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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升学季，联大好样的！

联大教育集团 2017 届小升初暨中考精英学员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核心提示｜辛勤耕耘结硕果，大爱无疆真教育！7 月 15 日，郑州联大教育集团部分学员和家
长、各校区负责人，欢聚一堂，共同参加联大 2017 届小升初暨中考精英学员颁奖典礼。
2017 年，联大小升初精英学员成绩喜人：目前已经有 2596 名优秀学员被理想的中学录取。
联大中考学员再创佳绩：仅 600 分以上的学员就有 700 多人，近 100 名学员取得了 650 分以上的
好成绩；联大学员孙同学考得 680 分，成绩骄人。联大中考之星曾连续四年裸分总分超过郑州市
中考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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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燥的数字，
鲜活的成绩

据联大小升初总部统计：
2011 年，联大学员被重点中学录
取 680 余 人 。 2012 年 ，980 余
人。2013 年，联大学员 1683 人
升入理想初中。2014 年，联大学
子 2032 人升入心仪初中。2015
年，共计 2282 人升入理想初中。
2016 年，共计 2483 人升入理想

2

初 中 。 2017 年 ，联 大 学 子 2596
人接到各名校录取通知书。
这些年，联大的中考成绩一
直遥遥领先。2011 年，联大学员
魏亦萌裸分 639 分、李婧文裸分
638 分，分别高于郑州市当年中
考第一名 2 分和 1 分。2012 年，
联大学员鲁子烨、宋姜沛坤双双

取 得 中 考 裸 分 642 分 的 优 异 成
绩 ，高 出 郑 州 市 中 考 第 一 名 6
分。2014 年，联大学员杨青 650
分的好成绩高出第一名裸分 1
分；2016 年，联大学员马畅以 675
分 的 骄 人 成 绩 ，名 列 郑 州 市 前
茅。2017 年，联大学员孙同学取
得 680 分的骄人成绩。

名校长寄语：
优秀者，路更长

在当天的颁奖盛典上，联大
教育集团执行 CEO 李琳首先向
在 2017 年小升初考试和中招考
试中获得高分成绩、考入理想学
校的同学表示热烈祝贺，她还代
表联大教育集团感恩每一位为高
分学生默默无私奉献的班主任、
优秀教师。
她说，办学 17 年来，联大教
育集团一直秉承“投身于教育，奉
献于民众”的办学理念，以一年一
校的节奏，扎实发展。目前，郑州
市联大教育垂直管理的校区已有

18 所。联大人开拓进取，锐意改
革，从教育培训成功向基础教育
进军。用 17 年管理的沉淀和品
牌的塑造，考察脚步踏遍中国香
港、新加坡、英国、美国等，历经 5
年精心筹备，木子联大外国语小
学荣耀面世，将于今年 8 月 28 日
迎来首批 1 至 6 年级学生。
“ 用心
做教育，踏实做教育。”这是联大
人的心声。
李琳指出，无论是中高考改
革还是小升初第三方测评，都对
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她寄语莘

莘学子：用勤奋导航人生，用执着
追求梦想，用真诚对待朋友，用沉
着对待挫折，用感恩对待生活！
李琳邀请全体优秀学子起立，跟
随她宣誓：
“ 我坚信，我注定会是
不平凡的人。努力拼搏，自强不
息；挑战极限，超越自我；决胜考
场，绝不放弃；创造奇迹，唯我可
以！”
李琳祝愿每一位优秀学子百
尺竿头，更进一步！因为，优秀
者，
路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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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众多名师，现场传经送宝

颁奖盛典现场，
联大
“好明
天”语文教研组组长王莹老师
为学子进行了初中语文学习指
导。她说，
初中语文想要学好，
需要掌握基本学习方法:制定
计划、主动预习、做好上课准
备、课堂跟进老师的思路、认真
及时完成作业、注意小结，
并及
时复习。除掌握学习方法，还
要养成良好学习习惯：
勤读书、
勤做笔记、勤查资料、勤背诵、
独立思考、勤于探索、勤写日记
……新初一要准备一个较厚的
积累本，
提高学习效率。
联大小升初&中学部教学
督导助理郝晓玲老师针对初
中英语学习给出两点建议：抓
住新初一英语学习时机。新
初一学科较少，时间充分，坚
持课外学英语，可以帮助孩子
成功过渡到初二，建议家长提
前对孩子的学习做好规划；针
对孩子现状安排适合孩子的
课程，新概念二、新剑桥、同步
预科和专项课程，总有一科适
合孩子。

联大高考暨出国留学培
训部教学副校长、联合国维和
行动首席翻译官、中国词汇速
记破解记忆专家孟昭峰校长
做了“中考之后路更长”的主
题分享。他高屋建瓴地指出，
小学阶段的英语学习以识单
词为主，语法是最基本的。到
了初中就要学会辨析词义，弄
清基本语法的演绎、变化，熟
练掌握不同的句子结构，但词
语仍以扩展为主，句义仅限制
于字面。到高中就不一样了，
词汇会扩展外延，语法就要掌
握更复杂的非谓语动词以及
虚拟语气，结构不仅局限于复
合句、并列复合句。但这些仅
是为了应付国内考试，有计划
让孩子出国留学的家长更应
尽早让孩子了解 SAT、ACT、
雅思以及托福考试要求的单
词量，尽早让孩子学习如何快
速记忆单词。
联大众多名师现场传经
送 宝 ，让 参 加 颁 奖 盛 典 的 学
生、家长大呼过瘾！

升学考后，暑期是用来超越的！
“无论小升初还是中考过后，也许不少孩子觉得松了口气，
但须知‘比你优秀的人都在拼搏，你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面
对现场领奖的大批优秀学子，
李琳谆谆教导。
据悉，备战暑假逆袭超越，
7 月 24 日新高一名师数
联大 2017 届小升初校长优拓 理化英预科班，暑假最后一
实验班即将开课，少量名额补 期！
录中；另有新初一尖子生班带
报名热线：0371-63886938
你领略原版教材全新体验！
报名热线：0371-63887889
2018 届中考名校宏志班选
拔考试火热报名中！
联大模具总校热线：
0371-63888585

扫 一 扫 ，关
注更多联大
教育资讯。

联大教育网：www.ununedu.com

2017 联大小升初精英学员榜（首批）
郑州外国语总校
毕子德 陈苗 丁浩轩 董珂毅 顾文畅
郝好 侯怡辰 黄鹏里 匡佳 雷卓涵 李
怡田 李哲舟 刘雨航 刘智文 吕俊贤
吕中兴 马路宽 冉沛钦 王建尧 王泽
雨 魏予欣 熊梦扬 杨蕊嘉 袁燚 张宸
铭 张昊昱 张加奕 张茹涵 张书瑜 朱
文静 祝子涵

郑州枫杨外国语
艾乐之 白梓菡 蔡鑫源 曹宸玮 曹熠
璇 陈旭 陈宇 陈裕哲 崔雅雯 丁勃
尧 丁怡稚 冯靖珂 付英豪 高圣阳 郭
奎良 郭孝阳 郝好 赫羽非 衡亮 胡雅
欣 黄道宽 黄信诚 黄子乔 李东翰 李
伟宣 李心茗 刘伯谦 刘芳菲 刘家辰
卢柯君 逯宇轩 吕浩嘉 南翰承 祁元
浩 冉沛钦 沈 薛 宋宏宇 田曜逢 王
诗雯 王相和 王易琪 王益东 魏逸卓
吴其右 武佳艺 熊智彬 徐佳智 徐子
幸 杨博文 杨乐骅 杨启月 袁啸天 张
宸铭 张弛 张昊昱 张浩洋 张明灿 张
培远 张羽飞 张子薇 赵笠篙 周俊彤
朱璟一 邹辰泽

郑州实验外语学校
邴天旭 曾名杰 陈旭 陈裕哲 崔雅婷
刁悦然 冯靖珂 高登宇 韩东昊 韩子

轩 郝好 衡亮
胡雅欣 黄道宽 贾若
愚 贾宜菲 江柏林 李丁灿 李浩瑄 李
甲康 李默溪 李新举 李一麟 刘文韬
刘心田 刘奕阳 马渊茜 毛思雨 冉沛
钦 尚若是 宋嘉琪 宋乐雨 苏大为 苏
省予 苏晟 王博杰 王甜琳 王语凝 吴
怡霏 武佳艺 邢璟 熊智彬 杨乐骅 原
一帆 翟涵雪 翟俊韩 张宸铭 张昊昱
张顺淇 张羽飞 张子薇 赵晨 周俊彤
邹辰泽

史钧安 孙奕翔 滕浩然 田曜逢 王达
智 王家一 王沐森 王诗雯 王翊藩 王
玉华 席航 夏蝉林 肖嘉怡 熊一鸣 徐
北辰 徐诚博 徐佳智 徐霞蔚 徐智卿
许嘉 许静雯 许珂铭 杨程树 袁婉嘉
翟俊韩 张博涵 张铭禹 张培远 张效
宁 张艺腾 赵子明 周广懿 邹天依 邹
越

桐柏一中

曹宸玮 曹昱瑶 曾梓萌 陈昊晨 陈星
澄 陈逸麟 陈玉霖 党子恒 杜禹衡 冯
昱铭 高寒 高雅桐 龚卓 郭可仪 韩一
畅 胡智皓 黄灏渊 康涵越 康晶涵 克
梓瑞 李昊霖 李恺乐 李欣晔 李子旭
梁萧 刘家言 刘粮毓 刘若桐 刘思微
刘伊轩 刘意衡 卢柯君 罗淞涵 彭一
宸 秦韵镓 邵一天 宋咏泽 苏大为 孙
奕翔 田云舒 汪子涵 王程 王诗雅 王
言 魏昊天 吴昕怡 吴怡霏 吴雨衡 邢
畅 薛琪耀 闫文凯 杨力鸣 杨雨晨 姚
明辰 叶国栋 叶一 张佳玲 张顺淇 张
雯姣 张炫婷 赵熙瑞 赵炫然 赵子沛
钟浩瑜 朱帅 薛岳博文

艾乐之 常行健 陈宇 程诗宇 高嘉怡
高曜越 何奕林 赫羽非 克梓瑞 李昊
昱 李尚烜 李心茗 李易阳 李毅恒 梁
韬 刘伯谦 刘纳言 毛思雨 王博杰 夏
天 赵笠篙

省实验文博学校
白鲲宇 白梓菡 曹晏荧 曹昱瑶 曾
彭繁 常远 陈鹏飞 陈星澄 陈雪蓓
陈亦航 陈亦扬 陈岳延 陈卓 党浩
宇 窦寒祺 段昕辰 高灵玥 龚卓 何
奕林 黄信诚 李丁灿 李洁莹 李芊
芊 李伟宣 李文波 李一麟 李奕樊
李瀛钰 李哲舟 梁韬 廖则明 刘行
刘恒源 刘睿齐 刘旭哲 刘妍硕 刘
奕阳 刘子轩 娄琳琳 鲁泽含 孟梓
玮 南翰承 邱焌峰 尚若是 邵正楷

一八联合国际学校

郑中国际学校
曾名杰 陈昊宇 陈天宇 陈子萱 程梓
峰 炊宇阳 丁怡稚 冯义天 付英豪 高
曜越 高紫淇 弓楚凡 何宇杰 胡鑫宇

黄杰麟 贾若愚 江柏林 蒋乐轩 蒋雨
彤 靖淏喆 李涵 李汉熠 李昊淼 李仁
杰 李泰豪 李新举 李易阳 李奕然 梁
韬 刘畅 刘乙可 刘正炀 卢润浦 罗淞
涵 毛钰泽 孟繁宇 南智涵 庞文杰 尚
若是 申鑫玺 孙腾翔 孙雨欣 王佳欣
王诗涵 王言 王玉华 王泽文 温昊翔
文蔚起 肖嘉怡 肖遥 肖雨晗 徐双贺
徐子福 徐子幸 薛琪耀 姚明辰 袁培
博 袁啸天 张佳彤 张璟琦 张明灿 张
鹏豫 张雅茹 张艺严 张亦桐 张振羽
赵晨 周怡琳 朱泽凯 庄泊争 邹航

朗悦慧外语中学
陈逸凡 董岩柔 杜禹衡 范一帆 冯佳
欣 冯滋墨 高默含 高圣阳 韩佳馨 韩
易臻 胡昊 蒋乐轩 孔恺 冷悦 李昊
霖 李尚烜 李孝乐 李奕然 连自欣 梁
迈进 刘璎娴 刘展旭 马乐怡 毛钰
泽 秦语晗 尚云飞 申瑾玥 孙腾翔
王惠雅 王柳茵 王若涵 王依珲 王艺
霏 王钰涵 王智为 王子厚 温昊翔 武
佳睿 肖遥 岳文博 张弛 张璟琦 张
明灿 张炫婷 张亦桐 张原杰 朱佳璇
朱泽凯 庄泊争 邹天依

京广实验学校
曹晏荧 樊子傲 高灵玥 郭梁 侯星宇
江昱昊 李昊霖 李茂冉 李易阳 刘家

言 刘璐豪 刘文韬 吕泳杞 马一鸣 任
一鸣 孙语谦 汪小松 王诗涵 王馨
瑶 王炫棋 王梓安 魏孜帆 魏孜如 吴
佩泽 张城睿 张家豪 张润祥 张思
涵 张永恒 赵熙瑞 赵炫然 朱璟一

省实验英才学校
白航宇 常浩翔 常远 陈露 褚彦汝 党
子恒 邓德城 高雅桐 贾宜菲 孔恺 李
洁莹 李恺乐 李默溪 李若妍 梁迈进
林河鑫 刘颢然 刘家辰 刘启恒 刘睿
齐 刘许嘉诺 刘意衡 刘璎娴 娄恒嘉
吕子琦 任一鸣 张效宁 张逸翔 张智
威 商佳豪 孙钰雯 滕浩然 田晓扬 田
云舒 汪子涵 王程 王俊 王秋实 王雪
琪 王一帆 王依珲 王子豪 吴昕怡
吴雨衡 肖浩然 徐晨阳 杨昕彤 姚博
今 张家豪 赵云赫 周子卓 邹越

经纬中学
鲍志和 曹禄童 陈鹏飞 崔涵琪 郭嘉
铭 郭梁 胡安娜 黄效秦 蒋浩然 李肖
茹 李欣晔 李知秋 梁萧 廖晨媛 刘思
微 刘展冲 钱思语 钱思哲 阮心怡 申
瑾玥 石权 史钧安 史先魁 苏省予谈
金诚 陶然 王铨卿 王欣悦 王奕圣 王
勇博 王子卿 文纾雅 许益嘉 张冠卿
张航 张今熙 张逸飞 赵开元 钟浩瑜
薛岳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