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桐中学建校30年来，从无
到有，从租房办校起步，发展到
2022年的4处校区万名师生，建设
工作经历了一个繁复而艰辛的过
程。其间买地征地10多次计260多
亩，协调村庄6个，牵涉拆迁户50
多家，先后建设三层以上楼房30
多幢，付出了李同超等办学人几
十年的心血和精力。

1995年初中部老校区建设
由李同超、王明兰夫妇独立操办
打理，为保证建筑质量，一砖一
瓦、一灰一沙，凡事李同超都亲
力亲为、事必躬亲。从筹划设计、
筹措经费、进料收料、联系建筑
工人、协调村队关系、应对各路
检查人员、保证工地安全，每一
步每一个环节都有李同超的身
影。建设资金不足，李同超借钱、
贷款，找遍了战友和亲朋好友，有
的借几千元，有的贷几万元，费尽
口舌和周折，靠多方挪借最后历
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解决了初
中部老校区一期工程近百万元

的经费问题。1995年6月5日，初
中部教学楼、宿舍楼、办公室、及
功能用房等同时开工，时任县领
导沙德堂、土管局副局长刘忠银
等40多人参加奠基仪式。为责任
到人，教学楼、宿舍楼、办公室、及
功能用房分别由王方进、陈福存、
祥忠、富生等施工队承建。6月15
日，在刚收割完的麦茬地里，在机
器的轰鸣声中，校区施工正式开
挖地槽，砖、灰、沙石料等建筑材
料也开始批量进场。由于当时没
有院墙，为了看护场地，李同超、
王明兰忍受着高温酷暑、蚊虫叮
咬，搭建一个帐篷，作为临时办公
地点。

李同超妻子王明兰宽厚仁
慈，深明大义，全力支持丈夫办
学，他们同甘共苦，度过一次次难
关。1995年夏，她一方面守好工地
和招生点，一方面照顾家庭和孩
子，跑前跑后，日夜奔忙，饱尝了
建校之苦、操心之难，为三桐初期
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汗水。

作为民办学校，基本建设除
了受土地、资金制约外，前期时，
往往前瞻性和预判迟缓，只能边
发展边建设，也出现过建了拆、拆
了建的现象和无奈。2002年建设
高中部校区，李同超带领殷贵亮
等人到济南咨询专家，逐步明确
了建设思路和科学规划的理念。
在后来的小学部、初中部新校区
建设及配套设施建设、绿化美化
中，均高起点、高标准规划，打造
一流工程。期间征用土地、资金筹
措、设计图纸、招标施工等也出现
一系列难题，办学人以超凡的胆
魄和能力一一克服解决。每项建
设，李同超都是亲临一线工地指
挥，不怕风吹日晒，认真查看工程
进度和质量。殷贵亮自2002年起
参加三桐基本建设，以校为家，担
任规划设计技术总监，负责规划
单体设计工程预算的实施，协助
校长处理协调征地遗留问题，见
证了三桐的发展壮大，也立下了
汗马功劳。

桐迎朝阳，凤鸣高岗

曹县三桐中学：办百年名校，创全国一流，打造鲁西南教育新地标！

“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诗经·大雅·卷阿》

在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曹县，三桐教育集团，犹如迎着朝阳的梧桐林，菶菶萋萋，让越来越多的“金凤凰”从这里飞出，“鸣于高岗”。30年筚路蓝缕，从几间民房到占地20万平米的全龄教育校区、从几位退休教师到近千名专职教
职员工、从100名复读生到1万余全龄在校生，曹县三桐中学“独树成林”，如今已经发展成为生源优质、师资力量雄厚、教育教学模式规范高效、、校园环境优美的教育集团巨舰，载着越来越多的学生驶向梦想远方。

建设：“高起点、高标准规划，打造一流校园”

三桐教育集团总校长李同岭
曾说：“学校，是培养人、教育人，让
人成人成才的地方。进入三桐我不
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考大学，但要把
每个人培养成有理想、有追求、人
格健全的人。进入学校，先教学生
怎么做人。做一个人格健全、知识
丰富、体格健壮、对社会有益的人。
这就是我们的追求。”三桐学校的
校训“做好人 求真知 做奉献”，以
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培养栋梁人
才、淳善社会风气为己任，在笃学
圣贤文化、践行儒雅风尚的道路上
自强不息，不懈追求，使学生快乐
学习，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李同岭认为，文化是一个学校
的灵魂，三桐学校的文化核心是弘
扬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用优秀的
民族文化滋润师生心灵。多年来，李
同岭遍访贤达，有幸结识了一批大
师学者，并将大师请进校园。先后创
建了“季羡林书屋”、“冯其庸书屋”、

“叶嘉莹书屋”。三个书屋的创建也
得到了其他大师专家的支持，先后
有饶宗颐、季羡林、冯其庸、叶嘉莹、

沈鹏等多位大师学者为三桐题词，
以资鼓励。三个书屋的名字分别由
欧阳中石先生、虞逸夫先生、冯其庸
先生题写。每个书屋里面都有大师
的塑像、著作、手稿、照片、题字等。
目前，“汉字发展简史馆”和“沈鹏书
屋”正在积极筹建中。大师进校园，
为师生了解大师、亲近大师、品读大
师、感悟人生搭建了平台，加深了学
校的国学底蕴，增强了学校的人文
氛围，提升了师生的生活品位和生
活质量，让全体师生感受经典、传承
国学、涵养人品。多读书、读好书、好
读书已经成为三桐师生的学习、生
活习惯。

学校努力建设书香校园，丰富
学校仁爱教育内涵。高中部每年一
届的红歌会、诗词吟诵会、二十四
孝星评选；初中部校园才艺秀、千
人硬笔书法大赛，小学部每年一届
的六·一才艺汇演、千人太极拳、太
极扇课间操、春季运动会，已形成
了典型的颇具影响力的三桐校园
文化品牌。小学开发仁爱教育校本
课程，主编出版《天下归仁》校本教

材；同时还成立具有本校特色的三
桐艺术团，组建了体育、军乐、武
术、美工、书画、舞蹈六个艺术分
团，开发了舞蹈、军乐、太极、跆拳
道、腰鼓、戏曲、琴书、琵琶、音乐、
美术、书法、手工、诵读、足球、篮
球、乒乓球等十六门校本课程，每
天坚持一个小时为特长培训时间。
丰富多彩的活动的开展，激发了学
生学习兴趣，增进了学生对学校的
热爱，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丰
富了学生的课外生活，形成了现代
与经典结合，儒雅与活泼并存的素
养教育的育人氛围。

三桐从建校以来，就非常重视
校园环境。学校在财力紧张的情况
下，每年投入必要资金，对校园进行
绿化，让校园绿树成荫。在三桐学校
高中部，一石一景、一木一景，建有
牡丹园、芍药园、桂花园、桃李园、杏
坛。有在黄河流域成活第一例的亚
热带树种香樟树，四五月间会开满
圆锥序状的黄绿色花儿，香气溢人。
还有八月金桂飘香，春天白玉兰、紫
玉兰竞相开放，牡丹、芍药盛开。师

生从园中的太湖石、灵璧石、紫云
竹，明白了园林学的“园无石不雅，
庭无竹不幽”，中心花园的主题雕塑
在花香翠色环绕下，展翅欲飞，象征
着三桐学子鹏程万里。桃李园、杏坛
里的雕塑“问道”“解惑”让师生捂到
了学无止境、虚心好学的道理。

小学部栽种了垂柳、柿子树、
石榴树和海棠、桂花等花木，建成
了凤鸣湖、文化名人长廊、孔子游
学碑、书山、学生种植基地等校园
景点。田径场旁、篮球场外，到处绿
树成荫、鸟语花香，校园更像花园，
成为学生的乐园。初中部新校区建
成后，李同超带领家人和师生植树
种花，购置了香樟树、老槐树、榆
树、300年树龄的红梅、200年树龄
的腊梅、石榴树等名贵树种，餐厅
楼前建了海棠、桂花、白玉兰、樱花
四处花园。在集贤亭长廊悬挂了季
羡林、饶宗颐、冯其庸、沈鹏等大师
书法木刻横匾、楹联，在上善楼阅
览室、走廊等处布置了10多件巨幅
书画作品。校园形成了花香、书香、
诗情画意的宜人环境。

如果说文化是学校的灵
魂，那么质量就是学校的生命。
教学质量一直是三桐学校的核
心工作，而组建好一支师德高
尚、业务精湛、爱岗敬业的教师
队伍是顺利完成教书育人使命
的先决条件。

三桐学校以建设“学习型
校园”为目标，全力打造学习
型、专家型的教师队伍。学校不
计成本，不惜代价，竭尽所能的
加大教师队伍的培养力度，为
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的专业成
长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近几年，更是每年多次从省实
验中学、山师附中、天津中学、
精英中学临川二中等省内外名
校请来一批批专家型教师走进
三桐课堂，既听课、评课，也给
三桐老师上示范课，有效地促
进了三桐中学教师队伍整体素
质提高和教学水平提高，高考
成绩也逐年攀升。

学校先后组织教师到洋思
中学、兴华学校参观学习，积极
参加市县教研活动，2016年又与
山大二附中、山师大二附中结为
友好学校，选派部分教师前去听
课，大大开阔了教师视野，提升
了教研教学水平。2014年，三桐7
名初中教师参加菏泽市教学比
赛全部获奖，其中一等奖4人，三
等奖3人。三桐中学被县教育局
评为“教学改革先进实验学校”。
其中，目前任教于学校王万法老
师更是三桐高中的优秀教师代
表。王万法毕业于菏泽师范专
科，但他刻苦自学、努力钻研，积
极报名北京大学在山东大学举
办的全国数学师资培训以及山
东省教育部门举办新课程远程
研修，他的数学功底和教学水平
迅速提高，校长及师生都称他为

“数学大王”。王万法先后被评为
“曹县教学能手”“曹县优秀教
师”“山东省民办教育优秀教

师”。菏泽市举办全市高中教师
新课程培训和有关业务讲座，他
也是仅有的民办学校教师当主
讲人。

多年的上下求索、艰苦拼搏
换来的是累累硕果、李艳桃芳。
2004年，三桐学校高中应届本科
上线率在全市民办学校中名列
前茅，2005年高考再创佳绩，
2006年高考成绩再上新台阶，重
点本科上线人数及上线率均居
全市民办学校之首。2009年三桐
中学高考本科录取达700余人，
获得大面积丰收。2010年又创历
史新高，高分段人数，本科上线
数在县内遥遥领先，高度上实现
了历史性突破，理科最高分达
682分，超出重点线102分；位居
全县第一，仅以4分之差屈居全
市第二。数量上，重本上线114
人，过军检线306人，过本科资格
线1076人。2016年高考再创佳
绩，本科上线高达528人，连续两
年被评为“菏泽市高中教学先进
单位”。2017年本科上线人数526
人，其中吕梦媛同学以648分的
成绩摘取曹县高考理科状元的
桂冠。2018、2019高考连攀新高，
其中2019年高考本科上线741
人，并再次被评为“菏泽市高中
教学先进单位”。高质量的教学
有目共睹，三桐高中建校28年
来，先后向高等院校输送本科生
6000多人，很多考入双一流大
学，三桐学校已成为鲁西南民办
教育的一面光辉旗帜。

建校以来，三桐学校多次
受到国家、省、市、县主管部门
的嘉奖和表彰。三桐学校先后
被评为“全省民办教育先进集
体”“省关心下一代先进集体”

“全国民办教育百强学校”“中
国民办十大知名品牌学校”“全
国特色教育示范单位”等等荣
誉称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
文化托起孩子腾飞的翅膀。

为给国家培养更多的优秀
职业技术人才，目前，曹县三桐
教育集团又吹响向职业教育进
军的号角，申请成立的“曹县三
桐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已获得
菏泽市教育局批准，各项工作
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
中。在三桐教育集团董事长李
同超带领下，目前，职业教育学
校筹备团队正在全国各地考察
学习，他们将借鉴国内一流职
业教育学校的管理和办学经
验，配备精干的师资力量，制定
完善的专业设置，以及最具现
代化的硬件教学设施，为下一
步职业教育招生打下良好的基
础。曹县三桐教育集团将一如
既往，在努力提升普通高中教
育办学水平的同时，拓展出一
条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特色办
学之路，坚持“职普并重，齐头
并进”的办学宗旨，努力实现职
普两类高中招生大体相当，教
学模式大胆创新，凭借高效勤
勉的治学、科学严谨的管理，培
养出一批批德才兼备且具文化
知识，也具专业技能的英才，让
学子们带着嘱托、梦想和希冀，
飞出这个赋予他们茁长成长的
蓊郁茏葱的梧桐林，飞向更加
广阔的天地。

雄关漫道真如铁，如今迈
步从头越。三桐，这个立足于乡
土的民办教育品牌，从小而大、
由弱变强，发展到今天，正向高
端、优质、精品转化，建设“百年
名校”，打造“全国一流”，成为
未来三桐奋力发展的目标和方
向。

提起曹县三桐中学的创办，
就不得不提李同超、李同岭兄弟
俩的创业故事。

1988年，曹县大集镇李楼村
的李同超从部队转业，被安置到
曹县审计局工作。1991年，李同超
在审计工作中发现，当时的曹县
全县有小学毕业生3万多人，50多
处公办初中仅能招收15000人，小
学升入初中比例为52%。初中毕
业生有2万人，全县6处国办高中
招生总量不足6000人，仅能招初
中毕业生的33%，尚有万余名毕
业生求学无门，教育教学资源严
重匮乏。这些数字，深深地触动了
李同超的内心，他想做一些事情，
一些让孩子们都有学上的事情。

多年的军旅生涯造就了李同
超高效的做事风格，打定主意，说
干就干。1991年夏，李同超开始酝
酿办学事宜，和族人李均良合作
并商议先招复习班，并在暑假里
聘几名退休老教师，开始在一个
小院组织试讲试学，吸引很多初
三毕业生来听课。复习班很快招
收100多人。学生有了，校舍却迟
迟未建好。为了不影响秋季开学，
李同超一面找闲置的影院放映厅
做过渡性校舍，一面抓紧新校舍
的建设。连日奔走，夜不能寐，终
于在李同超等人的努力下，这100
多名复习生被分成两个班，于当
年秋季准时开学。

1992年5月20日，《重阳中学
办学执照》即办学许可证正式获
得批准，李同超的办学之路正式
开启。

创业艰辛，不仅需要想法，还
需要孤注一掷的胆量和勇气，李
同超很幸运，得到妻子王明兰的
大力支持，把当时所有积蓄同转
业安置费全部拿出来投资办学，
开始了艰辛的办学历程。当年，学
校初三复习班中考成绩突出，在
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学校开始
被社会认可，当年秋季初一新生
两个班很快报满。1993年又招两
个初一班，学校得以快速发展。

1994年夏又开始招高一新生两个
班。

1994年，6个教室已不能满足
需要，需重新选址，与此同时重阳
中学也正式分家。1995年，李同超
在县棉纺厂东侧、刘楼村后购置
土地21 . 3亩，开始独立办学，并
开始新校区的建设。从平房到教
学楼，从320名学生到18个教学班
近千名师生，学校规模进一步扩
大。1996年，李同超的大哥李同岭
经有关领导同意提前退休，便开
始参与学校管理，“打虎还须亲兄
弟，上阵无过父子兵”，李同岭的
加入，使学校也步入了发展的快
车道。1997年，学校正式更名为三
桐中学，寓意“梧桐育成林，飞出
金凤凰”，李同岭任校长。

2002年，青岛路南段的高中
部新校区开始建设，成为独立的
高中校区，老校区则成为独立的
初中部，这也是三桐发展中最困
难的时期。李同超一直坚守在工
地，克服资金短缺等重重困难，
2004年高中部全部建设竣工，李
同超回初中部管理，高中部由其
大哥李同岭负责管理。

2008年，三桐初中部已发展
到1600多人。2009年初中班已达
到24个，在校初中生达1800余人，
且生源质量逐年提高，教学成绩
跃升到全县前五名，为高中提供
了充足而优质的生源。从2009年
起，高中开始划出了最低录取分
数线，使学生生源的质量又上了

一个新台阶。
三桐初中、高中发展迅速，规

模不断壮大，本着完善教育体系，
发展12年一贯制学校的目标，
2013年，李同超决心创办三桐小
学。2013年，小学部建设拉开序
幕，李同超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并
亲临一线指挥建设，历时2年建起
了高标准的小学部。高标准的教
学楼、餐厅、宿舍楼，塑胶跑道、田
径场、篮球场一应俱全。校园里处
处绿树红花，鸟语花香，凤鸣湖、
一鉴亭、孔子游学碑、书山、文化
长廊等校园特色景点让学校文化
内涵更加丰富。到2022年，三桐小
学部师生达2800人，成立各类特
长班40多个，通过坚持走素质教
育发展路子，办出了特色，取得显
著成绩。至此，三桐教育集团迎风
远航。

从建校之初，到此后20多年，
三桐学校如她所寓意的一般迎着
朝阳，茁壮成长，兀自成荫。由原
来租用几间民房、几位退休教师、
100多名学生的初中补习班，发展
成为现在拥有高中校区、初中部
新校区、初中部老校区和小学部
四个校区，总占地面积19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159300余平方米，
总投资7 . 8亿元，小学、初中、高
中三个学段，220个教学班、近千
名专职教职员工、11000余名在校
生的优质化、平民化、特色化的花
园式学校，也让曹县三桐教育集
团这艘巨舰乘风启航。

建校：“育成梧桐林，飞出金凤凰”

办学：文化立校，用优秀的民族文化滋养学生

争先：强势崛起，打造鲁西南教育新名片

曹曹县县三三桐桐教教育育集集团团创创始始人人董董事事长长李李同同超超曹曹县县三三桐桐教教育育集集团团总总校校长长李李同同岭岭

多年来，李同超和李同岭
以爱国敬业的理念、诚信做人
的规范、质量至上的坚守、以校
为家的情怀、仁济和睦的友善、
争先创优追求的三桐精神，吸
引了同样身怀社会责任、志同
道合的教师们一起奋战，培养
了一批又一批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
接班人。

三桐中学从建校起，就确
立了“办平民化学校，惠泽桑梓
乡亲”的办学定位，坚持低收
费、严管理、高质量的办学理
念，逐步加大济贫扶困力度，形
成了一整套爱心助学制度。针
对家庭困难学生，学校启动了
生活上扶贫、学习上扶智、精神
上扶志、品行上扶德、心理上扶
健等全方位的爱心助学工程，
开展了以“关心思想，关心学
习，关心生活”为宗旨的爱生助
学三帮活动(帮做人、帮学习、
帮生活)，使资助活动进一步拓
展空间，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三桐学校绝大多数学生来自

农村，家庭困难学生相对比较多，
其中还有不少是单亲或失去双亲
的留守儿童。为了帮助这部分学
生顺利完成学业，除让他们享受
国家特困补助外，学校还拿出专
项资金对他们实行免、减的政策，
决不让他们因交不起学费而辍
学。这项政策每年惠及近500人，
金额达90余万元。有些生活仍有
困难的，学校还发给他们每月60
至300元不等的生活费。30年来，
学校资助的贫困学生达9000多人
次，累计资助金额1700多万元。

此外，自2015年以来，三桐
学校春节期间开展暖心救助活
动。将困难学生、单亲家庭等作
为优先帮扶对象，每年在每个
校区筛选出30多名特殊帮扶学
生，统一购置了米、面、油等物
品，并带着慰问金，由李同超带
队，到魏湾镇、普连集镇、孙老
家镇等20多个乡镇街道慰问困
难学子。并为困难学生建档，免
除了部分困难学生在校的一切
学习费用。为了让留守儿童不
再孤独，还特地开展了为留守

儿童“集体过生日”活动。目前，
全校已有900名学生享受了集
体过生日的待遇，让孩子们感
受到了三桐大家庭的温暖。

“我是李志攀，我于2001年
毕业于三桐中学，以648分的优
异成绩考取兰州大学实用物理
专业，在兰大四年专业成绩始终
第一，2005年免试进入北大原子
核物理专业攻读硕博连读研究
生，现为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这些成
绩的取得都离不开母校三桐中
学传授给我们的品质和理念，在
此对母校表达衷心的感谢，谢谢
母校的恩师。”学生代表李志攀
如是说。而像李志攀这样从三桐
走出的优秀学子，数以千计。

为响应国家号召，大力发
展职业教育，日前，曹县三桐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已获菏泽市教
育局批准成立，各项准备工作
正在筹备之中。相信在未来的
几年，将会有大批的技术生、职
业生从这里走出校门，踏入社
会贡献他们的力量。

育人：“办平民化学校，惠泽桑梓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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