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
润
教
育
集
团
介
绍

天润教育集团是以
高端民办教育为主的教
育投资机构，总部设在
海南三亚，在全国多地
均有投资项目，目前在
校生4万余人。旗下投
资均被列为省市重点建
设项目，受到当地政府
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
重视，赢得了广泛的社
会赞誉。

海南鲁迅中学：投
资8亿元，一校三区，占
地 600 余 亩 ，在 校 生
15000 人，获得“海南省
十佳民办学校”、“海南
省教育教学先进单位”、

“海南省诚信办学单位”
等荣誉称号，是全国四
所以“鲁迅”冠名的学校
之一。

天门教育产业园暨
天门外国语学校：2016
年天门市省级重点建设
项目，是一个集学前教
育、基础教育、国际教
育、教育培训、学术交
流、教育资源开发于一
体的高端综合性教育产
业园，投资 10 亿元，占
地 800 亩。天门外国语
学校是一所集小学、初
中、高中于一体的十二
年一贯制寄宿制学校，
2016 年 9 月开学，目前
在校生 10000 余人，教
职工 1000 余人。办学
三年来，在省、市各级各
类教学教研竞技中获奖
200 多个，在省、市各级
各类学科竞赛和文体活
动中获奖 800 多人次，
赢得了社会各界和广大
学生家长的高度赞誉。

应城教育产业园暨应城外国语学
校：2017年应城市省级重点建设项目，
是一个集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国际化
教育、教育培训、学术交流、教育资源开
发于一体的高端综合性教育产业园，投
资 5 亿元，占地 350 亩。应城外国语学
校是一所集小学、初中、高中十二年一
贯制寄宿制学校，2017 年 9 月开学，目
前在校生6000余人。应城外国语学校
以惊人的建设速度、园林式的建筑风
格、高标准的办学要求赢得了应城市
委、市政府的高度评价，开学之初即在
应城引起轰动效应，赢得了全市人民和
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汉川教育产业园暨汉川外国语学
校：2019年孝感市省级重点建设项目，
是一个集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国际化
教育、教育培训、学术交流、教育资源开
发于一体的高端综合性教育产业园，投
资 5 亿元，占地 320 亩。汉川外国语学
校是一所集小学、初中、高中于一体的
十二年一贯制寄宿制学校，招生规模
9000人，目前正在建设之中，定于2020
年9月开学。

优势之一：现代化的育人环境
学校教育教学设备均按国内一流标准配

置，配套设施齐全。教学楼科学规划，布局合
理，功能齐全，每间教室均配有现代化多媒体
教学设备。综合实验楼建筑面积近万平米，
拥有各科类实验室，能满足中、小学各类教学
实验，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艺术楼设有音
乐室、美术室、书法室、形体室、舞蹈室、钢琴
房、录播室等专用教室，还有创客室、人工智
能室、击剑馆、跆拳道馆、戏剧表演室、手工制
作室、棋类活动室、学术报告厅和图书馆等功
能馆所。体育运动场均按照国际专业标准建

设，拥有标准全塑400米田径场和250米田径
场、足球场、排球场、乒乓球场、篮球场、网球
场、高尔夫练习场等专业运动场地，并建有室
内大型游泳馆。校园绿树葱葱、青草茵茵，绿
化面积达40%以上。位于学校中轴线上的景
观广场（鲁迅广场）6000多平米，是紧张的学
习之余同学们首选游憩之地；教学区和生活
区之间的景观大道（桂园大道）贯通校园南
北，书声琅琅、桂花飘香。一流的教育教学条
件、生态化的校园为学生提供了多元化发展
的基础和广阔的个性发展空间。

湖北咸宁鲁迅学校由天润教育集团投资建设，是咸宁教育产业园第一期建设项目，咸宁教育产业园是2019年咸宁市省级重点建设项目，规划用地350亩，总建筑面积24万

平米，计划总投资6亿元，是集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国际化教育、教育培训、学术交流、教育资源开发于一体的高端综合性教育产业园。湖北咸宁鲁迅学校占地338亩，建筑面积

约18万平米,招生规模7000人，是集小学、初中、高中于一体的十二年一贯制寄宿制学校，于2019年9月1日正式开学。学校建设内容包含资源中心、教学楼、实验楼、宿舍楼、

食堂、文体楼、游泳池及配套用房，室外体育设施工程，室外配套工程等。学校把“求知为根 立人为本”作为办学宗旨；把“以人为本 多元发展”作为办学理念；把“多元发展 个

性成长 外语特色 国际视野”作为培养目标，以“集团优势 名校资源 专家治校 国际合作”为办学策略，采用“小班制教学 寄宿式管理 全方位育人 个性化发展”的办学模式，

突出“精品式教育 智能化教学 精细化管理 全龄段育人”的办学特点，努力实现办学的一体化、特色化、现代化、国际化，全力打造“省内一流 全国知名”名校。

优势之二：优质的师资队伍
湖北咸宁鲁迅学校聘请省内知名校长，

吸纳全国各地优秀教师，高薪选聘当地骨干
公办教师，聘请全职外籍教师，对上岗教师
进行岗前培训学习，熟悉办学的教育理念、

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学校提供优越条件
引领教师广泛开展教学研究和教育模式的
探索，关注教师专业成长，极力打造一支富
有爱心、专业过硬、素质精良的师资队伍。

优势之三：精品式的教育
学校实行小班制教学。小班制教学能

带给孩子更多的学习机会，能充分提供展示
自己、锻炼自己、交流合作的机会，使每一个
孩子得到老师更多的关注，更好地实现以人
为本的个性化教育。小班制教学能带给老
师更好的发展，小班制教学学生数量少，教
师能有更多的时间、空间和精力去学习和积

累，去“分析与反思”自己的教学和效果。
定制个性化教育方案，因材施教，培养

精英人才。一改传统教育以教师为中心的
教育模式，将学生作为教学的中心环节。个
性化教育的教学与学习过程更加灵活自由，
富有人性化，让家长更放心，让学生学习更
省力。

优势之四：智能化的课堂教学
学校教学全方位实行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和多媒体化，实现开放、共享、交互、
协作的学习模式。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为代表的网络时代已经来临，以教育信息
化促进教育现代化，用信息技术改变传统
模式。以计算机辅助教学为核心的多媒体

教学能给学生的学习提供丰富多彩的信息
资源，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和探究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从传统的被动地接受知识、理
解知识、掌握知识转变为主动地获取知识、
处理知识、运用知识，具备较强的自我学习
能力。

优势之六：多元化的课程体系
学校以国家规定课程为主线，以校本课程

和艺体课程为副线，形成多元化的课程体系。
开足开齐教学大纲所规定的课程。遵循

教育规律，小班制教学，采用多种的教学方法，
拓展思维，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孩子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提
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语言能力，把英语作为学
校文化的重要元素，不仅强化英语课堂教学，
还将英文渗透到校园生活、课外活动中，让学
生爱上英语。英语课时每学年不少于280学
时，中外教师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注重校本课程开发和校园文化建设。校
本课程以鲁迅文化传播、传统文化教育和小语
种教学为主题，强化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训
练，提升文学素养，传承民族文化和国粹教
育。根据学生兴趣，开展小语种教学，增强学
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和沟通能力，培养学生的国
际视野和国家情怀。

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精神层次的培养，
大力开展艺体教育。为陶冶情操、开启心智、
塑造健全人格，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根据学
生不同发展的需要，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
点，围绕艺术、体育特长开展“2+2”、“2+1”工
程的艺体教育，即在学生小学学习阶段实施

“2+2”工程（两项艺术特长+两项体育技能），经
过专业系统的训练与培养，帮助学生掌握两项
艺术和两项体育技能；初中阶段实施“2+1”工

程（两项体育特长+一项艺术特长），即学生在
初中阶段掌握两项体育特长和一项艺术特长。

小学“2+2工程”简介
小学2+2工程及兴趣课程
学生在小学阶段通过课上学习掌握两项

体育特长和两项艺术特长。
双优类：高尔夫、击剑、网球
体育类：乒乓球、足球、游泳、羽毛球、篮

球、轮滑、啦啦操、花绳、跆拳道
艺术类：儿童画、趣味手工、陶艺、素描、版

画、剪纸、国画、书法（硬笔、软笔）、拉丁舞、舞蹈
音乐类：琵琶、二胡、小号、长号、长笛、萨

克斯、打击乐、古筝、竹笛、小提琴、合唱
中学“2+1”工程简介
中学2+1及兴趣课程
学生在中学阶段必须通过课上学习掌握

两项体育技能和一项艺术特长。同时在课余
时间进行社团兴趣课与双优课程的选学。

2+1课程：
双优课程：
高尔夫、击剑、网球
体育类：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游泳、

啦啦操、花绳
艺术类：管乐、美术、合唱、舞蹈
社团兴趣课：
篮球、足球、羽毛球、游泳、啦啦操、花绳、

管乐、打击乐、舞蹈、合唱、播音主持、美术、航模

优势之五：精细化的管理
在教育教学、学生工作、安全保障、后勤

服务等方面全面落实精细化管理。老子云：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健
全各项规章制度，明确精细化管理的内涵，
并对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控。细化学校
常规管理，落实各项管理制度，严格督查考

核；细化教学常规管理，对检查、评比、考核
结果与绩效挂钩；细化学生常规管理，以“管
理育人、服务育人、教书育人”作为日常管理
三条线；细化后勤服务管理，牢固树立教职
工的服务意识，确保饮食卫生、用水用电、课
外活动等各个环节的安全。

优势之七：安全健康的学生生活
餐食：小学实行配餐制，中学实行自选

餐。学校有统一的供货渠道和严格规范的标
准操作流程，菜品丰富多样，由营养师根据学
生身体成长的需要，科学合理安排，有效地保
证学生每日餐点的膳食卫生和营养需求。

住宿：学生实行全寄宿制，统一公寓式管
理。学生公寓装有空调和生活橱柜，学生宿舍
配有独立卫浴，早、中、晚提供热水。生活老
师、校医、保安24小时值班，校园监控网络全

覆盖，确保学生的健康、安全。在寄宿制集体
生活中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自主独立
生活能力，为将来的生活能力打好基础。

服装：学生在校期间统一穿着校服。学
校与知名服装品牌合作，根据学生的生活、学
习需求，就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体骨骼发育、
审美偏好等问题进行细致调研，按季节为学
生提供时尚、舒适、健康、环保的功能性校服
套装。

优势之八：全龄段育人
学校集小学、初中、高中十二年一贯制于

一体，为孩子提供全龄段教育体系，学校各种
优质教育资源充足，也是孩子成人成才的一站
式教育综合体。全龄段教育有利于中、小学的
过渡衔接，避免脱节现象，顺利地解决了小升
初和初升高的衔接关系，不仅在在学习上可以
相会渗透，为高学段的学习做好铺垫，还使学
生提前适应高学段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从生理

上、心理上向高年级顺利过渡。另外，还可以
利用一贯制的教学资源优势和教师优势，从小
学开始不间断培养个人的爱好特长，专业教师
跟踪提升发掘学生的潜能。

对一贯制学校而言，六年级不再是毕业年
级，而只是学校的一个中间年级，自然升到七
年级，不用再次选择上中学的学校，可以缓解
择校压力，为家长和孩子减轻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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