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不完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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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郑州新东方已有
$ $ %

多名学生拿
到郑州外国语中学"枫杨外国语学校"郑州实验外国语学校"

省实验中学"郑州一八联合国际学校"郑州一中初中部等重点
初中的录取通知书#

在高分经验分享暨表彰大会上! 郑州新东方印建坤校长
首先祝贺所有升入重点中学的泡泡少儿学员取得学习上阶段
性的胜利! 并诚挚感谢各位家长长期以来对新东方的信任与
支持$ 但他也指出!经历过小升初之后!孩子马上就要开始面
对更为艰苦的六年中学生涯$ 在小学阶段!或许凭靠聪明的天
性!孩子只要些许的勤奋便可成绩傲人!但是进入初中之后!

学习方式% 科目种类和课堂教学模式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因
此!家长们一定要提前帮助孩子做好小学到初中的衔接工作!

时时关心孩子的学习状态!防止掉队$

事实如此!小学到初中是一步较大的跨越!它的意义甚至
超过了中考升高中& 小学的学习总的来说自由性比较大!而一
旦进入了初中!各种压力就会出现!如果第一步没有走好!很
有可能对今后六年的中学学习都造成影响! 而小升初最后一
战'''名校分班考试正好为孩子顺利渡过难关! 使孩子迅速
适应新初一学习!领先初中三年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高分经验分享会上! 被郑州外国语中学以推荐考试第
一名成绩录取的二七区实验小学学生% 泡泡少儿学员韩一帆
说!自己在小升初准备中!英语的优势特别明显!这要感谢自

己的指导老师李倩$ 谈及自己的学习经验!小姑娘说!一定要
在乐趣中学习英语! 比如通过阅读课外英语故事读物来提高
学习兴趣%记背单词$

而被郑州一八联合国际学校录取的泡泡学员智焯宬在分
享自己的学习经验时候说! 自己最一开始走进新东方的时候
是被妈妈逼的!因为觉得课内学习已经很紧张!很枯燥!非常
反感家长给自己增加课外负担$ 但是当他来到周要丽老师的
课堂后!他找到了学习的兴趣!在玩中学!在学中玩的教学理
念让自己受益匪浅!学习效果事半功倍$ 不论是在课堂的游戏
中!还是在课外的阅读中!现在都已养成了学英语的自觉性$

( 他爸爸和我都是博士学历!几年前子恒的爸爸就曾经在北
京新东方成人教学部学习新概念!他特别认同新东方的教学理念
和课堂氛围!当考虑为孩子选择课外辅导机构时!我们两人不约
而同%毫不犹豫地定位到新东方这里!新东方成人课堂讲究励志%

让人在学习的过程中感悟精神的力量#新东方的少儿班又秉持在
学中玩!在玩中学的理念!我俩都觉得这一点很好!就把孩子送来
了# )在高分经验分享会上!被枫杨外国语学校录取的常子恒同学
的妈妈这样说

&

( 几年来!孩子在泡泡少儿班里学习%成长!新东方
老师和家长共同为培养孩子付出了很多!特别感谢新东方# )

已考入郑州八中的学员曾小童的妈妈在分享经验时也强调!

选择课外辅导班很重要!过去专门为孩子找了某知名大学的老师
来做家教!孩子单词记得很熟!但是几次考试下来!成绩很不理
想!后来经朋友介绍!她把孩子送来了新东方!( 到这里以后!跟着
周要丽老师!孩子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学到了很多英美文化!英
语的学习兴趣提高了许多)!她最后说!( 培养孩子!一定要多鼓
励%少批评!要特别重视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

在每年( 小升初战役)打响时!总是有很多家长望子成龙
心切!病急乱投医# 其实学习的主动性在于孩子自身!家长和
辅导老师要做的!应该是依照孩子的现实情况!给予指导和引
导# 在高分经验分享会上!郑州新东方小升初英语名师王志%

数学名师徐明朝%语文名师汪俊萍%小升初项目负责人周要丽
四位老师与到场家长分享了自己教学中积累的成功经验#

王志老师特别反对填鸭式的教学方式! 他的课堂主要以
培养锻炼孩子的自主思维和解题逻辑为目标# 徐明朝老师则
提出对于小升初奥数的学习!应该早准备!更重要的是应该培
养出孩子对奥数的兴趣! 不能勉强# 在讲小升初语文的备考
时!汪俊萍老师特别强调孩子应掌握基础知识部分的答题!她
不赞同单纯依赖报作文班提高语文水平的做法!( 学习语文的
最好办法就是阅读! 一定要让孩子养成好读书! 读好书的习
惯)# 最后!周要丽老师在简要总结小升初的备考经验后!鼓励
高分学员要保持领先优势!以中考为目标!继续前进!也希望
家长更加关注孩子!鼓励孩子!信任孩子#

泡泡小升初系列*泡泡小升初英语+泡泡小升初阅读基础
班+新初一分班考试班+泡泡小升初数学$

泡泡幼儿英语"泡泡少儿英语"泡泡青少版新概念"泡泡
新概念一册"泡泡幼儿识字"泡泡语文幼小衔接班"泡泡新阅
读"泡泡数学三至五年级培优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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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小升初优秀学员!同时给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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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小升初的家长和学生提供高分学习经验!郑州新东方学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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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下午在中州皇冠假日酒店隆重
举办

!%$$

年小升初高分经验分享暨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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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长和学员齐聚紫荆阁!与郑州新东方共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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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升初教育的累累硕果" 为此!郑州新东方特别准
备了鲜花#证书#奖学金!颁发给考入重点初中的优秀学员!并邀请高分学员代表#家长代表发言!讲授他们在备考小升初方面的学习经验#教育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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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新东方理念 保护孩子学习兴趣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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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小升初部分优秀学员

热烈祝贺以下新东方泡泡少儿优秀学员升入重点初中!郑州"

潘晓凡 省实验郑东小学 郑州外国语中学 董丰

朱诗雨 农大附中 郑州外国语中学 董丰

弓亦弘 金水区艺术小学 郑州外国语中学 胡春花

许星惠 农科路小学 郑州外国语中学 赵学超

郑旭颖 经三路小学 郑州外国语中学 孙锦

詹彬斓 育红小学 郑州外国语中学!推荐考试第一名" 闫崇斌

徐辰昱 扶轮外国语小学 郑州外国语中学!获推荐资格" 李倩

刘梦飞 管城区实验小学 郑州外国语中学!获推荐资格" 王娜娜

张艺 幸福路小学 郑州外国语中学!推荐考试第二名" 李倩

何亚榕 东关小学 郑州外国语中学!推荐考试第二名" 王志

王嘉宁 经三路小学 郑州外国语中学!推荐考试第二名" 张晓燕

谢松桥 优胜路小学 郑州外国语中学!推荐考试第三名" 李云云

郑旭颖 经三路小学 郑州外国语中学!推荐考试第四名" 王志

韩一帆 二七区实验小学 郑州外国语中学!推荐考试第一名" 李倩

张月瑾 河医附小 郑州外国语中学!推荐考试第一名" 李云云

李政 解放路小学 郑州外国语中学!推荐考试第一名" 王志

曹亦波 郑州中学附小 枫杨外国语学校 李倩

常子恒 伊河路小学 枫杨外国语学校 王志

杜嘉恒 创新街小学 枫杨外国语学校 王志

郭奕婕 河医附小 枫杨外国语学校 王志

黄琨鹏 创新街小学 枫杨外国语学校 王志

青楚珩 省实验小学 枫杨外国语学校 于维

许天啸 纬五路一小 枫杨外国语学校 张晓燕

肖杨 思达外国语小学 河南省实验中学 陈小楠

夏浩宇 纬五路一小分校 河南省实验中学 董丰

滑夏 南阳路二小 河南省实验中学 董丰

刘夏 文化路一小 河南省实验中学 董丰

左正灿 文化路一小 河南省实验中学 董丰

朱宣霖 郑大二附小 河南省实验中学 王聪雅

韩夏 沙口路小学 河南省实验中学 王志

张格瑶 优胜路小学 河南省实验中学 余莹

王雨欣 文化路一小 河南省实验中学 郑英惠

朱永浩 文化路一小 河南省实验中学 郑英惠

陈思宇 农大附小 河南省实验中学 周要丽

郝健翔 纬五路一小 河南省实验中学 周要丽

何宇澄 文化路一小 河南省实验中学 周要丽

陆思宇 文化路一小 河南省实验中学 周要丽

王林山 纬三路小学 河南省实验中学 周要丽

王亦博 农大附小 河南省实验中学 周要丽

刘嘉恒 文化路一小 河南省实验中学 朱万红

齐肖杨 文化路一小 河南省实验中学 朱万红

尚晓睿 文化路一小 河南省实验中学 朱万红

沈思懿 文化路一小 河南省实验中学 朱万红

张艺薷 文化路一小 河南省实验中学 朱万红

李俊颉 幸福路小学 郑大附中!重点班" 李倩

张竞丹 扶轮外国语小学 郑大附中!重点班" 李倩

陈佳琳 郑大附小 郑大附中!重点班" 王志

黄卓然 郑大附小 郑大附中!重点班" 王志

聂士博 兴华小学 郑大附中!重点班" 王志

吴双双 郑大附小 郑大附中!重点班" 王志

许斌 河医附小 郑大附中!重点班" 王志

张激扬 优胜路小学 郑大附中!重点班" 王志

钱镛先 优胜路小学 郑州八中 董丰

吕晓凯 纬五路二小 郑州八中 李振珍

刘宇涵 中牟县一小 郑州八中 宋璨

李润中 纬五路二小 郑州八中 王志

李玉涵 幸福路小学 郑州八中 王志

王远航 沙口路小学 郑州八中 王志

王奕桐 郑师附小 郑州八中 于维

于东升 纬三路小学 郑州八中 余莹

于东玉 纬三路小学 郑州八中 余莹

郑好 纬五路一小 郑州八中 余莹

冷亦融 纬五路二小 郑州八中 赵学超

刘雯 聚源路小学 郑州八中 赵学超

李姝睿 思达外国语小学 郑州八中 周要丽

曾小童 互助路小学 郑州八中 周要丽

魏星升 金水区艺术小学 郑州八中经纬分校 胡春花

叶先青 文化路二小 郑州八中经纬分校 王聪雅

丰翼 河医附小 郑州实验外国语学校 李倩

刘天生 纬五路二小 郑州实验外国语学校 李振珍

翟不群 文化绿城双语 郑州实验外国语学校 马超华

张运韦 省实验郑东小学 郑州实验外国语学校 聂峰波

李家昂 纬五路二小 郑州实验外国语学校 赵学超

李怡洁 文化路三小 郑州市
+-

中 马超华

张卓儒 北大附小 郑州市
+-

中 于彦彦

曹宇豪 二七外国语小学 郑州市
$-

中 王志

孟崇仁 伊河路小学 郑州市
$-

中 王志

王朕 伊河路小学 郑州市
$-

中 王志

耿鹤宸 丰产路小学 一八联合 毕钰

鲁一欣 春晖小学 一八联合 毕钰

乔盛元 农科路小学 一八联合 毕钰

张雨夏 省实验外国语分校 一八联合 毕钰

赵博涵 省实验郑东小学 一八联合 毕钰

孔德林 文化绿城小学 一八联合 陈小楠

李宜函 幸福路小学 一八联合 李倩

李施萱 文化绿城双语小学 一八联合 马超华

杨温博 思达外国语小学 一八联合 马超华

徐泮琪 纬五路一小 一八联合 王聪雅

李昕怡 东关小学 一八联合 王娜娜

王心阁 东关小学 一八联合 王娜娜

徐楠 东关小学 一八联合
! ! ! !

王娜娜

岳家明 互助路小学 一八联合 王志

张载欣 少年先锋小学 一八联合 王志

吴一晗 世纪先锋小学 一八联合
! ! ! !

姚晓丛

余成浩 省实验小学 一八联合 于维

秦梓卿 黄河路三小 一八联合
! ! ! !

余莹

段家兴 农科路小学 一八联合 周要丽

智焯宬 文化绿城小学 一八联合 周要丽

孙航 文化路二小 一八联合 朱万红

程灿宇 鑫苑外国语分校 一八联合 朱万红

王 姝 文化路二小 郑州一中初中部 董丰

钟语馨 农科路小学 郑州一中初中部 董丰

任亚涵 东关小学 郑州一中初中部 王志

薛明洋 路砦小学 郑州一中初中部 王志

程钰博 文化路三小 郑州一中初中部 郑英惠

都待尧 幸福路小学 郑州一中分校 李倩

王诗妍 河医附小 郑州一中分校 李倩

张蔚然 纬五路一小 郑州一中分校 王聪雅

崔梓夫 纬一路小学 郑州一中实验分校 孙锦

江子儒 黄河路三小 郑州中学 胡春花

杨皓翔 众意路小学 郑州中学 聂峰波

王博远 伊河路小学 郑州中学 王志

徐瑶 北大附小 北大附中 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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