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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害了！ 中考成绩物理化学满分，数学差两分满分，总分 561 分———

柴君德 市十四中因你而骄傲
□本报记者 王雪 文/图

他说 要有向上的心和感恩的心
都说天道酬勤， 努力方能

成功。 没错，努力是必须的。 正
是初中三年的努力积蓄， 才有
了盛夏战场的一朝勃发。

性格文静，沉稳内敛，是柴
君德给人的第一印象。 提及学
习，他说：“学习要有动力。 要有
一颗向上的心，有目标有梦想；
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感恩身边
每个人对你的付出。 ”

“我真的非常幸运，我遇到
的每位老师都非常好，他们一
遍遍地为我们梳理知识点、与
学生谈心，给了我很多帮助。 ”
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柳娜无私，
数学老师田果严谨，英语老师
张贤严格，政治老师王清晓的
不倦， 历史老师邢书芬的不
怠，物理老师徐士明校长的睿
智，化学老师饶帅的认真……

柴君德整天被老师们的爱感
动着。

“我不想辜负老师的良苦
用心， 更不想辜负父母的辛
勤操劳。 ”柴君德告诉记者，

“在家里，父母每天早起用心
做饭， 上网课的姐姐抽空给
我解疑， 还有同学们互相鼓
励、帮助，这些都是我努力的
源泉。 ”

在 2020 年中招考试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中，南阳市第十四中学校柴君德
从全市近 13 万考生中脱颖而出， 最终
取得了物理、化学满分，数学差两分满
分，总分 561 分的优异成绩。他，缘何成
为学霸？ 有哪些学习秘诀？

父母说 庆幸俩孩子都是从这里毕业的
“我庆幸俩孩子都是从这里

毕业的。 ”柴君德的父亲柴从超
说，“这里的老师责任心都特别
强，根据每个学生特点及时与家
长沟通，对孩子比我们家长都上
心。 ”每天晚上，他都能从班级微
信群中得到班主任老师关于学
习和生活的相关指导。 家校联
手，及时沟通，相互配合，从而引
导孩子茁壮成长。

“女儿上小学四年级时从农

村转到十四中小学部，之后在这
里读初中。儿子则是原汁原味的
十四中学生。 ”2015 年，女儿以
学校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市一
中，现在上海大学数学系就读。

柴从超和爱人都是中光厂
职工。 一个从不抽烟喝酒，另一
个从不化妆买新衣服。俩人文化
程度虽不太高， 却深谙教育之
道。 每每吃饭时，他们总爱和孩
子们聊做人的道理，比如做人要

无愧于心，要懂感恩……就是在
这些朴实无华的引导中，柴君德
渐渐在父母身上学到了踏实、勤
恳、善良的品质。

在学校里， 每天自由讨论
时，柴君德身边总是围着很多同
学，他耐心细致地为同学讲解题
目。 尤其作为物理学科长，他尽
职尽责。 每次考试需要拉桌子
时，他都举手主动留下，往往最
后才走。

班主任说 自主管理助力孩子成长
在班主任老师柳娜的眼里，

柴君德是个稳重、爱思考、信念
坚定、自律的学生。

百天冲刺时学校召开视频
会议， 柴君德作为学生代表发
言，他说：那些在关键时刻力挽
狂澜的人不一定是知识渊博
的人，但一定是有毅力、坚强无
私、沉着冷静的人。 由小目标到
大目标，一丝不苟地一个一个实
现。 坚守内心的阳光，才有力量
向前闯。

为什么说他信念坚定呢？在
那次发言中，柴君德说：“博文约
礼，成德达才，这是南阳市一中
的校训。 ”很多同学誓考一中，但
能把一中校训记在心间的学生
应该不多。 此次中考，他只填报
了一个志愿：市一中。

疫情期间学生在家上网
课，天天守着电脑有没有想玩

的想法？ 面对记者的疑惑，这
个 18 岁的大男孩笑了，“上网
课可比玩电脑有意思多了。 我
和姐姐一人一台电脑，各上各
的课。 ”对了，他们在家时，父
母从来不看电视、不玩电脑和
手机。

“做笔记，背概念，刷试卷，
集错题， 每一分一毫都无比重
要。 ”柴君德说，“自律是努力的
催化剂，从一年级就在十四中的
我，可以说是和自主管理一起长
大的。 ”

一直以来，市十四中坚持立
德树人，自主花开。 学校富有特
色的育人模式———自主管理，成
就了每个孩子的全面发展、个性
发展、 自主发展。“自主管理之
下， 柴君德从一名普通学生，逐
渐成长为自管委副主席、物理学
科长，综合能力得到全面发展。 ”

柳娜说：“一模之后，我们班两个
小组共同自主承办主题班会，柴
君德组承办的是关于学习经验
的交流。 作为主持人，他组织得
很好，活动超出了预期的效果。 ”
当雏鹰终展开翅膀，自主管理也
结出累累硕果， 教会他自立、自
强、自省、自律，让他面对未来自
信满满、后劲十足！

师生同行，家校联手，用爱
陪伴，已成为十四中人最温暖的
坚守；尊重个性，挖掘潜能，成就
最普通学生的优秀，始终是每一
个十四中人执着的追求。 此次中
考中，仅柴君德所在的九（6）班，
全班 71 名学生，530 分以上就
有 10 人，510 分以上 36 人，500
分以上 46 人。

精进不休，天道酬勤。谈及未
来， 柴君德表示他的目标是清华
大学，我们祝他心想事成！ 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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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父母每天早起用心
做饭， 上网课的姐姐抽空给
我解疑， 还有同学们互相鼓
励、帮助，这些都是我努力的
源泉。 ”

父母说 庆幸俩孩子都是从这里毕业的
“我庆幸俩孩子都是从这里

毕业的。 ”柴君德的父亲柴从超
说，“这里的老师责任心都特别
强，根据每个学生特点及时与家
长沟通，对孩子比我们家长都上
心。 ”每天晚上，他都能从班级微
信群中得到班主任老师关于学
习和生活的相关指导。 家校联
手，及时沟通，相互配合，从而引
导孩子茁壮成长。

“女儿上小学四年级时从农

村转到十四中小学部，之后在这
里读初中。儿子则是原汁原味的
十四中学生。 ”2015 年，女儿以
学校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市一
中，现在上海大学数学系就读。

柴从超和爱人都是中光厂
职工。 一个从不抽烟喝酒，另一
个从不化妆买新衣服。俩人文化
程度虽不太高， 却深谙教育之
道。 每每吃饭时，他们总爱和孩
子们聊做人的道理，比如做人要

无愧于心，要懂感恩……就是在
这些朴实无华的引导中，柴君德
渐渐在父母身上学到了踏实、勤
恳、善良的品质。

在学校里， 每天自由讨论
时，柴君德身边总是围着很多同
学，他耐心细致地为同学讲解题
目。 尤其作为物理学科长，他尽
职尽责。 每次考试需要拉桌子
时，他都举手主动留下，往往最
后才走。

班主任说 自主管理助力孩子成长
在班主任老师柳娜的眼里，

柴君德是个稳重、爱思考、信念
坚定、自律的学生。

百天冲刺时学校召开视频
会议， 柴君德作为学生代表发
言，他说：那些在关键时刻力挽
狂澜的人不一定是知识渊博
的人，但一定是有毅力、坚强无
私、沉着冷静的人。 由小目标到
大目标，一丝不苟地一个一个实
现。 坚守内心的阳光，才有力量
向前闯。

为什么说他信念坚定呢？在
那次发言中，柴君德说：“博文约
礼，成德达才，这是南阳市一中
的校训。 ”很多同学誓考一中，但
能把一中校训记在心间的学生
应该不多。 此次中考，他只填报
了一个志愿：市一中。

疫情期间学生在家上网
课，天天守着电脑有没有想玩

的想法？ 面对记者的疑惑，这
个 18 岁的大男孩笑了，“上网
课可比玩电脑有意思多了。 我
和姐姐一人一台电脑，各上各
的课。 ”对了，他们在家时，父
母从来不看电视、不玩电脑和
手机。

“做笔记，背概念，刷试卷，
集错题， 每一分一毫都无比重
要。 ”柴君德说，“自律是努力的
催化剂，从一年级就在十四中的
我，可以说是和自主管理一起长
大的。 ”

一直以来，市十四中坚持立
德树人，自主花开。 学校富有特
色的育人模式———自主管理，成
就了每个孩子的全面发展、个性
发展、 自主发展。“自主管理之
下， 柴君德从一名普通学生，逐
渐成长为自管委副主席、物理学
科长，综合能力得到全面发展。 ”

柳娜说：“一模之后，我们班两个
小组共同自主承办主题班会，柴
君德组承办的是关于学习经验
的交流。 作为主持人，他组织得
很好，活动超出了预期的效果。 ”
当雏鹰终展开翅膀，自主管理也
结出累累硕果， 教会他自立、自
强、自省、自律，让他面对未来自
信满满、后劲十足！

师生同行，家校联手，用爱
陪伴，已成为十四中人最温暖的
坚守；尊重个性，挖掘潜能，成就
最普通学生的优秀，始终是每一
个十四中人执着的追求。 此次中
考中，仅柴君德所在的九（6）班，
全班 71 名学生，530 分以上就
有 10 人，510 分以上 36 人，500
分以上 46 人。

精进不休，天道酬勤。谈及未
来， 柴君德表示他的目标是清华
大学，我们祝他心想事成！ ①1

柴君德和和班主任老师柳娜

成立大会 评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