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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名师悉心辅导" 太阳石的学生学习都
是个顶个的好"很多学生在高考#中考中考试成
绩优异" 不少被重点高中重点大学提前录取或
瞄上$ 最近他们辅导的学习尖子尚阳和杨斌分
别以

$%&

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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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高分" 被厦门大学和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提前录取" 这让很多家长和学生
受到了很大的激励和鼓舞$

% 我们把学生送到这个学校来"就是想让孩
子多与成功的孩子共同学习和交流" 这样他们
有学习目标和动力"进步就会很大"提分更快$ &

近日" 被大学提前录取的尚阳和杨斌在太阳石
辅导学校天天与家长和学生面对面沟通" 学习
气氛非常浓厚' 很多学生表示"和尖子生一起体
验学习中大提分的快乐"感觉太好了'

!

,-./012345!"#$%&&&&#$'()

&&&&#$'#

67589:;<=>;?@ABCDEF

GHCIJKLMNOPQ$*R$*"+S

与被大学提前录取的尖子生一起体验大提分
太阳石辅导学校% 十天强化提分班&三期#四期吸引了众多家长"他们争相把学生送来与成功的孩子共同学习和交流

应学员和家长强烈要求"太阳石辅导学校最近开办了暑期% 十天强化提
分班&"课程涵盖各年级各科重点提分科目"针对性强"纯小班授课"效果更
快#更高效"让学生提前掌握初中#高中新课程重点#难点"轻松进入班级前
列"为中考#高考拿高分上名校打好坚实基础( 经该校辅导被大学提前录取
的尖子生在该校天天与家长和学生面对面交流学习方法和学习经验' 很多
学生表示"和尖子生一起体验学习中大提分的快乐"感觉太好了'

% 我先带着孩子去上海世博会转了
转"没想到回来后发现太阳石的) 十天
强化提分班 *一期 +二期都已经报满
了"这可怎么办啊, 看来只能报三期#

四期了' &

太阳石教育近日不断接到家长们
的咨询电话和来访"希望让他们的孩子
上该校的% 十天强化提分班&'为了解决
家长和学生二轮报班的要求"太阳石教
育决定专门针对因外出旅游#回老家而
耽误了首轮报班的孩子开设了三期#四
期班'

据悉"该校名师济济"汇聚一大批
资深备考研究员# 中高考命题研究人
员#重点中小学一线教师等优秀教师资
源' 很多家长慕名把孩子送来报班"太
阳石教育暑期班一期#二期目前已全部
报满' 据该校负责人讲"为保证教学质
量"他们决不把一期#二期的小班制教
学大班化"而是尽快开办三期#四期' 三
期# 四期以中小学生

()

天强化提分班为
主"各年级#各班型正在限额招生中(

从
*

月
($

日起" 该校将重点举行针
对新初一#初二#初三#新高一#新高二
精华同步提高班公开课'要给孩子报班
的家长不妨带着孩子来体验一下这里
大提分的学习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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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了解" 这个学校的各科辅导都很棒"名
师们都能按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学" 指导学生对上
学期学过的知识要点进行针对性回顾和强化"并
对新知识进行提前吸收#理解和消化"教学效果非
常好"孩子提分就是快' &很多把孩子送到太阳石
辅导的家长" 都认为自家孩子走在别人前面赢在
起点肯定没问题'

太阳石% 十天强化提分班&三期#四期"主要
针对各年级各科进行高强度的学习" 使学员们
能够轻松掌握学习方法' 教材采用太阳石内部
讲义"精选小学#初中#高中核心学习课程"以历
年小升初#中高考真题为参考"紧扣重点#难点#

考点"均由名校名师执教"小班授课"并增设课
堂比赛#课后过关测试等"让学员快速掌握学习
方法和解题技巧"不走弯路"十天大幅提高学习
能力"快速提高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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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季首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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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生"人均提分
,)

分"最
高一个提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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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初三学生刘永"提分高达
.)

分-

+))*

年寒假补课
+))

名学生"人均提分
+.

分"最
高一个提分是回六一名高二学生张小伟"提分高达
*'

分-

+)).

年春季补课
&))

学生"人均提分
+'

分"最高
一个提分是外国语一名高一学生张艳红"提分高达
$/

分-

+)).

年暑期补课
.))

学生"人均提分
+/

分"最高
一个提分是省实验初二一名学生李艳"提分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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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季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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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人均提分
-)

分"最高
一个提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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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初一学生张严"提分高达
.(

分-

+)).

年寒假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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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人均提分
+$

分"最高
一个提分是八中一女生王雪"提分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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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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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生"人均提分
+)

分"最高提
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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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初三学生李强"提分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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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预计生源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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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生" 更会硕果累
累" 现暑假到来" 从

*

月
('

日
0*

月
+)

日天天开设公共
课"各种班型陆续开班"欢迎前来报课'

!

黄埔导航数理化一个月最高让你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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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面向全省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学生"重点推荐
平民价位班型. 一对五+一对十/ "黄埔导航品牌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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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一+一对三+一对五+一对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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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过硬的
*

大原因0

(3

黄埔校长亲自培训每一位教师"坚持使用黄
埔教学模式0励志

4

方法
4

速成精讲"对大多数学生
来说"听速成精讲就能快速提高成绩-但有的学生
很用功"苦于没好的学习方法"黄埔校长要求老师
每次课都要传授学习方法" 这让一部分学生除了
会速成演练外又掌握了学习方法" 回到学校后按
方法来学成绩提高得很快'对那些不想学习+信心
不足+不努力+没目标+没动力的学生"采用励志方
法来解决'经过这个模式教学就能取得辉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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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以来坚持从不用大学生上课"所用教师
年龄均在

-)

岁
0&'

岁之间"保证了教师队伍的高质
量' 大学生在这里只能做前台接待"协助管理'

-3

成功教学模式的开设"一对一+一对三+一对
五+一对十已成为业界的品牌标杆"现在家长都知

道大班教学质量太差"很多家长都希望上小班"黄埔
导航学校不只是品牌小班教学"且能满足不同层次消
费能力的家庭'

&3

教师阵容强大达
.))

多名"教师是省会拥有教师
质量最过硬+数量最多的一家培训机构'

'3

教学管理严格0教师教学成绩上不去"将严罚授
课教师"教学管理服务上不去"将严惩管理人员'

$3

教学教研管理严格"每周
,

天时间全体教师集中
研究讲课+评课+速成方法+学习方法+学生思想教育'

*3

全员学习+全员培训在教育培训界率先实施"学
校中层以上干部" 经常外派到全国各地学习考察"全
体员工每周有一天集中培训学习时间"由校培训部校
长111陈校长亲自抓'

这样做使黄埔导航学校教学成绩过硬"在省会名
气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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