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商报
!"#" ! $ " % # $%&

!" '() *+, ! #$%& -.) ! '()% /0" ! *+ 1+2

!""

,-./!0 1234567

郑州新东方清华!北大直通车现在面向全省
招生"但文理科各招生

#

人"共
"$

人"因此"要成为
清华!北大直通车的学生并不简单#

$ 我们选拔的清华% 北大直通车学员必须要
通过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

%&'

教学管理系统的
在线测评&这套系统引进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测评技术"包括智能测评系统'

()'

( %学科测评系
统'

*)'

(和教学系统'
+,'

(三个部分"目的在于
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学员%提供适合学员的学习方
案并确保最终的学习效果#学员可以首先在线进
行智能测评和学科测评"分别获得详细的专家版
测评报告"这两份报告将全面分析学员在智能和
学科方面的优势与不足)随后"教学系统将根据
测评结果为每一位学员生成专题讲义"为学员提
供个性化培训方案" 并配以专属的学习跟踪检
测"真正做到个性化教育"保证培训效果# 清华%

北大直通车要招的学生不仅仅是高分生"更要求
是高素质的学生#*郑州新东方学校校长!清华北
大直通车班主任印建坤说"$ 清华!北大直通车之
所以文理各只招生

-

名"是根据清华!北大两所院
校的招生名额!河南考生数量的实际情况和郑州
新东方学校目前的师资力量等因素综合考量的"

我们将保证这
.$

名学生来年的高考分数超过清
华! 北大录取线& 如果超不过" 我们将全额退
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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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七年小升初冲刺班经验的
基础上"借鉴清华大学附属学校$ 初高中
一条龙实验班*教学模式"睿源学校针对
省内名校小升初备考及衔接特点开设了

$ 龙班*新课程"率先进入后$ 小升初*培训
时代&

负责龙班课程规划的海盛博士在接
受采访时讲道"$ 龙班三大特色,一是精英
教育"选优秀的学员"配优秀的老师&二是
衔接教育"秉承一条龙的教学理念"通过
基础知识梳理! 名师心理讲座等方式"从
心理!学习方法上做好小学与初中的衔接
过渡"让学员做到与名校的无缝对接& 三
是国际教育"专职外教主持英语口语开放
性话题教学" 既提升学生的听说口语水
平"又拓展学员的国际视野&这样"既能让
这些小学毕业生在中学继续领先"又能让
他们将来与国际名校接轨"成为中华民族
发展的- 龙.的传人+ *

$ 龙班开设两年"已有
$///

多人次升
入省内名校"而且进入初中后成绩比以往
更好"我们更加坚定信心"让学生不仅上
初中名校"更能上名牌高中%大学名校+ *

牛明亮校长激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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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睿源小升初$ 龙班*秋季联测
已于

0

月
1

日结束"约有
"-//

名同学参加了
首轮测试"成绩可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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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错过首轮测试"四%五%六年级可预约
补 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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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全省 文理各-人 名师指导 确保直升清华北大

郑州新东方清华北大直通车全面招生
$ 我要上清华 + *$ 我要上北

大+ *这是每一个学生的梦想"也
是每一位家长的希望 & 然而 "清
华%北大每年的招生名额有限"尤
其是在河南这个高考竞争异常激
烈的省份& 据了解"

$/./

年高考"

清华大学在河南招生名额为
8$

人" 北京大学在河南招生名额为
.//

人"而河南的考生却有
093$1

万人& 由此可见"$ 河南娃儿*想圆
自己的清华% 北大梦是多么不容
易&

$ 郑州新东方清华%北大直通
车的推出就是为了帮助更多的

- 河南娃儿.圆自己的清华 %北大
梦"让更多的- 河南娃儿.从新东
方走向清华"走向北大+ *郑州新
东方学校校长印建坤说 ,$ 在清
华%北大直通车的班级中"所有任
课老师都是具有多年教学经验的
优能中学教育一线名师& 他们的
成功经验将帮助孩子少走弯路 "

直升清华北大+ 如果明年高考没
有达到清华%北大录取分数线"我
们将全额退费+ *

$ 我们的清华% 北大直通车并不仅仅是个
名称"也不是象征主义"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直
升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也就是说"孩子只要
通过新东方集团自主研发的国际最先进的优
能中学

%&'

教学管理系统的免费在线测评"并
在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学习方案指导下备考"他
就很有希望在明年高考中拿高分"顺利升入清
华或者北大+ *郑州新东方学校校长印建坤说&

郑州新东方学校已经扎根河南
9

年了"为
河南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更为各个知名大学输
送了大批的优秀生源"每年都会有很多的高三
学生从郑州新东方走进国内外知名大学&

$/./

年高考"郑州新东方学校学员李振天提前被北
京大学录取"张雨坤%刘昊被上海外国语大学

提前录取"孟祥毓%卢畅被西安交通大学提前录
取& 在国外知名大学录取中"郑州新东方学校更
是捷报频传,郑州新东方学校学员张硕被美国明
德学院录取" 学员李庆被美国旧金山大学录取"

学员张爱江被美国陆军海军学院录取"学员李放
以雅思成绩

8

分' 阅读单项
:

分(的好成绩被英国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录取//

成绩的取得来源于学生的努力"更来源于老
师的言传身教&郑州新东方学校的老师大都具备
硕士以上学历"并且经过了系统化的专门培养和
训练"再加上多年成功的教学经验"可以说为孩
子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家长有理由相信"清华%北
大高考直通车的学员有这些实战经验丰富的老
师护航"必将顺利驶入清华%北大的港湾+

据了解"清华%北大直通车是郑州新东方
学校推出的$

$/..

高考状元承诺班*的第一期"

校长印建坤老师亲自担任班主任" 以确保清
华%北大直通车的每一位学员来年都能升入清
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印建坤校长不仅是新东方考试研究专家"

更具有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双料硕士学位 &

多年的清华% 北大求学生涯使印建坤校长深
知清华%北大需要什么样的学生"也明白该如
何让郑州新东方清华% 北大直通车的学员成
功转化为清华%北大的学生&$ 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这两年的招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他们
看重的并不仅仅是分数 " 还有学生的综合素
质& *印建坤校长说"$ 最近几年"被清华%北大
劝退的高分低能考生并不少 "因此 "要想成为
清华%北大的学生"就要全方位提升自己"绝不
仅仅是分数+ *

清华%北大直通车的目标不仅仅是分数上成
为清华%北大的学生"更要在综合素质上成为这
两所学校的学生&因此"郑州新东方将为清华%北
大直通车引入综合素质培养体系"让孩子成绩素
质双提升"顺利升入清华%北大&

睿源小升初八年 成才就是硬道理
WXY|m

ab}~-

在小升初的各类辅导中"睿源
$ 小升初* 龙班教育格外引人注目

;

连续八年学员升入名校的人数稳
居全市第一&

$/./

年
;

龙班又以系统
的课程和有效的训练"顺利升入初
中名校的人数达到

.$:/

名& 同时"

首届小升初毕业生'
$//<

年(中已
有多人保送至重点大学"个别优秀
学员还拿到了国外重点大学的全
额奖学金+

老师"

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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