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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招“学霸”成长之路探析
郭耕铭 （市九中）

文 化 课 546 分

独立完成学习任务
“学习没有捷径，我们要做的

就是一直努力，上课的时候认真

听讲，放学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

作业，有时间的话就自己做一些

题来巩固知识，这样坚持下去，好成绩会理所当然到

来。”郭耕铭说，中考只是对初中阶段成绩的一次检验，

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还会很长很

艰辛，我要以这次考试为起点，发奋努力，在高中阶段

的学习中取得更好成绩。

班主任王彦春老师称赞郭耕铭“文武双全”，喜欢

弹吉他，喜欢唱歌，还喜欢跑步和打篮球，不论哪位同

学学习上有难题，他都会认真地给同学们解答，成绩经

常蝉联年级第一名。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中，郭耕铭

的智商和情商都很高，是全面发展的好学生。说起今

年的中招考试，王彦春老师自豪地说：“今年我这个班

80名学生，文化课成绩达到 500分的就有 39名同学，郭

耕铭算正常发挥。”

郭耕铭的妈妈说：“孩子从小学起就养成了很好的

学习习惯，不需要父母坐在桌边督促学习，而是自己独

立完成作业，他每天都是做完作业后再吃饭或者出去

玩，这种习惯让他学习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⑩6
（全媒体记者 赵明禄）

“孩子放暑假了，在家里没人管，想找个放心的辅导班

让孩子好好补习下。经过对比后，感觉还是送到格瑞特比

较放心。”刚进入暑假，格瑞特各大校区围满了咨询的家长

和学生，很多家长已经开始为孩子的假期学习报名。

格瑞特教育 7月 7日起，市区所有校区暑期课程已

经全面开始，部分班级开始封班，家长和孩子需提前预订

学位。应广大家长要求，格瑞特暑期班增设部分班级，未

能报名的学员可在 7月 13日前到校预约报名。为保证暑

期上课教学质量，各个班级招生均限制插班人数，务必保

证每个到格瑞特的学生都能享受到优质的教学资源。

平台广 课程全
2019暑期课程中，格瑞特汇集国内外优质的教育资

源，与国内知名培训学校合作引进的双师课堂设备，目

前也正在接受报名，此课程将于今年 9月份正式上线。

格瑞特教育目前是当之无愧的“全科教育专

家”。目前已经形成完善科学的教育教学体系，从小

学到高中，从语数外、理化生到播音主持，美术各个年

龄段全方位立体化的教学模式。旗下现有精英龙

班、VIP一对一、博榜高考、播音主持、美术、机器人等

品牌。学生在格瑞特教育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不出校

门就能得到综合课程的教育。

口碑佳 老师好
格瑞特的课堂，每个教师都年轻而有着如火的激

情，在课堂上，他们一个个充满着活力和魅力，广受家长

信赖。为了给孩子们带来更优质的暑期课堂，暑期到来

之前，格瑞特教育对全体教师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集

中培训学习和教研赛课。从教师教学技能、校区课程设

置、班级活动组织和班级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加

强学习。多媒体教学，激情互动；精彩、新颖、欢乐的课

堂在老师们的演绎下变得更加的多姿多彩。“每个来格

瑞特的学生和家长，都是带着对格瑞特的极大信任。我

们的职责就是要把精彩的课堂带给每一位孩子，把知识

灌输给每一个需要的学生，让更多的孩子成就梦想，成

为栋梁之材。”一位格瑞特的老师如是说。

2019年格瑞特各项课程教材进行升级，专门组建

教师团队进行编纂完善，最新的教材编写、最新的教

学体系补充，来格瑞特，学生一定会找到一个最适合

自己的老师。

品质高 学生优
格瑞特教育创办 13年以来，始终坚持“做学生满

意的，家长满意的，社会满意的高规格专业化教育培

训机构”这一办学理念，连续 6年被教育主管部门评

为“五星级教学先进单位”，2014年 6月，被河南省民

办教育研究会评为“人民路满意的教育培训机构”，学

校被评为南阳唯一的“河南民办教育培训专业委员会

副理事长单位”；2014年，格瑞特教育九年级龙班全部

学员考入省级示范性高中，2008届学员陈旭鹏提前被

清华大学保送录取；2011届的龙班学员冯胤莹被西安

交大少年班提前录取；2015年 7月，吕蔚涵被美国普渡

大学录取，胡清永被中科大创新班提前录取；2017年，

冯胤颖考取清华大学，陈嘉阳、王泽昊考取北京大学；

2018年，张子元、杨雨鑫、王鼎三名同学被保送至北京

大学，九年级龙班学员全部达到省级示范性高中录取

线，往届龙班学生全部考取了重点大学，更多优秀的龙

班学子走进了理想院校……

格瑞特教育暑期课程精彩开启

学在格瑞特 让孩子更优秀

七一路校区：83869900 一对一中心：61616153 建设路校区：60555151 人民路校区：60369191 北京路校区：60582811
中州路校区：60582323 枣林校区：60555353 光彩校区： 83869280 独山大道校区：83865800

格瑞特全市校区
报名咨询热线

杨博皓 （市十三中）

文 化 课 546 分

好习惯成就好学生
等待成绩的这些天，杨博皓

没闲着。“主要是提前了解高中的

知识，同时多读书，拓宽自己的阅

读面。”

杨博皓写得一手好字。记者惊诧于如此力透纸背

的字竟然出自一个初中生之手时，杨博皓腼腆一笑：

“我喜欢书法，爱练字。”事实上，看似文静的杨博皓在

体育场上的勇猛同样让人咋舌，他喜欢运动，乒乓球、

篮球、跆拳道都是他的酷爱。说起学习方法，杨博皓滔

滔不绝，仿佛初三阶段的紧张备考就在眼前——“我的

方法是课堂上集中所有精力，紧跟老师的思路；课后认

真完成作业，不打丝毫折扣，作业中发现有不懂的问

题，当即向老师请教。”自己弄懂以后，作为班长，杨博

皓经常充当小老师的角色，“一方面关注同学的心理变

化和学习困难，一方面协助老师管理班级事务，既能与

同学们友好相处，又能与老师认真沟通。”

说起对孩子的教育，杨博皓的爸爸说：“我们做的，

只是帮他养成一个好习惯。”从小学开始，杨博皓就养

成了良好的习惯，养成喜欢阅读的习惯、养成今日事今

日毕的习惯、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养成团结同学的习

惯……展望未来，杨博皓心仪的学府是浙江大学，他相

信他能行。⑩6 （本报记者 孟新生）

张雅迪 （市十三中）

文 化 课 543 分

兴趣广泛开朗乐观
张 雅 迪 喜 欢 游 泳 、吉 他 、轮

滑、围棋、唱歌、钢琴，也许是兴趣

广泛的原因，她很少有不良情绪。

面对采访，张雅迪始终面带

微笑。她掰着指头给记者讲学习方法，一是课堂认真

听讲，遇到不会的问题先做上标记，课下问老师；二是

认真对待作业，字迹工整，及时纠错，整理错题列到错

题本上；三是总结自己考前仍没有掌握牢固的知识点，

一一复习，尤其是弱科，更要自己多下功夫……张雅迪

还是班里的纪律班长，帮助老师维持纪律的同时，她跟

老师也成了朋友。

不光跟老师交朋友，张雅迪的妈妈也是她的朋友，

几乎无话不谈。有段日子她情绪低落，原因是班里有

几个看起来并不是很努力的学生，却总能考出很好的

成绩。她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凭什么我辛辛苦苦

付出却抵不过人家的逍遥快活？妈妈安慰她，每个人

都不会随随便便成功，他们一定也很努力，只是你没有

发现。后来，张雅迪发现那几个学生在体育课时偷偷

跑到教室写作业，发现他们在复习时找老师问这问那，

她才恍然大悟，顿时又开心起来。张雅迪的理想是当

一名医生，她要把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⑩6
（本报记者 孟新生）

高天意 （市十三中）

文 化 课 545 分

沉着冷静善于学习
高天意的物理考了满分，但

他认为他的优势学科并没有发挥

好。“数理化通常都是满分。但这

次化学有 3 分都是不该错的题出

了错，数学也出现了低级差错。”高天意说，好在语文发

挥得不错，所以成绩还好。仅从高天意对中招考试的

得失分析，记者就认定他的沉着冷静非同一般，高天意

说：“可能跟我从小学围棋有关吧。”高天意的围棋业余

五段，多次荣获省市比赛大奖。高天意善于自主学习，

在课堂认真听讲、记好笔记，课后认真完成作业之外，

他根据自己的优势学科和弱势学科合理分配时间，在

时间不够用的情况下，优先满足弱势学科。正因为此，

在优势学科并未充分发挥优势的情况下，高天意的弱

势学科丝毫不弱，弥补了优势学科的失误，保证了考试

成绩。

“他的成绩不是一直这么优秀，数学最低成绩是

86 分，年级排名 230 多。”高天意的妈妈介绍，面对考试

失利，“我们对他没有丝毫责备，鼓励他从哪里跌倒就

从哪里爬起来，他也很快调整了自己的状态。”除了失

利时的安慰，高天意的妈妈笑称，基本上是“放羊式管

理”，“孩子自制力强，学习上、生活上都不用家长操

心。”⑩6 （本报记者 孟新生）

黄海博 （市十三中）

文 化 课 544 分

言传身教砥砺意志
中招考试结束，黄海博就有考

砸的感觉，即便是获悉成绩后，他

依然觉得自己没考出应有的水平。

虽然数学和物理距满分都是

一分之差，但这些天，黄海博依然在和数学、物理较

劲。“主要是电学和浮力，我掌握得不扎实，数学也有没

掌握好的知识点。这些知识即使到了高中也应该掌握

好。”黄海博把学习方法细化到各个科目，“语文要重视

基础，字词和古诗文必须掌握，作文是我的短板，需要

强化。数理化在掌握基本知识后，要重视专项练习。

英语的专项训练、作文、听力都是复习的重点。”黄海博

说，课堂听讲要结合自己的预习进行，注重老师讲解思

路的差异，书面作业要在学校完成，课堂上的疑问和习

题中的疑问在学校解决掉，背诵和预习作为家庭作业，

进行重点突破。

黄海博说，他家比较民主，谁说得对听谁的。黄海

博特意跟记者说：“你要好好采访我妈，她爱学习，有时

候我一觉醒来，她还在伏案疾书，她是我的榜样！”黄海

博的妈妈是一级建造师、消防工程师。“谈不上是榜

样。他本身自律性就很强，面对困难不退缩，勇于承

担，而我刚好也爱学习、爱读书。”⑩6
（本报记者 孟新生）

刘炳天 （市十三中）

文 化 课 543 分

带着书本外出游玩
中招成绩出来时是刘炳天外

出游玩的第七天。“也不全是玩，

他带着《时间简史》和《拿破仑传

记》。”刘炳天的妈妈介绍。

刘炳天对自己的要求可谓精益求精——数学考了

116 分，他不满意，因为还有提升空间；物理 67 分，他也

不满意，因为有意料外的失分，还因为他的数学、物理、

化学曾不止一次考满分。刘炳天的学习方法是上课紧

跟着老师思路，即使预习时有自己的解题方法也要与

老师的进行对比。另一个学习秘诀是合理作息，在规

定的时间内完成学习任务，每天 11 点左右睡觉。刘炳

天特别喜欢鲁迅的名言——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

要愿挤，总还是有的。这可能也是他外出游玩还带着

书的原因吧。学习之外，他爱打篮球、爱看电影、爱读

书。刘炳天乐观开朗，不仅自我管理能力特别强，还是

老师的得力助手，身兼班长和语文课代表，他性格沉

稳，在认真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总是超前思维，帮老

师减负。他乐于助人，总会热心解答同学们的疑问。

谈起对孩子的期望，刘炳天的妈妈说，希望他健

康开心。“他有很强的规划性，一定能规划好自己的

未来！”刘炳天为自己规划的大学是清华，专业是电

子信息。⑩6 （本报记者 孟新生 通讯员 万 涛）

库平鑫 （市十三中）

文 化 课 544 分

内敛稳重目标清晰
中招成绩在库平鑫眼中并不

理想。初中三年，库平鑫的学习

成绩一直很优异，几乎每次大型

考试的排名都在年级前五名。

库平鑫目标清晰，细心谨慎，熟悉他的同学都对他

这个特性记忆清晰。他像对待考试一样对待作业，遇

到不会的题当即向老师请教，错题本整整齐齐，看起来

赏心悦目。库平鑫的学习秘诀是，课堂认真听讲，跟着

老师的节奏复习，针对自己的弱势学科进行专项复习，

有目的地刷题，合理作息，抽空广泛涉猎各类书籍，适

当锻炼身体，做到劳逸结合。库平鑫是班里的语文课

代表、值日班长，他积极配合老师完成各项任务，在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同学。

库平鑫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初一时他体育成绩非

常差，30 分的体育只考 9 了分。他每天晩上坚持训练，

周末、假期上体育训练班，在学校的训练课也丝毫不松

懈，最后，中招体育成绩 67 分，同学们都发自内心地为

他喝彩。学习之外，库平鑫喜欢阅读、书法、动漫、音

乐。他希望自己在高中能继续保持较好的成绩，能交

更多的朋友，他的目标是清华大学或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希望从事的研究领域是核物理。⑩6
（本报记者 孟新生）

王点石 （市十三中）

文 化 课 543 分

按部就班成为习惯
王点石的爱好特长是书法和

钢琴，钢琴已过 10 级。暑假准备

去杭州旅游，回来后对高中进行预

习。谈及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今后

的打算，王点石有些兴奋。但对于这次中招考试成绩，

王点石还是不太满意，因为有几门优势学科发挥不是太

好。学习上，王点石课堂认真听讲，课后认真完成作业，

最后的复习阶段自主查漏补缺，针对自己的弱点重点复

习，课上跟着老师的节奏走，课下跟着自己的节奏复

习。平时考试成绩不理想时，主动与父母一起查找原

因，激励自己克服困难，争取下次取得优异成绩。

“王点石经常考班级第一名，作为家长，我一直跟

他说，咱不争第一也挺好。因为我知道，第一背负着太

大的压力，但他习惯了按部就班地学习，他把复习任务

列成表格，细化到每一天，自己为自己倒计时。”王点石

的妈妈说，王点石在学习上非常主动，她很满意。除学

习之外，王点石兴趣爱好很广泛，5岁就开始学钢琴，小

学四年级钢琴就过了 10级，他还是“老班长”，从小学一

直当到初中毕业。虽是假期，王点石的生活和放假前

也没什么不同，早上仍然坚持早起读书、跑步，然后上

一天的预科班，晚上完成各科作业，时间宽余的话，再

提前预习一下高中的课程。⑩8 （本报记者 孙 冰）

尚珂伊（市十三中北校区）

文 化 课 543 分

乐当同学的小老师
腼腆又不失大方，这是尚珂

伊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尚珂伊认

为学习方法主要有两条：一是上

课认真听讲；二是课下独立完成

老师的作业。只有上课认真听讲，才能将知识从老师

的手中拿过来，而认真完成作业，看似枯燥，却是真正

将知识拿稳巩固变成自己的，否则就不能真正运用。

作为“学霸”的尚珂伊，对于同学的求助有着独到的

见解：当其他同学来问问题的时候，不要吝啬，慷慨为同

学讲解。为其他同学讲解的同时，也是提升自己的过

程。尚珂伊还谈了自己的小秘诀：标记重点符号，如果

有一个题觉得写起来吃力，或者是重点时，在对应题的

题号上标记一个自己的特殊符号，方便下次能找到这个

题，及时复习。同时建立错题集，将自己的错题收集起

来，如果觉得自己没有时间的话，可以将这个错题裁剪

下来加以整理。

谈起女儿取得的成绩，尚珂伊爸爸一脸的欣慰。“学

习自觉独立，从来没有让父母督促过。”这是尚珂伊的爸爸

感受最深的一点。女儿通情达理，孝顺父母。知道父母平

时忙于生意，学习上总是自己独立完成。每次周末回家，

总是要完成老师布置的学习任务，然后再帮爸妈完成力所

能及的家务。⑩8 （本报记者 孙 冰 通讯员 万 涛）

高榕榕 （市三中）

文 化 课 543 分

有条不紊善于学习
高榕榕是一位懂礼貌、稳重、

大方的女生，她对自己的成绩非

常满意，达到了预期目标。课堂

上她总能大声回答老师提出的问

题，以便集中注意力。课堂笔记经常将重点进行批注，

便于课后复习。课下作业不求快，看准题目，审清题意

再下笔。老师布置的学习任务力争保质保量、高效完

成，剩余时间把容易错的内容和错题再做一遍，增加记

忆。早睡早起，对要求会背的内容反复背诵，再把易错

题浏览数遍，使之牢记于心。

在班主任张玉梅的眼里，高榕榕是一个品质好、能

吃苦、有责任心的学生。她不仅是班长，还是英语课代

表，是老师的好帮手。在日常班级管理中，她早到晚

走，积极协调班级事务，每天早读主动安排全班背默英

语，课间维持纪律，提醒同学做好下一节课准备。她的

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从不骄傲，乐于助人，团结

同学，深受学生爱戴。

在高榕榕的妈妈眼中，女儿是一个懂事、心胸开

阔、细心、做事有条理的孩子。每天的学习都主动按时

完成，即便外出也带上作业，从不耽误学习。由于受父

亲爱看书的影响，高榕榕一有空就看各类书籍，增加知

识面。⑩8 （本报记者 孙 冰）

张宇轩 （市十三中）

文 化 课 550 分

挤出时间自主学习
张宇轩英语考了 118 分。“我

很喜欢英语，但初中是打基础的

阶段不能偏科，要掌握的科目和

课外知识也很多。我喜欢看书，

尤其是历史、科学一类，像《全球通史》、《未来简史》已

经看了很多遍，围棋也已考过业余 4段。这些爱好都给

我的学习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张宇轩说。

谈及学习方法，张宇轩介绍：“我习惯每天都抽出时

间进行预习，预习中，我大概就知道接下来课堂上有哪些

知识点是需要重点听讲和进一步深挖的，这样可以提高课

堂效率，学习效果更好。”在作业方面，针对自己的短板积

极练习补短；除了会做题之外，只要有同学不会做的题，张

宇轩都会积极给他们讲解，这也是复习方法之一，因为只

有能给别人讲清楚，自己才算真正理解掌握。

张宇轩的父亲提及孩子更是滔滔不绝：“张宇轩是

一 个 很 自 强 的 孩 子 ，不 会 因 为 外 界 的 影 响 而 自 我 放

弃。孩子很省心，凡事争先不落后，尤其是时间抓得特

别紧，像每天吃早饭的间隙，都会见缝插针读书。作为

家长 ,我们能做的就是多和孩子沟通，支持孩子兴趣与

学业并重，调动孩子的积极性。放假这些天，孩子已经

开始预习高中的内容，相信坚持下去会越来越好。”⑩6
（本报记者 王 聪）

吴锦鹏 （市三中）

文 化 课 546 分

自主学习善于研究
看上去比较瘦弱的吴锦鹏性

格较为内向，不善言谈，戴着眼镜的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理工男。吴

锦鹏平时上课认真听讲，及时做课

堂笔记，重要内容总是做批注，并且积极回答老师提出的

问题。每次作业和大小考试中，容易出错的地方都要整理

成错题集，经常回顾，以免再犯同样的错误。课后复习首

先要把知识进行总结归纳，分出复习主次，多复习重要知

识，再浏览次要知识。放学回家除了完成作业，还要对当

天所学进行复习、总结。业余时间看各类书籍，增加知识

面。爱好搭积木，以此开阔自己的思路。

班主任田文英评价吴锦鹏是一个既腼腆又听话的孩

子，从七年级到九年级一直是班级前三名，年级前十名。

吴锦鹏平时无论学习和生活都不爱张扬，对于老师布置的

各项任务总能认真完成，从不打折扣。吴锦鹏爱钻研数

学，每一道题都能做到举一反三，探究能力非常强。在学

习中是一个善于总结，积极上进的好学生。

吴锦鹏的妈妈是一位老师，从小开始就培养吴锦

鹏的自主学习能力，作业要求独立完成，遇到难题自己

解决，从不主动辅导，对于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记录下来

到学校请教老师或与同学讨论解决。⑩8
（本报记者 孙 冰）

肖绍冲 （市十三中）

文 化 课 549 分

全力以赴坚持不懈
肖绍冲分享的学习经验是：

“学习需要有目的性。我给自己

定一个小目标，并且在完成前绝

不想其他的杂事。”肖绍冲表示，

学习要有目标和规划。肖绍冲为自己规划了学习“三

部曲”：预习、课堂、复习。“上课前不管时间多紧张，我

都会抽空浏览一遍课本；听课是最重要的，笔记要先记

不懂的；每天做完作业还要着重复习自己的错题集，多

进行方法和知识的总结、归类、完善，循序渐进，多做题

多思考、多总结。”

肖绍冲比较擅长的科目是物理。他认为，偏科不

要紧，重要的是有意识地提升弱项。至于平时的学习

安排，肖绍冲说：“劳逸结合很重要。写完作业尽早休

息不熬夜。我的爱好是踢足球和听音乐，周末有空我

都会约同学出去踢足球，同时也释放压力。对于薄弱

的科目要重点攻克，扶弱的同时不丢失强项。”

“我们的宗旨就是，学就要全力以赴，玩也玩得痛

痛快快。平时做完作业后他都会自己安排复习和放

松。这次中考成绩，很大程度得益于肖绍冲善于总结、

反思和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好习惯。”谈及对孩子的要

求，肖绍冲的妈妈说。⑩6
（本报记者 王 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