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州市第二中学是一所具有深厚文化底蕴、

办学传统优良的名校。2008 年被省人民政府教

育督导室和省教育厅评为“湖北省示范学校”。

学校先后荣膺“全国德育教育示范基地”“湖北省

最佳文明单位”“随州市教育质量特别贡献奖”等

上百项殊荣。

教师团队助力学生进步，教学管理促进学生

成长

学校现有专职教师 258人，高级教师 196人，

研究生学历 68 人，省市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

师 51 人，28 名教师赴国外进修学习。学校常年

聘请了 2 位外籍英语教师驻校教学。雄厚的师

资力量造就了显著的办学成果，创造了随州教育

史上诸多辉煌。2000 年以来，62 名同学考上北

大清华，更有大批学子考上 985、211 名校。近

年来，学校以教学质量为中心，以目标管理为导

向，形成了“三年一贯，整体推进”的教学管理模

式，全力推进教学“1234”工程计划。紧紧抓住新

高考综合改革契机，着眼长远，夯实基础，助力学

生全面发展。

尊重学生个性发展，走特色发展之路

坚持“三全育人”，走特色发展之路。社团活

动丰富多彩，学校深入探索新高考背景下的学生

社团建设，全面整合学校的社团资源，多种途径

挖掘师生的爱好和专长潜力，调动师生参与的积

极性，形成了体育、音乐、美术、文学、摄影和实践

类等多层次多种类的社团体系，加强了专业教师

的指导，使社团活动成为学校的校本课程、学生

喜爱的第二课堂，能够真正地做到在活动中育

人。

奥赛先河的开创者，自主招生的引领者

奥赛工作成绩显著，打通了优秀学子通过奥

赛直接签约名校的通道，连续五年入围全国奥赛

500 强学校，因教育成绩在湖北遥遥领先，获得

了北京大学“博雅优秀加分计划”，近几年随州二

中每年都有多人获得清华北大自主招生资格。

校园风景如诗如画，教学设施先进齐全

学校环境优美，学习氛围浓厚，教学设施完

备。实验室、语音室、图书室、标本室、多功能室、

计算机房等教学设施齐全。学校食堂宽敞明亮，

卫生安全、菜肴多样、饭菜可口、价格实惠。学生

宿舍有独立卫浴、空调，24小时供应热水。

“爱生如子，绝不让一位贫困生掉队”是随

州二中的郑重承诺，贫困学生可享受国家助学和

社会资助。各种爱心教育基金会与学校合作开

设“珍珠班”“圆梦班”等，资助品学兼优的学子，

圆梦“双一流”。

踏上二中肩膀，助你走向辉煌，品质二中欢

迎你。

学校代码: 1102
咨询电话: 0722-3246760
学校地址:随州市舜井大道 9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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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刊招生专刊

缔结名校，根深叶茂 学校创办于 2004 年秋，

地处氵厥水湖畔，与随州一中仅一巷之隔。一直以

来，学校与随州一中实行管理同路，资源同享，教

学同步，师资同用。学校实行全封闭管理，按照

“随州领先、湖北一流”的办学目标，“人为本、德为

先、质为上”的办学理念，遵循“忠孝诚雅，坚毅自

信”的校训。建校 18 年以来，先后被省教育厅命

名为“五星级民办学校”，被中国民协授予全国

“优秀民办学校”，多次被市教育局授予“教学先进

单位”和市级“平安校园”“文明校园”。2022 年学

校 再 次 被 评 为“2019- 2021 年 度 随 州 市 文 明 校

园”。

立足长远，设施齐全 学校占地 32亩，有能容

纳 28 个教学班、装有空调、多媒体和直饮水设备

的教学楼，并有独立的微机室、画室和传媒教室；

有能容纳近 1500 人的宿舍楼，空调、空气能热水

器等一应俱全；有标准化的塑胶运动场及常用体

育设施，有可同时供近 1000 人进餐的公司化运作

的学生食堂。学校绿树成荫，花草芬芳，风光旖

旎，令人流连忘返。

奋斗不止，成果辉煌 经历了 17年高考，高考

成绩在同类学校中出类拔萃。先后有三名同学从

这里考人清华、北大（魏金成、罗梦、邓栓），平均每

年都有 300多名同学从这里考进全国一类重点大

学（含 985工程、211工程高校）。

面向全体，特色发展 学校体育、艺术上本科

线亦在随州市名列前茅。特别是自 2016 年以来，

学校与武汉实力雄厚的艺术传媒学校签署联合办

学协议，学校的特色教育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以人为本，扶贫奖优 欧阳修中学学生享受和

公办高中学生一样受国家资助的同等待遇，每学

期有企业爱心人士、社会名人为学校捐款，确保家

庭困难学生完成学业。尽管受疫情影响，但学校

仍然每年花重金奖励历年优秀毕业生和成绩优异

的在校学生。

招生代码：1201
招 办 电 话 ：0722- 3816456 0722- 3233799

0722-3306766
学校地址：随州市擂鼓墩大道 141号（随州一

中北巷内，紧临白云湖，市内乘 10 路公交车在随

州一中站下向巷内走 300米即到）

随州市欧阳修中学招生简章

随县第一高级中学位于炎帝神农故里、中国

香菇之乡---随县，毗邻烈山湖，相望县政府，地

理位置优越，办学特色鲜明。学校先后被授予“国

家营养与健康示范学校”“湖北省文明单位”“湖北

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湖北省平安校园”“湖北省五

一劳动奖状”“随州市十大名校”“随州市教学先进

单位”等荣誉称号。

学校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学校创建于

1955 年，以“办随县人民满意的高中教育”为目

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文化立校、依

法治校、质量强校的内涵发展战略，已发展成为一

所社会声誉良好的高级中学。

高考逐年突破，取得骄人成绩。建县以来，高

考逐年突破：2013 年一本重点大学上线突破百人

大关，2019 年一本重点大学上线突破双百大关，

2020 年该校一名学生考入北京大学，2021 年特殊

类（一本）和本科上线率双创历史新高。

校园环境优雅，读书成才福地。漫步校园，风

景如画。恢弘气派的新校门，翰墨飘香的综合大

楼，功能齐全的实验室，设施一流的学生教室，科

学现代的运动场，条件优越的学生公寓，星级酒店

式的食堂。

师资力量雄厚，专家学者云集。学校在编在岗

教职工 185 人，正高级职称教师 1 人，副高级职称

教师 75 人，中级职称教师 93 人，研究生学历 10
人，省、市、县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 36 人。近几

年在国家、省市级刊物上发表的教学成果近 170
项，在省、市级优质课等各类教学比武活动中获奖

110余人次，承担湖北省规划课题、随州市课题。

打造“三大课堂”，聚焦立德树人。学校与 20
余所名校联手合作，全力打造高效课堂和新高考

课堂，通过课前导案自主探究、课中开放问题驱

动、课后巩固反馈强化的三步走构架，真正做到

“把课堂还给学生、把方法教给学生、把发展还给

学生、把快乐留给学生”，全面提升教学质量。

社团活动丰富，彰显个性特色。学校实行分类

教学、特色办班，成立“梦之翼文学社”“舞狮舞龙

社”“新时代文明志愿服务社”等 18个学生社团和

足球队、合唱队、舞蹈队等多个兴趣小组，每年组

织入学军训、炎帝故里研学、艺术节等活动，多角

度发展学生个性，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一流后勤服务，儒雅健康身心。学校打造全省

一流、全国领先的后勤餐饮保障服务体系，学校食

堂科学定制营养套餐，用“以食润心”的饮食文化，

培养学生文明礼仪、健康品位和审美情怀。

招生代码：1104
招生热线：0722-4572557
学校地址：随县中心城区

随县第一高级中学2022年招生简章

随州市曾都区第一中学建校于 1956年,是湖

北省省级示范高中。学校秉承“办好曾都教育，造

福曾都人民”，积极践行“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逐步形成了“以洁雅的凤凰文化为代表的德育工

作，以培养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打造高校课堂，以

体艺技齐头并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办学特

色。

学校先后被评为“推进《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实行办法》先进集体”“国家级公共机构节约型示

范单位”“湖北省示范高中”“湖北省生态文明校

园”“湖北省绿色文明校园”“湖北省文明单位”

“湖北省文明校园”。连续多年被评为“随州市高

考质量先进单位”。

优美宜学的校园环境，设施齐备的生活服务

中心，学高身正的良师益友，丰富多彩的校园文

化，开拓视野的研学机会，曾都一中以普惠的办

学方式打造优质的教育教学，已成为万千曾都学

子追梦、筑梦、圆梦的理想之地。曾都一中欢迎优

秀的你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一起追寻星辰大海，

一起驶向灿烂辉煌的明天!
一、招生对象与范围

身心健康、习惯良好、阳光自律、积极向上、

勤奋好学的 2022 年初中应届优秀毕业学生。招

生范围：曾都区、随州高新区。

二、曾都一中就读途径

1、申报学校名额分配指标

学校可录取的名额分配生：市级统分名额分

配指标（需参加中考且达到相应要求）,学生个人

申请和初中学校推荐相结合,各初中学校按分配

人数推荐、公示产生。

2、中考志愿填报学校

参加中考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按市考试中心

要求填报曾都一中，学校在第一批次线上按招生

计划从高到低录取，录满计划人数即止。志愿填

报工作由考生所在的初中学校组织。

3、申报学校艺术体育特长生

学校将严格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规范

开展艺术体育特长生招生工作，具体要求和安

排，请关注随州市考试中心官方网站和学校网站

及微信公众号后续发布的相关信息。

学校代码：1105
咨询电话：3816188
学校地址：随州市青年西路 101号（市内 11

路、18路公汽终点站

曾都一中招生简章

随州一中于 1934 年秋创办，现为国家级文明

单位、省级示范高中、湖北省首批办好的重点高

中。清华、北大、上海交大、复旦、西安交大、南京大

学、武大、华中科技大、中国科技大等校生源基地。

一、以优异的高考成绩造福莘莘学子

2021 年高考中，随州一中有 3 名学生取得优

异成绩，跻身全省前列；物理方向的张子颖 706分

被清华大学录取、虞兴平 703分被北京大学录取，

历史方向的王欣然 672 分被北京大学录取，还有

胡楚坤被清华大学录取、宋子睿被北京大学录取。

实现了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完美结合。强基计

划、体音美、传媒等升学渠道更加宽广。学校做优

选科组合，物理和历史方向齐头并进，让更多的学

生考进 985、211 名校。让随州更多普通家庭的子

女通过随州一中考上顶尖大学，造福更多随州家

庭，奉献社会。

二、依托科学管理打造高中教育新高地

学校管理科学，人心齐，学风浓。现有湖北名

师 1人、湖北省特级教师 5人、正高级教师 5人、高

级教师 180人。有语文、生物 2个省级名师工作室。

省市学科带头人 36 人，省市骨干教师 77 人，教学

能手、教坛新秀 180 人，研究生学历 53 人。在教师

中实施“青蓝工程”和“卓越教师培养计划”，让更

多的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能够挑大梁，出成绩。在

广大学生中开展“培优补弱”工作，让优生更优，不

让一个学生掉队，实现学生整体优化。

三、赓续优秀文化助推学生全面发展

学校文学社、广播台、诗歌大赛、朗诵比赛、各

类人文讲座应有尽有，让你尽情释放才华；校园艺

术节、游园活动彰显你青春的风采。四季花开，绿

树成荫，新的教学综合大楼已投入使用。有标准化

的图书馆、体育馆，专业化心理咨询室。教室、寝室

分别装有空调、热水洗澡设备和自动热饮水机。高

档次的学生食堂、优美的就餐环境，让你生活无

忧。擂鼓墩大道建成双向四车道宽阔通道，桃园大

桥已建成使用，交通便利。圆梦班、杉树班、国家助

学金等，让贫困家庭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学校和众

多社会爱心人士的奖励让优秀学生获得前行的动

力。

学校代码：1101
联系电话：0722-3812892
学校地址：随州市擂鼓墩大道 137号

广水市第一高级中学2022年招生简章

随州外国语高级中学（随州二中国际部）

招 生 简 章
随州外国语高级中学（随州二中国际部）是经

省教育厅（鄂教外〔2010〕08 号）批准,在随州地区

唯一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公办高中（简称随

州二中国际部）。

随州二中国际部的教育教学管理以随州二中

为依托，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内部管理科学，学习

氛围浓郁，教学质量一流。后勤服务精致，国际交

流频繁，校园环境优美，拥有良好的社会影响力和

美誉度。国际部教学开设中方课程和外方课程，

中方课程由随州二中优秀教师授课，外方课程由

外教授课。学生参加湖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成绩合格颁发毕业证书。国际部学生既可以

参加国内普通高考，也可以不参加国内高考直接

申请出国留学。截至 2021 年 8 月，先后有 130 余

名学子通过“国际部”项目走出国门，到美、韩、加、

日、澳、新西兰等国家留学。

一、招收对象：

随州市 2022年中考应届毕业生。

二、招录方式：

学校限定在第一批次分数范围内招生，有意

愿就读随州二中国际部者，填报随州二中国际部

志愿并依据市教育考试中心投档的预录名单、在

规定时间内到随州市二中（国际部）缴清学费方可

办理正式录取手续。

三、收费标准：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收取费用。

学校代码: 1109
咨询电话：0722-3246760
0722-3238933
学校地址：随州市舜井大道 97号

编审：冯家园 编辑：王松
检校：陈 华 版式：向红

2022年 5月 13日

随州一中 2022年招生简章

广水市第一高级中学始建于 1943 年，是湖

北省示范高中。学校先后获授“湖北省安全文明

校园”“湖北省校园管理先进单位”“随州市高考

突出贡献单位”等。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

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等校优质生源基地。

〖师资力量雄厚〗学校现有湖北省特级教师

3人，享受湖北省人民政府津贴 3人，省市级学科

带头人 31 人，省市骨干教师 98 人，高级教师 114
人。

〖教学条件优良〗校园占地 256 亩，三个年级

各居一栋教学楼，学考两便。教室全部装有空

调，实现了无尘化教学。校园内花团锦簇，绿树

成荫，环境优美。

〖教学成绩优秀〗学校历来把高考作为学校

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先进的教学理念指引下，形

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高考备考策略，教学质量连

年攀升。管理规范，教风严谨，学风浓厚，是求学

圆梦的理想之地。

〖教研成果突出〗近三年，共有 300 余名学生

获得省级以上奖项，147 名教师获得市级以上奖

励，100 多篇教科研论文在各级各类杂志发表或

获奖。学校有湖北省名师工作室及随州市首批

名师工作室。

〖社团活动丰富〗学校秉承“以人为本，培养

未来社会的主人”的办学理念，国旗班、广播台、

文学社、足球社等给你提供个性化发展的空间，

春冬两季“渡蚁文化艺术节”给你提供展示自我

的舞台。

〖扶贫助学到位〗学校现有“滋蕙计划”“北京

华育基金会奖助学”“风华名邸奖助学”“广建助

学”“福彩公益助学”等 20多个项目，每年向家庭

困难的在校学生提供资助，确保每一个进入学校

的学生不因贫困而辍学。

走进广水一中，成就理想人生！

学校代码：1103
咨询电话：6264574（教务处）

学校地址：广水市应十大道特 1号

随州二中 2022年招生简章

随县第二高级中学是一所历史名校。创建于

1950 年，1978 年定名为随县第三高级中学，1984
年撤县建市后，更名为随州市第三中学，地级随州

市和曾都区成立后，学校更名为曾都区第三中学，

新随县成立，学校更名为随县第二高级中学。

建校 72年来，随县二中为国家培养了二万多

名毕业生，一万多名优秀学子从这里考入了自己

的理想学府。其中杰出校友傅正义，高中毕业于随

县二中，先后被授予武汉理工大学材料学科首席

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基础材料”专家组专家，教育部科技委材料学

部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国防科技

创新团队学术带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等荣誉称

号。

洪山班“精准培优”广育精英

在校友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经市、县教育局

批准,随县二中从 2016年开始成立洪山班。洪山班

由学校选派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任教,实
施规范化的管理和一对一个性化的精准培优。“每

天进步一点点,每一点点去进步”,洪山班的学子

们正在通往理想大学的道路上坚定前行,他们扎

实的每一步，都将让梦想变得触手可及。

特色教育

随县二中始终坚持“人人有其才,个个能成

才”的教育观，在认真抓好传统文化课教学的基础

上，狠抓体育、美术、音乐、舞蹈、传媒等特色教育，

努力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之路。

日语选修：扬长避短超越自我

针对很多同学英语基础太薄弱的现状,从
2017年秋季开始,学校开设了日语选修课。因为日

语是借鉴中文形成的一种语言体系,与英语比较

起来,中国人学习日语更有优势。对于英语不入门

的同学来说日语选修课的开设,给他们在外语这

门课上提供了一个扬长避短、实现自我超越的机

会。

专项优录助你上大学

专项计划是用于招收全省范围内在农村中学

(不含县、市、区政府所在地)就读的农村户籍考

生。学校报名参加专项优录计划的考生，考一批、

二批本科大学时可降低分数录取。

随县二中以“质量立校特色兴校”的办学理念

让每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让我们携手奋进共赢

明天！

学校代码：1205 联系电话：0722-4811261
学校地址：随县洪山镇中建路 159号

随州市实验高中位于绵延巍峨的随城山下、

清纯秀美的森林公园旁、随州“一湖两岸”的风光

带上,环境优美。学校以“健康成长,多元成才”为

办学理念,坚持走“特色立校,质量强校”之路,大力

推进有效课堂，着力打造体育、音乐、美术等艺术

类特色高中。

近年来,学校坚持实行分层教学,因材施教，

取得良好效果。针对学生个体差异，在校三年经

过学校精细管理、教师精心辅导、学生刻苦训练，

98%的学生能进入大学深造，本科大学上线率逐

年提升，真正做到“低进高出”。

在中等生培养及体、音、美特长生教学方面摸

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教学成绩蒸蒸日

上：2019 年本科双上线 31 人，2020 年本科双上线

38人，2021年本科双上线 45人。

学校在加强教学管理的同时,不断强化学生

日常管理,注重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始终把学生

安全放在第一位，采用小组建设模式，实行全封闭

管理。近三年,学校加大建设投入,先后投资 2000
余万元新建学生公寓、篮球馆，整修塑胶运动场、

足球场，改造学校食堂和教学楼、行政楼、校内道

路等,学校面貌焕然一新，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乐

园、进步的阶梯。

一、体育特长生硕果累累

学校组建体育特长生训练队,在体艺高考和

全市体育竞赛中都取得了优异成绩。近年来,体
育特长生先后考入广州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

等高校达 17 人。在随州市第二届中学生运动会

上，学校女篮技压群芳,获得第一。在随州市第三

届中学生运动会中荣获团体总分第一名,并有 16
项打破随州市中学生运动会记录。

二、音乐特长生星耀随州

随州市实验高中音乐特长班单独组班教学,
由 4 名专业教师授课,建有 2 个音乐教室,4 个钢琴

教室,2个形体训练室。音乐特长生先后考入贵州

大学、沈阳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等高校达 14
人。

三、美术特长生扬名随州

学校建有 5个专业画室,从高一上学期就开始

单独组建美术特长班，除由 6 名校内专业教师授

课外，还聘请武汉美术专业培训老师每周二周三

到校亲自指导。近年来,美术特长生先后考入湖

北美术学院、天津工业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等达

100余人，保持每年上本科大学 30人以上。

学校代码:1203
咨询电话:0722-3819232
学校地址:随州市白云湖南路 8号

随州市实验高中招生简章

作为一所市属全日制普通高中，白云高中

创办 20多年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既保留了

原有高中的历史厚重，更具有了现代化学校的

全新风貌。

一、全新的校园

学校占地近 300 亩，背靠交通大道，面对悠

悠㵐水。建起了多媒体信息化教学楼，设施齐全

的现代化学生公寓，宽敞明亮的师生食堂，标准

化运动场；配备了国内领先的现代化教学设施。

学校绿树成萌，环境优美，是修身养性、成人成

才的理想之地。

二、全新的管理团队

为了保证办学的高水平，学校组建了全新

的、高水平的管理团队。

聘请襄阳四中原副校长、副书记杨继禹为

学校顾问；

聘请随州二中原校长、湖北省高中特级教

师、湖北省优秀教师林斌鹏为执行校长，负责学校

的全面工作；

聘请全国优秀教师、随州市劳动模范、市管专

业技术拔尖人才、随州一中原教务处主任、欧阳修

中学原书记校长石守浩分管学校教学工作。

三、全新的教师队伍

学校聘请省内外知名教师 30余人组成学校教

学骨干团队，同时与省级示范高中组成教师联谊

团队，充分发挥示范高中教师的示范、指导、带动

作用，优化了学校的教师结构。聘请全国本科以上

院校毕业生组成基本教学队伍，建立了老带新教

师专业成长机制，形成了科学规范的教学管理制

度。一个精英荟萃，人才济济的优秀教师队伍已经

形成。

四、全新的办学理念

“不放弃每一个学生，让每一位在白云高中就

读的学生都得到发展”是我们办学的初心；“先成

人，后成才，即使不成才，也要能成人”是我们的

办学理念，我们要让每一位走出白云高中的学

生都能成为有益于家庭和社会的优秀的人。

五、全新的育人模式

针对生源特点，学校采用全新的、多维的育

人成才模式，力争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成才。

小班化教学，班额不超过 50 人。开办宏志

班，全部由示范高中教师任教；开设美术、体育、

音乐高考特色班。学校适应时代的要求和家长

及学生的愿望开设特长班，通过特长培养，聘请

知名教师来学校对艺术特长生进行辅导、训练，

效果显著，同时为学生节省大笔赴汉培训费用。

学校代码：1204
学校地址：曾都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大

道与首义路交叉口（方正国际建材港西 150米）

招生联系电话：0722—3326799

随州市白云高中简介

随县第二高级中学
2022年招生简章

随州市汉东中学是一所经上级主管部门批

准、以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和高三补习生为主的

市属普通高中学校，多次被评为“随州市教学先

进单位”，是省教育厅授予的五星级学校。自

2006 年创办以来，办学成绩逐年上升，本科上线

人数及上线率始终位居全市同类学校前列，办学

质量和办学成绩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学校以“人生在勤，心怀天下”为校训，确

立了“以学生发展为本，为每一名学生提供最优

质的教育，使每一名学生得到最优化的发展”作

为教育理念。倡导科学与人文精神相结合，把培

养“志向高远、人格健全、基础扎实、特长明显、富

于创新”的人才作为自己的重任。

优质师资团队

学校现有成熟、负责的专职教师 102 人，其

中高级教师 39人，中级教师 42人，研究生学历教

师 8人。

学校与随州二中教师资源共享，教师责任心

强、教学经验丰富、业务精湛，备受学生推崇。

优质教学模式

学校教育教学模式与随州二中八同步：教学

同进度、训练同试题、考卷同批改、成绩同分析、

备考同要求、信息同享用、教研同安排、管理同模

式。为学生量身定制教育方式（如日语班、艺术

班等）促进学生成人成才。

领先管理理念

经过多年的培育，汉东中学秉承随州二中严

格科学的先进管理理念，紧盯新课改新高考，按

照学生个性特点设计培养路径，依据学生实情安

排课堂教学，并创造性地对学生日常行为实行军

事六化管理：学习生活榜样化、作风养成军人化、

文明礼貌习惯化、日常行为规范化、内务整理标

准化、环境卫生洁净化。量身定制的管理方式，

使学生天天有进步。

领先硬件设施

学校学习生活环境舒适优越：教室空调、多

媒体设备齐全，教学信息化；公寓空调、卫生间、

洗浴室等设施完善，住宿人性化；食堂卫生安全，

饭菜可口，价格适合，饮食家庭化；校园四季常

青，运动场地宽阔，环境园林化。

学校位于随州市城区核心地带，占地 75 余

亩，建筑面积约 30000 平方米，硬件条件和现代

化设施齐全。

学校代码：1202
咨询电话：0722--3280318
报名地址：随州市汉东路 567 号（鹿鹤转盘

东 500米）

随州市汉东中学招生简章

卓越的办学条件 学校占地面积 270 亩，标

准化校舍面积 9 万余平方米，校园绿化面积 6.8
万平米，建有覆盖校园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广播

系统、闭路电视系统、全天候电子监控系统，教学

楼空调、教学智能一体机全覆盖。现有教职工

270 多人，其中特级教师 6 人，高级教师 75 人，随

州市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 46人，研究生学历 25
人，本科以上学历 230多人，在校学生 3100余人。

学校先后荣获“省级文明单位（校园）”“高考满意

学校”“湖北省园林式学校”“全国特色教育示范

学校”“教学质量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深厚的办学底蕴 学校确立了“传文明之风，

扬科学之帆，兴特色之校，育创新之才”的办学理

念，以“才学在实，志向在高”为校训，以“博学善

教，披沙拣金”为教风，大力发扬“身居校园内外，

心想实高荣辱，情系祖国兴衰”的实高精神，致力

于培养基础扎实、素质全面、有持续发展能力的

优秀人才。

优质的教学质量 学校以生为本，以教学质

量为纲。教师业务精湛，师德高尚，爱岗敬业，爱

生如子，落实教师“五个一”活动要求，全力以赴

搞好常规教学，积极参加各级教学比赛和各类教

研活动，努力提高课堂质量，潜心研究高考方略，

着力于让每个学生都成功登上理想的彼岸。多年

以来，学校一直延续着“中考成绩千名外，高考进

入一百强”的独特优势，一直传承着“低起点入

校，高质量毕业”的实高神话，得到家长和社会的

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并获随州市教育局授予的

“高考进步奖”。

靓丽的办学特色 2017年 9月，“圆梦班”助

学活动落户学校，优秀贫困学生享受资助，“圆

梦班”配备最优的师资力量组织教学管理。学校

大力开展艺术教育，面向有专业特长和兴趣的学

生开展艺术教育教学。近年来，连续有艺体学生

考上北体、央美、湖美等全国重点院校。学校成立

日语班，推进日语教学，让学生学好外语，在一定

程度上拓宽了学生走重本学校的渠道。

真诚欢迎有意愿的考生第一志愿填报学校，

按照“志愿优先，优分优录”的录取原则进行招

录。

学校代码：1206
咨询电话：6422888 6413611

13774103379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2022年招生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