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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第十九中学校 2020 年中招考试勇创佳绩——
—

潜心耕耘育桃李 一朝捷报满堂红
□本报记者 王雪

潜心耕耘育桃李，一朝捷报满堂红！
2020 年中招考试成绩揭晓，南阳市第十九中学
校成绩喜人，凭借实力赢得众人喝彩！ 其中 500 分以
上 209 人、510 分以上 132 人、515 分以上 106 人。
矢志不渝桃李芬，天道酬勤事竟成。 在生源质量
处于劣势的严峻形势下，一直以来，市十九中坚持低
进高出、低进优出，全体师生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众
志成城迎难而上，终于取得了如今令人振奋的佳绩！
这是学校全体教师辛勤付出、默默奉献的结果，这是
家长们鼎力支持、深度信任的结果，更是学生们勤奋
自律、博学笃行的结果！ 让我们一起走近部分优秀学
子，聆听他们的学习秘诀。

★ 李喆 552 分
怎样学习才能拿到高分呢？ 其实，很简单：走心!
首先，学习态度要走心。 上课时走心，体现在老师讲的内容要用
心记下。 下课时走心，是在学习任务完成的前提下，进行有必要的放
松。其次，做题要走心。 学习，要追求举一反三的效果，要学会某一类
型的题，而不仅仅是某一题的解法。 最后，习惯要走心。 在学好基础
知识的前提下，我认为，好的做题习惯比理解知识更为重要。
渠清焕老师说：李喆在学习上自律自信，目标明确。 他在课堂上

专注听讲，在课外善于规划时间，合理利用碎片时间，学习效率极
高。 他最突出的优点是，理科答题规范简洁，堪称标准答案的模板。

★ 宋雪杰 541 分

★ 李怡蓁 541 分

要有目标，并朝着目标不断努力。 有了目标，就有学习的方向和
动力。 少年有梦，不应止于心动，更要付诸行动。 有目标，我们便要不
断努力，朝着目标前进。 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总会有许多阻碍和挫
折， 但不要因为这些而质疑自己的努力， 要告诉自己：
“
努力不会白
费，今日撒下的种子正在你看不到想不到的地方悄悄地生根发芽。 ”
王睿老师说：
“
真人不露相”用在宋雪杰身上最合适了。 在她不
爱说话的外表下，藏着一颗勤奋、努力、上进的心。 她在课堂上聚精
会神、思维敏捷，能够刻苦钻研；在生活上，她常常想他人所想，乐于
助人；她从不骄傲自满，是个稳重、诚实、大方的学生。

★ 周琦博 540 分

学好理科，就要主动探究、独立思考。 数学，首先计算能力必须过
硬；其次，对于难题不能只针对某道题去听老师讲，更要知道这类题
如何做，学会抓住问题的本质，深入思考并建立数学模型。 物理，灵活
掌握运用公式非常重要。 化学，读背知识较多，基础知识要扎实。
学好文科，关键是多积累、多背诵。 不管哪一学科，最重要的是课
堂效率要高。
丁香兰老师说：李怡蓁在学习上有两大优点：一是专注，从不做

与学习无关的事。 二是善于思考和总结学习方法，遇到问题时，她会
多角度、深层次思考。

学习无捷径可走，方法得当是成功的前提：平时要注意多观察、

绩的大幅提升，尤其是英语考了 115 分，是最令我开心的。
我认为， 学习中要好好利用课堂时间， 认真听老师讲的每一句
话，遇到不会的问题马上提出来当堂解决。 认真专注是最高效利用课
“
书山有路勤为
堂的金钥匙；要合理利用时间，提高学习效率；牢记

多思考，积累优美词句，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 学习英语时，要准备一
个词汇积累本；学习数、理、化，要为自己准备一个错题集，方便考前
查漏补缺。 利用好自己的假期，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的同时，要查
“
弯道超车”。 要养成良好的做题习惯，做题时要有做题
漏补缺，学会

径”，平常多做题、勤思考、多总结。 当然，还要有好的心态，良好的心

痕迹，不能只是写个答案或随便应付。

态可以让自己拥有
“
千军万马亦从容”的沉着，从而取得优异成绩。

他喜欢和同学们一起研究讨论，在学习上有自己的独到方法。

★ 范淼淼 546 分
“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我们要善于向别人问问题，也要
善于解答他人提出的问题，这样可以共同进步，既提高了成绩，又收

首先必须抓住课堂效率。 对于课堂上未听懂的知识要做好记
录，可以在课堂上提问或课下与老师、同学讨论，一定要做到刨根问

一项就在后面打勾。
只有好习惯，才能造就美好人生。 在学习上要养成怎样的好习
惯呢？ 课前预习必不可少，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认真复习。 课前预
习时标记自己的疑点，上课时重点听，记下老师所说的难点，课后整
理时回想老师所讲内容，并认真完成作业。

获了友谊，何乐而不为呢？
每次考试之后，对于自己的错题和知识点模糊的地方，要进行
专门的整理和归纳，可以多找同类型的题整理到一起，巩固自己的
知识。 学习无捷径，唯有勤学、巧干，才能成功！

底，不弄清楚不罢休。
其次，课下的学习也至关重要。 建议：作业应认真完成；课下时

余杰老师说：范淼淼是性格沉稳的女孩，在学习上有目标、有计

苏亚丽老师说：张轶斐人小志气高，是一个特别惜时的孩子，忘不了

王 燕 飞 老 师 说 ： 赵艳阳意志坚强，目标明确，心态平和，胜不骄

划、有恒心、有毅力，她在课堂上学习专注高效，善于思考总结，在课
后更是自律勤奋，善于查漏补缺。

坐在妈妈的电动车后面还在忘我看书的她，那清脆悦耳的读书声至今还
萦绕在耳边，她孜孜不倦学习的身影一直都是班里最亮丽的风景！

★ 李夏新 540 分

★ 张艺凡 540 分

败不馁，脚踏实地认真完成每一学科的任务。

★ 王得帆 540 分

课后

间安排要列计划，不管是周末还是节假日；课下要善于并乐于给同
学讲题；在规定的学习时间内要专注于学习。

最重要的就是多写，俗话说
“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上课认真记

第一，笔记本、错题集、好题集，这三大法宝是我学习过程中最好的

学习态度上，要做到
“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学习方法上，主要是课

伴侣。 第二，全神贯注掌控课堂，不放过任何问题。 在课堂上，每时每刻
都跟着老师的思路走。不要自己埋头苦写苦算，因为这样的学习是底效
的。 第三，相信自己。 我从不觉得自己不如某位同学。 正是因为相信自
己，课堂上我敢于回答问题，课下勇于向老师请教，所以成绩突飞猛进。

前提前预习，不会的地方圈点出来，打上问号，上课的时候着重听老师

田延玲老师说：王得帆的潜力无穷，是个深藏不露的孩子。 为人
宽厚、和善，对待学习踏踏实实，对自己要求严格。 即使遇到困难和
挫折也毫不气馁，沉静中带着倔强，纯朴中透着自信，顽强的意志力
和拼搏精神感染着身旁每一个人。

刘燕老师说 ：李夏新在学习上有毅力，有恒心，有着不达目的不
罢休的韧劲和勇气，大家时常看到她为了弄懂一个问题课桌上常常
放着凉而未动的饭菜。

讲解。 课后复习所学知识点，并且试着自己去讲解这个知识点。 最后做
题巩固，不会的题目要找到串联知识点是哪些，注意卡壳的知识点并多
做习题，但不必大量做题，查漏补缺才是最重要的。另外，早读读背是必
须的，建议找出重点并且边理解边背诵，主要还是要提高效率。
张 秋 春 老 师 说 ： 张艺凡性格沉稳，爱看书、爱钻研，最突出的特
点是课堂上善于记笔记，善于总结做题的思路、方法，善于总结错误
原因，最终在考试中脱颖而出。

南阳市第十九中学校 1990 年建校，前身为环城乡一中。 2008 年成
为区直中学，2018 年成立了市十九中教育集团， 形成校本部、 茶庵校
区、周庙校区“一校三区”的办学模式。校本部位于中心城区独山大道中
段，北依独山，南临白河，东接新区，西连老城，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占地
面积 22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1900 平方米，现有教师 200 余人，学生
4000 余人。
骐骥奋足奔远志，鲲鹏展翅傲长空。 近年来，学校在校长刘俊峰的
带领下， 实现了“教学设施标准化、教师队伍专业化、校园环境生态化、
课堂教学数字化、学科教学特色化、科学管理制度化”， 以“守正、思考、
表达、创新”为办学理念，创设了具有本校特色、适合学生发展的校本课
程——
—“底色”课程体系。
教育植根于爱。 坚实的步履,换来了丰硕的收获。 市十九中全体教
职工将不忘教育初心，砥砺奋进，不负社会与家长的重托，为孩子们点
燃智慧火焰，开启博学之门！

酒明杰老师说：雷明阳在学习上踏实勤奋，自律性极强，对学习

有规划，能够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去查漏补缺，善于听取他人好的
意见和建议，善于总结同类题型的做题方法。

★ 张轶斐 542 分

笔记，厘清答题思路；课下勤做练习，不能眼高手低，在做题中巩固
方法，发现问题。其次，学习时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朱熹说：
“
读书有
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我相信，只要心、眼、口齐动员，我们就能
体会到学习的乐趣。

★ 雷明阳 540 分

在中招考试中，我的理科成绩接近满分，属于意料之中；文科成

李银年老师说：周琦博思维敏捷，善于钻研，能够举一反三。

★ 赵艳阳 547 分
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有毅力，贵在坚持。 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就要
明确目标，可以每天写下自己这一天的目标、规划、作业等，每完成

团结奋进的领导班子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