝贺。随后是新教师入职宣誓、教师代表李英楠老师发言。然后校长助理刘涛致

辞，对辛勤耕耘的全校教职工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和节日的祝贺。最后庆祝大会在趣味文

体活动中圆满落幕。

光华校区开展教师节感恩教育活动 9 月 8 日、9月 10 日，德育处、校团委、学生

会、少先队员开展献花、诗朗诵、国旗下演讲等形式多样的教师节感恩活动。

光华校区举行校园农场“菁莪园”揭牌仪式 学校将校园西南角的一块面积约 3

亩的空地开辟为校园农场，命名为“菁莪园”，作为校本课程“园艺疗法”和学生综合

实践活动的基地，由初一、高一各班和“园艺疗法”社团管理和使用。9月 12 日，举行

揭牌仪式，正式启用。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和学生家长代表参加了仪式。

宁夏街校区举办第三期班主任论坛 9 月 13 日下午宁夏街校区开展了第三期班主

任论坛，邀请武侯区教科院培训中心主任、中小学德育教研员、武侯区学科带头人易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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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对全体班主任老师做了“为品德而教育 ——班主任智慧之加减乘除法”的讲座。

易主任从德育重点，德育关键点，德育的难点三个角度谈到在教育实践中班主任们应如

何发挥智慧做好德育活动中的加减乘除法，培养出有道德智慧的学生，成为有道德智慧

的班主任。

光华校区开展假期综合实践活动总结工作 9 月 17 日—21 日，光华校区组织初二、

高二年级假期综合实践活动交流、总结、评比、表彰。140 余名综合实践活动先进个人

和 20 多个课题组受到表彰。

9 月 18 爱国教育，勿忘国耻 铭记历史，不是铭记仇恨，而是奋发图强，万众一

心，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努力。

学生会各部门招新 为遴选出优秀的学生，组建起新一届的学生会团队，9月 19 日，

外国语校区进行了学生会各部门的招新面试活动。经过层层面试，最终选拔出了新一批

优秀的学生会成员。

光华校区开展广播操比赛 9 月 25 日—30 日，全校分年级开展广播操比赛，以促

进全校广播操水平的提高。20 多个班级受到表彰。

宁夏街校区举办迎国庆系列活动 9 月 30 日，宁夏街校区举办了“祖国啊，我亲

爱的祖国—迎国庆系列活动”。高 2018 级参加了“恰同学少年，诵生命华章！”的大

型诗歌朗诵比赛；高 2017 级同学参加了“我心中的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演讲比赛。青

春有赞歌，文化有魅力。树德学子们用饱满的热情，精彩的表现，诠释了他们生命的力

量，向祖国献上一曲青春的颂歌。

光华校区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 国庆节前后，光华校区通过宣传展板、广播

会、升旗仪式等形式，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激发全校师生爱国热情，成效显著。

思“享”树德 9月，基于“教育人更需要思想的支撑”的思考，外国语校区教务

处推出了“思‘享’树德”系列阅读活动。此次活动旨在引起教育者对自己的教育历程

进行积极的梳理和思考，然后进行针对性的学习，这样才能催生更高更清晰的教育思想。

外国语校区 2018-2019 学年度第一期团校授课 9 月 27 日中午，外国语校区

2018-2019 学年度第一期团校开课。德育处副主任李铭秀就团校学习的重要意义进行了

深刻的发言。主讲人曾毓嫦老师针对团课教材中《国情与责任》章节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外国语校区举行安全疏散演练 9 月 28 日中午，外国语校区进行了模拟宿舍楼内

发生火灾的安全疏散演练。演练让同学们知晓了安全逃生路线，掌握了逃生的方法，达

到培养熟悉自己所处的消防安全环境的意识和习惯，增强了自我保护能力。

国际部德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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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部 2018 级新生军训 8 月 27日-31 日，国际部 2018 级新生在学校参加了军训。

同学们通过训练站军姿、敬礼、摆臂、踢腿、走正步等动作，不仅磨练来了体能，更锻

炼了心态。

2018 级新生开学典礼 8 月 31 日下午，国际部开学典礼在学术交流厅举行。树德

中学外国语校区刘涛助理致开场词。特等奖学金获得者冯婧琪同学代表全体 2018 级新

生上台发言。典礼上，国际部对 24 名达到条件的新生发放了入学奖学金，总额高达 85

万元。获奖同学中的 10 位超越成都中考重点线 70 分，更有远超重点线 100 分的优秀学

子。

新生篮球赛 9 月开学之初，国际部开展了新生篮球赛，高一、高二、高三各班

同学积极参与，最终 2017 级 AP2 班勇夺冠军，高一新生也借由新生篮球赛迅速融入到

国际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

新一届社团成立 9 月 28 日，经过了一个月的筹备、推广，国际部新一届社团成

立，包括音乐社、文学大排档、羽毛球社、食社、棋社、Crea-Tea 茶社等 16 个社团。

光华国际课程中心德育活动

国际课程中心新生入学报到、学前教育、军训工作高效进行 8 月 26 日—8月 31

日，高一新生的军训在 35 度的高温中开始了。烈日下，学生们的脸上除了汗水，还多

了几分坚毅和乐观。高一的学生们在短短五天的军训中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集体荣誉和团

队合作，学会了吃苦耐劳、尊重和体贴。做好了在未来三年即将面对的成长和改变的准

备。

9 月 26 日国际课程中心操行分表彰 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操行分奖励，得分

最高班级为 2017 级托福班，得分最高同学为 Stanley, Sirius, Cynthia, Tianna.得分

最高同学获得了学校校长 Mr.Edward 的午餐邀请，得分最高的班级选择观看电影《镰仓

物语》。

集团活动

对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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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街校区师生赴美国菲尼克斯市中央高中交流访问 9 月 21 日-10 月 1 日，宁

夏街校区罗渊、王璐老师带领 7名同学前往美国菲尼克斯市中央高中交流访问。这是两

校建立友好姊妹校以来第 18 年的交流。师生在校内参观功能教室、排球馆、健身房、

语言教室，参与历史、数学、地理、体育课程学习、旁听英语课并交流教学法，参与火

灾疏散演练，了解预备役教育；校外参观南山公园、古印第安人生活遗迹和大峡谷。师

生通过交流，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建立了友谊。

新加坡教育研修 7 月 24 日-28 日，国际部教学总监黄红受邀参加顶思教育携手

世青基金会组织的国际学校校长研修团，与国内基础教育同行一行 20 多人，深度探访

人才教育强国新加坡的教育，特别对新加坡的基础教育“保底不封顶”、学术与素质教

育同等重视的教育体系了解学习，并探访新国教育的杰出学校代表如华侨中学、南洋理

工等名校。

升学指导老师赴外交流学习 7 月国际部两位升学指导老师赴美国参加 IACAC（国

际升学指导年会），获取最新海外升学信息，与世界各地大学和同行学校进行交流学习。

IB 教学研习会 7 月 17 日-18 日，国际部举行了为期两天的 IB 教学研习会。来自

印度孟买的 IB 资深教育专家 Abhimnyu Basu 先生专程赴我校与国际部 IB 老师们探讨形

成性评估，彼此交流学习如何通过设计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来进行评估，从而让老师在

教学中更好地设计问题去引领学生的思考，并给予学生最及时有效的反馈。

深圳广州国际教育名校探访 9 月 19 日-21 日，国际部副主任张媛媛及教学总监

黄红到深圳广州两地国际教育知名学校进行走访交流，学习探讨国际教育经验。所访问

学校包括深圳国际交流学院、深圳剑桥中英公学、广东碧桂园学校等。

VCE项目官员来访 9月4日-5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黑利伯瑞学校校长助理Peter

Rogerson先生到我校开展一年一度的新生及各年级VCE学生见面会。期间Peter Rogerson

先生向师生进一步解释VCE课程评估的方式，以及各阶段学习对最终学习成绩的影响。

同时，他也为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VCE学子送去祝福并指导他们如何进行澳洲大学申请

填报。

海外名校来访 9 月，海外 14 所名校招生工作人员来访为国际部的学生带来了最新

的学校资讯：学校分别有美国波士顿大学、盖茨堡学院、古彻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

明尼苏达大学双子城分校、迪堡大学、林恩大学、温特沃理工学院、穆伦堡学院；加拿

大约克大学、康考迪亚大学、阿尔伯塔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瑞士洛桑酒店

管理学院。各高校的招生官向同学们介绍了学校的位置，专业，招生要求等信息，重点

讲解了最新申请要求以及优势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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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获奖

教师荣誉

省市级评优

9 月 4 日 钟群 四川省优秀教师

9月 5日 邓西红、袁玉红 成都市优秀班主任

孟锐 成都市优秀德育工作者

肖洋、李皓媛、高欣 成都市教坛新秀

袁文、李小蛟、周杨萍 成都市优秀青年教师

李芝 成都市师德标兵

苟凌 成都市优秀支教教师

9月 6日 文峰、陈铁军 成都市特级教师

心理赛课 9月26日，成都市第五届中学生心理健康优质课及教学观摩课活动在树

德中学外国语校区的学术厅举行，本次赛课以生涯规划教育为主题，实行评委当场打分、

当场公布成绩的方式。经过激烈的角逐，宁夏校区的杨伟老师和外国语校区的黄鑫老师

斩获一等奖。

学生荣誉

光华校区潘映彤同学获“北大培文杯”写作大赛特等奖 第五届“北大培文杯”

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全国总决赛于 7月 31 日-8 月 1 日在北京大学举行，高 2017

级 12 班潘映彤同学获特等奖。

2018 年各大学科竞赛再添佳绩

全国高中数学联赛：我校共有 8个同学获得赛区一等奖。

高 2016 级李咏璋、朱笑辰、姜昆、李郝添、杨家驹

高 2017 廖可为、罗宇航、张式成

共有 4名同学（高 2016 级李咏章、朱笑辰、李郝添、姜昆）进入“第 34 届全国中

学生数学冬令营”，在四川省的 19 名同学中，占比 22%，居全省中学第二，其中李咏璋

同学位列全省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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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中物理竞赛：我校共有 10 名同学获得赛区一等奖。

高 2017 级徐亦凡

高 2016 级严周、王冠博、王一杰、李泆鹏、张埔菡、任宇轩、张桃、陈远翔、蔡

雨翔

全国高中化学竞赛：我校共有 6名同学获得赛区一等奖。

高 2016 级李春江、桑子洋、何雨浓、吴亦晨，

高 2017 级江韩骏、李帛翰

其中高 2016 级李春江同学以全省第二的成绩，进入省队，冲刺冬令营。

全国高中生物竞赛：我校共有 3名同学获得赛区一等奖。

高 2016 级刘双祺、王文豪

高 2017 级张俊麒

信息学竞赛：我校稿 2016 级胡一淳同学进入冬令营，勇夺银牌。

机器人比赛喜报：我校机器人队在 7、8 月参加了一系列比赛，在各项比赛中均取

得优异成绩，其中：

高 2017 级 8 班于东立和 9 班杨沛奇两位同学在杭州举办的 ROBOCOM 比赛中，获得

“一带一路”项目高中组全国一等奖，随后又在武汉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赛全国总决

赛”中获得上述项目的全国一等奖。

高 2017 级 3 班张丁夕、裴佳琪、李卓谦三位同学组成的小组和高 2017 级 4 班罗向

阳、高 2017 级 8 班叶欢、陈丽璇三位同学组成的小组在北京举办的登峰杯机器人比赛

全国总决赛中均获得全国一等奖。

指导老师：刘小波 张锐

DMM 杜克大学数学大会 美国杜克大学高中数学竞赛是从 2005 年起由杜克大学

数学联合会(DUMU)发起，是美国高校举办的四大高中生数学竞赛之一。在 2018 年杜克

数学大会（2018 Duke Math Meet）中国区最终选拔赛中，国际部许潇枫同学斩获全国

一等奖，个人排名全国第 3，并获得组委会颁发的 2000 元奖学金；陈泰宇和李岸同学获

得全国二等奖；傅靖媛同学获得全国三等奖。此外，中国区共 18 人晋级全球赛，其中

有 3 位国际部同学，分别是许潇枫、陈泰宇和李岸，将代表中国队于 11 月初赴美国杜

克大学参加杜克数学大会全球决赛。同时，本次竞赛的指导老师尹世骏也荣获优秀指导

教师奖。

2018 年 JEA 青年观察赛 全国中学生青年观察竞赛是 JEA China 面向全国中学生

的高规格学术实践活动，旨在鼓励学生勇于深入社会开展调查和研究，获取有价值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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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的发现，发出自己的声音，创造青年影响力。属于国际赛事。由我校 2017 级 IB2

班学生冯奕、李中睿、袁子茗、李睿、曹昕弈、陶春阳、王鹤颖组成的参赛队伍在 2018

年 JEA 青年观察赛二十多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最佳青年观察奖（一等奖）和优

秀青年影响奖（二等奖）。此次竞赛分为社会调查报告写作和在线全球发布会两个环节。

竞赛指导老师包括毛敏、张舒、江丹、孙伊然。

艺体荣誉

树德中学民乐团荣获佳绩 8 月 21 日—22 日，我校民乐团 65 名成员参加了四川

省第九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参演曲目为《丝绸之路》，荣获了中学器乐组一等奖的优

异成绩。指挥：谢惠湛；指导老师：汪萍，卞迎练，蒋诗瑶。

树德中学国际象棋队荣获佳绩 7 月 28 日-30 日，全国中学生国际象棋锦标赛在哈

尔滨举行，全国共 23 支代表队参赛。我校国际象棋队运筹帷幄与其他代表队展开激烈

角逐，取得高中总团体第三名的优异战绩。8月 11 日，棋队李云杉、蒲雨晨参加全国青

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获得女子甲组第七名的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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