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茜说，其实自己也没有
什么秘诀，无非就是多积累、
多总结。朱茜说，题海无边，
做了那么多题，不总结就达不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她会
经常静悟沉思，从相同的题型
中找到共性，形成自己对题目
的了解，找到适合自己的快捷
的解题方法。因为得益于总

结，朱茜的做题速度很快，通
常其他同学需要四节课做完
的作业，她两节课就能写完。

除了在学习上讲求积累
总结外，朱茜还是一个很有计
划性的人，从小朱茜的理想学
校就是清华大学，所以从上高
中开始，朱茜就开始着手准备
参与奥赛和自主招生考试。

她曾获得全国中学生英
语能力竞赛一等奖、全国物理
奥赛二等奖、全国数学奥赛三
等奖，省级生物、数学奥赛一
等奖。凭着出色的成绩和综合
实力，她成功入围清华大学

“新百年领军计划”，并在面
试中取得了降6 0分的优待政
策。

日照一中理科生朱茜高考685分，享清华大学降60分录取资格

上上学学不不是是混混文文凭凭，，要要做做有有用用之之材材
高考成绩揭晓，朱茜考了685分的好成绩，同时她还是清华“新百年领军计划”的一员，

可享受降60分录取的优待政策。朱茜即将迈进清华大学的大门，朱茜表示，这只是开始，大
学里希望学习环境、能源或者新科技方面的专业，将来从事环保产业研发等工作。

周惠莹还是学校有名才女。
周惠莹的父母都是老师，从小很
重视对女儿的培养。周惠莹从小
学习钢琴，初中时钢琴就已经达
到十级。周惠莹多次在学校开学
典礼、校运动会开闭幕式等大型
活动中或担任主持或致献词。积
极参加中学生奥赛等竞赛活动，
获得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全国

二等奖、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省
级二等奖，参加省中学生社团联
盟辩论赛，获得团体冠军，表现
突出。连年被评为校三好学生和
行为规范标兵，荣获日照市美德
少年称号，担任班干部和学校学
生会团总支副书记等，强烈的集
体荣誉感和责任感，得到了学校
领导和师生高度认可。

如此繁忙的周惠莹是怎
样将学习学好的呢？周惠莹坦
言其实好心态很重要，面对高
三的压力，一定要寻找方式排
解。平时喜欢体育运动的她就
会利用晚自习课下的时间，到
操场上跑步。“每次跑完步神
清气爽，继续学习时会很投
入。”

日照一中文科生周惠莹获北京大学降 40 分录取资格

钢钢琴琴过过十十级级还还是是学学校校主主持持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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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

本报记者 张萍

本报6月29日讯(记者 王在
辉 通讯员 李艳梅) 27日，曲
阜师范大学2014年毕业典礼在日
照校区阳光会场举行，日照校区
8061名毕业生在这里举行毕业典
礼和学位授予仪式。校长傅永聚
寄语毕业生“毕业虽易，人生不易，
且行且珍惜”，其演讲赢得了同学
们的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27日上午，曲阜师范大学日照
校区2014年毕业典礼在阳光会场
举行，数千名毕业生整齐的围坐
在会场上，认真地听着大学里的
最后一课。“毕业虽易，人生不易，
且行且珍惜！”这是校长傅永聚给
2014届毕业生们的寄语。

在毕业典礼上，当头戴学位
帽身穿大红色学位服的校长傅永
聚登台时，会场上响起了一阵掌
声和欢呼声，“曲师大人是我们共
同的身份，不论你们身处何方，再
远的距离也隔不断母校的牵挂；
明年就是建校60周年，希望你们都
能找点时间、找点空闲，回母校看
看。”在演讲的最后，傅永聚叮嘱毕
业生们，常回母校看看。

“傅校长的讲话很亲切，说出
了我们的心声，母校虽不完美，但
我们不允许别人指手画脚，毕业
了，我们始终要做一个让母校引
以为傲的曲师大人。”毕业生莫小
磊充满自信地告诉记者。

据介绍，经曲阜师范大学学
位评定委员会研究决定，授予李
茜茜等6856人学士学位，授予高成
华等1189人硕士学位，授予崔明月
等16人博士学位。

曲师大日照校区

举行毕业典礼

校长傅永聚寄语毕业生

人生不易
且行且珍惜

本报记者 王在辉

“再见了，亲爱的同学们！毕业
虽易，人生不易，且行且珍惜！” 6

月27日，曲阜师范大学日照校区举
办了2014年毕业典礼。在毕业典礼
上，校长傅永聚发表了精彩的演
讲，通过对校园生活的回望、对优
秀学子的表彰以及对毕业生的叮
咛与嘱托，感染、激励着这批即将
走出校园的毕业生们。

表彰优秀学子

毕业典礼上，校长傅永聚首
先对表现突出的同学们进行了表
彰，那肯定的语气中充满力量。“热
心公益的田磊阳、不顾生命危险,

解救车祸事主的杨育凡、勇救落
水儿童的赵雪志、于淼、冯琦钦、张
佳慧等，你们的优秀表现和事迹
我都记在心里。”

傅校长的鼓励与赞扬也激励
着更多的毕业生们，无论身在何
处,都要做有曲园精神的曲园人。

叮嘱毕业生继续努力

傅永聚在演讲过程中，多次
引用古典诗词，叮咛同学们要勤
学、修德、明辨、笃实。告诫同学们
无论是踏入社会，谋取一份工作，
还是继续深造，求学问道，都要勤
于学习、敏于求知。

傅永聚告诫毕业生们要迈稳
步子、夯实根基、久久为功，“有时
进球就发生在加时赛终场哨声吹
响的那一刻，人生更是如此，输得
起，才能最终夺得人生的冠军！”。

“曲师大人是我们共同的身
份，不论你们身处何方，再远的距
离也隔不断母校的牵挂。”最后，傅
永聚叮嘱毕业生们，明年就是建
校60周年，希望同学们都能找点时
间、找点空闲，回母校看看。

姓名：朱茜
毕业学校：日照一中
总成绩685分：语文128

分，数学1 4 0分，英语
144分，理综273分。获
清华大学“新百年领军
计划”推荐资格享受清
华大学降60分录取政
策。

考生档案

>>注重积累总结 常常静悟沉思

朱茜的爸爸是工程师，妈
妈是教师，从小父母就很开
明，为朱茜提供了很多的自主
空间。朱茜从小就喜欢探索和
尝试，并喜欢读一些推理悬疑
小说。

另外，朱茜还有一个爱
好，那就是搜集日照的历史档

案。高考结束后，朱茜就去了
姜太公遗址、档案馆、博物馆
等。“其实日照的历史是很有
趣的，可惜很多都没有保存下
来，感觉很遗憾。”

除此之外，朱茜还搜集了
很多的关于日照的传说，如石
河县的故事、吕母起义等，朱

茜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记录
日照的历史变迁。她时常会将
自己的成果分享给身边的亲
朋 好 友 ，和 她 们 一 起 探 讨 。

“等到上大学以后，我还要成
为日照文化的传播者，分享给
天涯海角的朋友，让他们了解
日照。”

>>喜欢日照历史 想做日照文化的传播者

降60分录取，入读清华大
学对于朱茜来说已是板上钉钉
的事了。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
时光，朱茜兴奋之余不忘对未
来的规划。“那么多年的梦想终

于实现了，肯定很兴奋，不过上
大学不是混学位，我想钻研一
些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朱茜
说，她想从事环境、能源或者新
科技方面的专业，将来从事环

保产业研发等工作。
“希望在大学里多结识一

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学习
和进步，多接触前沿科技。这个
假期想旅行一下，开拓视野。”

>>想从事环保产业研发 多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

初见周惠莹，短短的头发，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很善谈也很随和。周惠莹在今年的
高考中考出了651分的好成绩，而且她还获得了北京大学校长实名推荐的资格，可享受降40
分录取的优待政策。除了成绩优异，周惠莹其他方面也很优秀，她钢琴10级，还参与各类学
校社团，担任各类活动的主持人，是学校有名的才女。

>>每天罗列计划 督促完成情况

周惠莹从入学起，成绩在
班级就始终名列前茅。周惠莹
告诉记者，一定要为自己制定
一个目标，有梦想才有动力，除
了大的计划外，还有小计划及
分期计划，甚至细化到每一学
期、每一天，让自己有条不紊地
完成学习任务。

“制定的计划一定要切合

实际，要合理，这样才能保证计
划顺利完成。”周惠莹告诉记
者，为了督促自己顺利完成计
划，她还有一个特别的小本本，
上面列着每天的计划，完成了
就在上面画个对勾或者写下几
句激励自己的话，完不成就在
上面自我批评一下。周惠莹说，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习更加有

自主性，充分利用零散时间。
周惠莹认为对学生而言，

最关键的是问课堂要效率，而
不是开夜车。“一定要跟好老师
的步伐，老师都有着丰富的经
验，所以要虚心接受老师的建
议意见，遇到不会的问题一定
要及时问老师，搞清楚，这样才
会得到进步。”周惠莹说。

>>从小多才多艺 通过运动来减压

由于成绩优异、多才多艺，
周惠莹成为北京大学校长实名
制推荐的幸运儿，并凭借自己的
出色表现，获得了降40录取的资
格。对于周惠莹的成绩，北京大

学已经向她伸出了橄榄枝。
即将升入自己梦寐以求

的学府，周惠莹对未来充满期
待，希望能够以更好的姿态面
对新生活。“希望从事经济管

理、中文或者法学相关的专业
吧，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人。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大学
里有更大的收获，成为顶尖儿
的人才。”周惠莹说。

>>希望获得新成长 成为更有用的人

本报记者 张萍

姓名：周惠莹
毕业学校：日照一中
高考成绩：总分651分：
语文 1 2 7分，数学 1 4 0

分，英语 1 4 3分，文综
241分。获得北京大学
校长实名推荐享受北
京大学降40分录取资
格。

考生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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