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师高考团队光荣榜

凌啸宇 中国人民大学
杨 莉 中国人民大学
刘文轩 同济大学
李绍钰 南开大学
张 涛 南开大学
蒋 棣 南京大学
吴浩然 中山大学
王可馨 中山大学
陈星宜 武汉大学
王欣怡 武汉大学
赵 硕 武汉大学
李 静 武汉大学
张 勇 华中科技大学
张雅琪 华中科技大学
刘敏波 电子科技大学
赵 舒 电子科技大学
李晓芳 电子科技大学
吴芊芊 吉林大学
田 甜 吉林大学
李 瑛 吉林大学
王小宁 吉林大学
王钰婷 吉林大学
李文静 天津大学
王逸轩 天津大学
李子轩 厦门大学
李俊雅 厦门大学
王宇豪 厦门大学
武 悦 中央财经大学
刘文哲 北京师范大学
杨思涵 长安大学
张佳宁 湖南大学
李雨嘉 湖南大学
赵 萌 湖南大学
李子萱 东北大学
杨露露 东北大学
周玉玲 东北大学
张惠拯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璐瑶 山东大学
李 炎 山东大学
王嘉宁 山东大学
王欣然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情怡 北京外国语大学
张 颖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 妍 兰州大学

赵安琪 兰州大学
王 昊 四川大学
高 熠 中央财经大学
王靖超 中央财经大学
张 雯 北京交通大学
贾 怡 首都医科大学
孙 瑞 中央民族大学
郭雨泽 西安交通大学
张 昊 大连理工大学
王家豪 大连理工大学
李萧萌 东南大学
张劲秋 北京理工大学
武狄峰 中国海洋大学
李云飞 中国石油大学
李振宇 中国石油大学
李 聪 中国矿业大学
周嘉欣 中国矿业大学
张 悦 中南大学
杨梦迪 中南大学
张钰东 新疆大学
李昊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李艳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周 越 河海大学
李海鹏 河海大学
李志伟 江南大学
杨怡君 江南大学
张懿萌 西南大学
汤为智 西南大学
张雨晨 西南交通大学
李子馨 西南交通大学
李 航 北京科技大学
李程嘉 大连海事大学
王 军 大连海事大学
张啸天 北京邮电大学
杨 靖 北京邮电大学
陈冠宇 上海科技大学
史婧琦 南京审计大学
张 袆 合肥工业大学
王思婧 合肥工业大学
杨雯萍 天津工业大学
张华健 中南民族大学
王思遥 中南民族大学
李雪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杨慧玲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贾子嵃 北京化工大学
王语聪 湖南师范大学
朱永尚 湖南师范大学
徐琳琳 华东理工大学
王 涛 华东理工大学
唐 侃 华南理工大学
李琬冰 华南理工大学
周一嘉 澳门科技大学
王柯迪 福州大学
白一然 上海师范大学
赖佳慧 广东海洋大学
冯渊洁 福建农林大学
刘亚丹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熊玉萍 广西师范大学
汤月波 天津科技大学
王培谕 南昌航空大学
马 赞 南昌航空大学
黄光宇 北京工商大学
张潇文 广西民族大学
曹宁恒 海南政法大学
姜雨晨 中国传媒大学
韩晓旭 北京电影学院
程 婧 天津音乐学院
李林峰 沈阳音乐学院
李梦涵 天津美术学院
张少杰 鲁迅美术学院
刘 洋 南京艺术学院
李艺馨 湖北美术学院
李玉萍 四川美术学院
王宏斌 四川美术学院
周若凡 云南艺术学院
李春晓 云南艺术学院
王雅雯 西安音乐学院
王 月 西安音乐学院
王雅婷 北京服装学院
欧 鸣 景德镇陶瓷学院
宋楠楠 景德镇陶瓷学院
张小阳 星海音乐学院
朱玉成 武汉音乐学院
王皓宇 武汉音乐学院
陈佳欣 广西艺术学院
魏子恒 广西艺术学院

更多一本院校录取
正在统计中……

2016届一本院校录取名单（部分）

校
区
地
址

●国师文化路校区：郑州市文化路91号（省实验中学对面
省外贸学校院内 文化路俭学街站下车即到）
咨询热线：0371-63900038 66517985
●国师京广路校区：郑州市京广路33号（中原路京广路口
向北100米路东 郑州四中对面）
咨询热线：0371-66817985 63817211（要去985、211院校）
●国师嵩山路校区：郑州市嵩山路陇海路路口向北50米路
东郑州爱中门口
咨询热线：0371-66217985 66217211（要去985、211院校）
●国师封闭集训校区：郑州市永安街36号（京广路永安街
路口西30米路南）
咨询热线：0371-66517211 67517211

扫二维码关注
国师更多信息

国师高考团队托起学子大学梦

郑州国师高考团队自2008年成立
以来，一直专注于高考补习。2013年，
收到一本院校录取通知书206张；2014
年，一本院校录取通知书突破239张，
2015年，收到一本院校录取通知书318张。

国师高考团队的成绩之所以不断取
得新的突破，得益于高质量的教学与管
理。国师所有师资，均来自于历年优秀
师资沉淀及国师老学生的推荐。国师高

考团队的管理是出了名的“严”，对学生
有五个要求：当节课下课前不留问题，有
问题不许下课；做好课堂笔记，每天晚上
必须抽出30分钟看笔记；今天的作业不
留到明天；准备六个错题本，每周六离校
前，错题本上有错题不许离校；做一题悟
一题，不会的题反复练，会做的题讲出
来。学校实行无缝式管理体系，各环节
紧密衔接，多对一综合管理。

□记者 袁婷婷

核心提示┃“凌啸宇，中国人民大学”“刘文轩，同济大学”“蒋棣，南京大
学”……2016年高考录取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而郑州国师高考团队
则是捷报频传，众多学子被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
一本院校录取，截至2016年7月22日，该校学子已收到郑州大学录取通知
书53张，河南大学录取通知书76张，更多一本院校的录取通知书也在陆续
传来，国师高考团队再次用成绩说话，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A52
教育

2016年8月1日
责编陈秀华 美编谢景豹 一等奖5名 单价9380元教育大礼包

二等奖8名 单价8380元教育大礼包
三等奖10名 单价4500元教育大礼包

今年，葛老师文综班再创佳绩：赵腾岳夺
新乡文科第一名，96名学生被985高校录取，
学子李泽被北大录取…… 记者 袁婷婷

郑州高新区新增全日制公办初中——高
新区外国语中学，8月底开学，只招收初一6
个班，近200个学位。记者 牛洁

7 月 15 日~21 日，2016 中国·
齐齐哈尔王嘉廉杯冰球季黑龙国
际冰球邀请赛在齐齐哈尔开赛。
来自中、美、俄等国家48支队伍千
余名运动员参赛。郑州零度阳光
雪豹队的“小雪豹”一举拿下本届
赛事U8组冠军。记者 陈秀华

“中原小雪豹”鹤城摘冠
高新区新增一公办初中

葛老师文综再创佳绩

教育短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