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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立伟

与高考真题相似度高
备受考生欢迎

据统计，2016年高考《名校
名师名卷》与2016年全国卷真
题试题具有很高的相似度。例
如,语文科目押中全国Ⅱ卷“名
篇名句默写”三篇文章；2016全
国Ⅱ卷真题默写《蜀道难》《阿
房宫赋》《孟子·鱼我所欲也》，
在2016年高考《名校名师名卷》
试题中全部出现。

2016年高考《名校名师名
卷》英语科目，与全国Ⅰ卷相似
考察点很多。其中，最受关注的
是，英语作文中,2016高考真题
和名卷出现高度相似题材，一
个是写应聘申请，另一个是应
聘申请请别人修改，这一考题
有25分。

2016年高考《名校名师名
卷》与全国Ⅰ卷文科数学相似
题型总计111分，相似度达74%。
全国Ⅱ卷文科数学中的真题，
有123分题在2016年高考《名校
名师名卷》中可以找到相似题
或同考点题，相似度达82%，其
中选择题中的集合、椭圆的离
心率、三角函数图像同考点的
试题出现高度形似题。全国卷
数学理科试题Ⅰ卷有97分，Ⅱ
卷有89分试题与2016年高考

《名校名师名卷》中试题相似，
相似度分别达到64%和59%。

让你优先感受
“全国元素”

之前有考生疑问，2017年高
考，山东省是两门全国卷，两门

山东卷，名师名卷是否适用？这
么多学校出卷，是否适合山东省
考生使用？专家研究，从2016年高
考试题来看，国家教育部在同一
考纲下命制的三套试题以及地
方卷，在考点、题型、试卷结构上
基本一致，仅试题分值、难易程
度等有所区分，所以，该套卷子，
对于使用全国卷和地方卷的考
生来说，都是非常适用的。

3月8日，《2017年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夏季高考)
山东卷考试说明》对外发布。必
须关注的是，去年10月，教育部
考试中心对2017年高考《考试大
纲》进行了大幅度修订，今年是
山东最后一年自主命制语文、数
学试卷，作为“山东卷”向全国卷
靠拢的“桥梁”，专家解读，今年
的2017年语文、数学试卷中，有可
能会出现很多“全国元素”。

订阅过程中，济南一重点高
中为高三毕业班所有老师配齐

本套模拟试卷，希望备课老师仔
细研究；枣庄一高中副校长带高
三毕业班老师，亲自到报社考察

《名师名校名卷》，体现出对模拟
卷的极大关注；泰安某高中学生
家长已为学生代购十多份……

在新的高考形势下，该套
《名校名师名卷》由全国优势名
校倾力打造，考生在认真研究并
理解《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和2017年山
东《高考考试说明》的过程中，配
合着做题，效果会事半功倍。

参与老师李正华
班里66人全上一本线

参加出卷的24所学校中，18
所学校是所在省(市)多年高考成
绩稳居第一的名校，6所学校居
所在省份第二或第三。参与命题
的名校中，近3年来，高考一本院
校录取率，北大、清华录取人数
均居本省区前列。

其中,多家名校在全国享有
盛誉。山东省参与命题学校济南
市历城第二中学，在2015年高考
中，历城二中任课老师李正华所
带班级语文平均分123分，66人全
部上一本线，最高704分被清华
大学录取；全班总平均分634分，
基本都被“211”“985”等国家级重
点高校录取；河北衡水中学，2016
年考入北大、清华的人数均超过
139人，全国第一，由其倡导的衡
水中学教育模式受到教育界的
关注，被誉为“衡水神话”。

此名师名卷由24省区主流
媒体与24所名校120位名师首次
跨界合作，服务高考最后冲刺时
刻，根据最新《2017年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编写，
考前专业预测，所以，该名卷与其

说是模拟卷，不如说是押题卷。
根据设计，2017年高考《名校

名师名卷》全套共六本：《语文》
《英语》《文科数学》《理科数学》
《文综》《理综》。文、理各四本，每
本12份试卷，含全部答案解析和
提分要诀，共48份试卷。丛书全
国统一零售价为：文科和理科每
套4科4册，198元/套。

冲刺关键节点
“通用+实用”

不少家长在订阅过程中有
诸多疑问，比如有考生已经买了
许多模拟卷，2017年《名校名师名
卷》是不是发行晚啦？求精莫贪
多，一卷赢高考。此时正是冲刺
备考的关键节点，模拟卷很多，
建议考生选择含金量高的试卷
练习。

2017年《名校名师名卷》出题
学校都是中国顶尖学校，出题老
师更是这些学校中的顶级名师，
他们对高考试卷的研究也是顶
尖水平，做这套卷会有很多收
获——— 如果会做，不仅是巩固梳
理，而且可提振信心，帮助考生
高考时超常发挥；如果不会做，
查漏补缺，帮助考生攻克疑难问
题赢取高考。可以说，2017年《名
校名师名卷》是拔高卷、提分卷。

“这份高考模拟卷，是不是
只适合名校、学习好的考生用？
我家孩子学习成绩不算最好的，
这份考卷适用吗？”在订阅过程
中，不少家长担心考卷题目太难
或者太容易，不适合自家孩子。
据了解，2017年《名校名师名卷》
是仿真模拟，贴近高考，按照最
新考纲编写，以“通用+实用”为
特点，关键是让考生吃透题目和
大纲精神。无论是成绩优异还是

成绩普通的考生，都能从考卷中
收获颇丰。

另外，针对价格的问题，2017
年高考《名校名师名卷》是国内
24省区使用全国卷的24所顶级
名校，首次联袂推出的高考模拟
试卷，24所名校120位名师团队多
维度、全视野模拟高考，原创编
写，阵容之强、规格之高前所未
有。另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支
付名师稿酬买版权，精心设计，
试卷使用价值极高，物超所值。

48套试题组成
24省（区）同步接受预订

2017年高考《名校名师名卷》
全国24省(区)预订启动，齐鲁晚
报是山东省独家代理。《名校名
师名卷》一套试卷198元，省内省
外邮费均10元，需要邮寄共付款
208元。订阅成功后，立即邮寄。

预订电话:0531—85196197
13608929970(手机号即微信号)纵
老师(可通过微信-添加朋友-搜
索手机号-添加“纵”为好友)

微信预订留言格式：家长姓
名+手机号+学校+文/理+邮寄地
址(具体到门牌号)

友情提示：因预订人数较
多，如遇忙线，请耐心拨打，可短
信或者微信报名预订。

付款方式：
1、微信转账：
微信添加好友，留言“家长

姓名+预订试卷”,直接转账对方
2、银行转账：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济南

和平支行(6228480259027195777)
持卡人：纵瑞东
自提地址：山东济南历下区

泺源大街2号大众传媒大厦306
齐鲁晚报教育工作室

衡水中学、历城二中等24省（区）名校名师精准“预测”

《名名校校名名师师名名卷卷》助助力力高高考考冲冲刺刺
3月8日，《2017年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夏季高
考 )山东卷考试说明》对外发
布，专家解读，山东的高考语
文、数学今年是最后一次使用
山东卷，作为过渡阶段，今年的
试卷中有可能会体现全国高考
大纲的精神。由齐鲁晚报联合
全国23家主流媒体教育专刊统
筹策划，邀请全国24省(区)24所
名校组编的《名校名师名卷·
2017全国24省(区)24所名校高考
模拟试卷与提分要诀》，凝聚了
24省(区)24所名校120位在职权
威名师的智慧，分享了全国24
省 (区)24所名校优质的教育资
源，让你优先体验“全国元素”。

能能跳跳健健美美操操会会唱唱歌歌，，上上起起课课像像说说相相声声
山东省实验中学高三一班有个“萌”老班

吕秀亭在给学生讲解习题。记者 尹明亮 摄

虽已四十出头，和一群00后的孩子在一起，依然能牢牢抓住他
们的心。在山东省实验中学高三一班的同学们眼里，这个叫吕秀亭
的班主任有点“萌”。三年的陪伴说着说着就要结束了，这个“萌大
叔”的很多故事却留在了学生的心里。

本报记者 尹明亮
实习生 程子函

一次班会赢来一

溜小红旗

教室后黑板报上方挂着一
溜红色小锦旗。“这都是我们班
这三年获得的各项荣誉！”山东
省实验中学高三一班的班长姜
皓，很为自己班自豪，高中三
年，全班当了三年的先进。姜皓
把这些都归功于班上那位“萌
萌”的大叔班主任吕秀亭。

“现在都不记得从什么时候
起班里就再没有同学迟到过，也
再没有因为什么扣过分。也不见
吕老师发怒过，但在高一的时
候，他怒的那一次就能让你记三
年。”姜皓记得很清楚，刚上高一
时，这位大叔给他们约法三章，
一要守时、二要安静自习、三要
爱护教室环境。“有一段时间班
里迟到的同学多，老师怒了，就
要开班会。”姜皓说。

回忆起那次班会，姜皓和
同学都觉得班主任如有神助，

“引经据典、口若悬河、激情澎
湃。一节课不够，又多开了半小
时。后来的结果就是，高中快三
年了，班里月月都有流动红旗，
年年排全校前三。”

示范健美操，带同

学获全校第一

每到课间操同学们做操

的时候，在学生队伍的后面，总
能见到吕秀亭的身影，这也成
了操场的一景。“自己爱运动，
也要把运动的习惯传给每个同
学，每到体育课，他都亲自催促
我们去操场，教室里一个人都
不能留。”王红木说。

“所以到现在，班里每个人
也都身体倍儿棒。”王红木说，
体育节排练健美操，吕秀亭会
要求班里全员参与，一个也不
能落下，“要让每个人都感受到
集体的荣誉和力量。”

每年体育节，老吕次次不
落陪班里同学排练，“每场排
练都陪着，嫌大家动作不标
准，亲自上马做演示，可演示
的样子却有点像打太极。”一
个个关于老吕的逗趣视频在
同学们的朋友圈里传播着，彼
此的感情却越来越深了，“去年

的体育节健美操比赛，我们班
得了全校第一，最终7个同学被
选到了校队，代表学校参赛。”

苑心怡同学是这七个同学
中的一员，在学校领导带着他
们去参加比赛的那个周末，她
听到看台上传来一个熟悉的声
音，“本以为他不知道，原来他
早打听到比赛的时间，蹬着自
行车悄悄去给我们加油了。”

大叔不落伍，听他

上课像是听相声

在一帮00后的孩子面前，
70后的吕秀亭老师是个不折不
扣的大叔，但这个大叔却是个
与时俱进的大叔，“尤其是在他
的物理课上，总能时不时给你
带来惊喜。”王红木说，当同学

们嫌他作业布置得多时，他一
句“大家互相伤害啊”带来一阵
哄笑，讲到电场时，也会抛出一
个形象的比喻，“两个电子‘轰’
一下子怼上了”。“听他上课，就
像听一场单口相声。”

在王红木的印象里，吕秀
亭三年里带给他们太多的欢
乐，“表面上是大叔，但骨子里
其实挺时髦，有时候好似有颗
18岁的心。”班里搞元旦晚会，
他来了一首《向天再借五百
年》，带来不少快乐。

“不仅会唱歌，他更爱跳
舞，别的班里有晚会，他也时
不时去献舞一支，但他有时不
按规矩出牌。”在去年元旦的
学校教职工联欢会那一天，当
同学们都以为多才多艺的吕
老师去参加教职工联欢时，他
却带着个学长来到班里，大手
一挥，“唉，别的都先别干了，
我给你们带了个学长来，给你
们讲讲。”原来是学校给创新
班请了个在哈佛的学长作报
告，一听这个学长讲得挺好，
吕老师就把人给领回来了。

王红木还记得当高二自
己因为成绩下滑找吕老师分
析问题时，“他三句两句就能
分析到问题根源所在。”王红
木说，不知不觉中，这帮00后
已将这个大叔当成了亲密的
朋友。


	B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