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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考了701，还得再加20分
福山区格迈纳尔中学理科考生孙羽谈今年高考发挥得很不错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李楠
楠 ) 24日，山东高考成绩公布，
全省出现不少高分考生，其中烟
台市福山区格迈纳尔中学的理
科考生孙羽谈今年高考成绩为
7 2 1分，其中原始成绩7 0 1分，同
时获得省级优秀学生20分加分。

2 4日下午，全省考生和家
长都在紧张地期待着高考成绩
的公布。2 4日下午 4点，可以查
分了，烟台众多考生和家长在
同一时刻顿时紧张起来，全省

考生和家长都开始通过网络和
电话查分，一时间还造成了网
络拥堵，电话打不进去的状况，
不少家长和考生都被急哭了。
本 报“ 6 7 8 录 取 吧 ”高 考Q Q 群
( 2 2 1 9 1 9 4 4 1 )里，家长们也在激
烈讨论着高考成绩，以及如何
填报志愿的事情。

而查到分数的考生和家长
也是几家欢喜几家忧，每年都会
出现一些高分考生，其中今年烟
台的高分考生不在少数，如莱州

一中的理科考生杨依林考了700

分，同样是莱州一中的文科考生
钟馨考了6 7 1分。而福山区格迈
纳尔中学的理科考生孙羽谈今
年的高考成绩是7 2 1分，其中原
始成绩7 0 1分，同时孙羽谈被评
为省级优秀学生，高考录取时可
以获得20分加分优惠。

另外，不少家长在群里讨
论，福山一中一名理科生考了
711分。“今年福山的高考成绩要
火啊。”不少家长说，以前名不见

经传的福山，今年真是令人刮目
相看。

24日下午，本报记者第一时
间联系到孙羽谈的家长，据孙羽
谈的母亲徐女士介绍，孩子没有
什么特别的，就是各科成绩均衡，
发挥得也不错。而孙羽谈的父亲
孙先生说，“我们家孩子就是个普
通孩子，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
的，我们从来不跟别人的孩子比，
要比就跟自己比。”据教过孙羽谈
的老师介绍，孙羽谈在初中就学

习不错，各科发展均衡，基础很
好。

据24日当天下午粗略统计，
烟台各个高中650分以上考生不
在少数，烟台一中、二中理科680

分以上的考生就有好几个，二中
文科有考生考了646分，而牟平一
中680分以上就有4个，还有一个
690多分的(加20分)。而从全省情况
看，全省理科过了700分以上的累
积有33人，文科过了670分的累积
有17人。

暑假即将到来，为了让
孩子的这个暑假过得更有
意义，本报与新东方烟台服
务中心联合举办“北京新东
方夏令营”报名活动。

新东方夏令营覆盖了
从小学到初、高中所有年龄
段的孩子，“酷学酷玩”适合
初、高中的孩子，其中的听
力口语、词汇速记和北京英
语游学营最受广大家长和
孩子的欢迎；“我能我行”适
合小学一到五年级的孩子，
包含了英语全能、听力口
语、美术、语文、初中预备等
八大营。

“以前孩子想要去新
东方学习，只能自己一个
人，家长还得来回接送，
很不方便，而且路上也不
安全。这次的夏令营，我
们会派专门的大巴车接
送，统一住在新东方安排
的宿舍里，每个班里还有
班主任、教师、助教24小时
照顾学生的日常起居，不
论是学习还是生活方面，
家长都可以完全放心。”
新东方烟台服务中心的李
老师向记者这样介绍。

另外，李老师提到还
有些家长希望孩子利用暑
假预习下学期的新知识，
这种情况可以选择参加新
东方的暑假预科班，主要
针 对 即 将 升 入 初 一 、初
二、初三、高一、高二的学
生。内容有针对英语专科
学习的，也有语数英、物
化生等联报班，时间为1 0
- 1 5天不等。现在报名活
动已火热开始，请有意的
家长尽快前来报名咨询。

报 名 咨 询 热 线 ：
6 2 8 2 8 0 0 1 3 2 8 7 4 3 7 8 5 8；
13553129941 地址：华达大
厦922室

本报6月2 4日讯 (记者 刘
清源 ) “听说学校出了个考了
700分的学生，没有人会想到别
人，大家绝对一致地认为是杨
依林。”莱州一中一位高三班主
任说道。据了解，杨依林还是今
年清华大学自主选拔“新百年
领军计划”推荐人选，以 7 0 0分
的成绩上清华，非常轻松。

24日，莱州一中2010级理科
28班学生杨依林，以700分的成绩
成为莱州一中的最高分考生。当
天杨依林和同学在苏州自助旅
游，当时正乘坐高铁的他委托同
学帮忙查询了高考成绩。杨依林
的班主任赵秀丽介绍，杨依林的

综合素质非常全面，先后获得全
国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二等奖，全
国优秀中学生“走进奇妙的数学
世界”科技营论文答辩二等奖，北
京大学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
会最佳立场文件奖等荣誉，并且
竹笛水平达到十级。在莱州一中
2013清华大学自主选拔“新百年
领军计划”遴选过程中，综合评价
成绩第一。

“他在学校就是学生中的
‘领军人物’，在师生中威信也
很高，听说学校出了个考了700

分的学生，没有人会想到别人，
大家绝对一致认为是杨依林。”
赵秀丽说。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刘清
源) 得知莱州一中考生钟馨取
得671分(文科)的好成绩，钟馨母
亲的很多老师、朋友们纷纷到她
家里祝贺，直到晚上9点，钟馨家
里还非常热闹。

今年莱州一中考生钟馨以
671分(文科)的好成绩成为莱州
一中的文科最高分。钟馨的班主
任宿然认为，取得这样好成绩是
预料之中的。“她是一个比较有
个性的女孩子，很有主见，做事
非常认真，也非常刻苦。”宿然
说，钟馨的心态非常好，平时考
得不好时，同学老师安慰她，她
都会淡淡地说：“没事，我知道我
哪里错了，下次就不会这样了。”

24日晚上临近9点，记者联
系到钟馨的母亲李磊。李磊介
绍，她家里现在非常热闹，她的
很多老师、同学得知女儿取得
这么好的成绩，都前来祝贺。在
李磊眼中，女儿是一个非常执
着的孩子。“我对她没有太高的
要求，只要考过650分就很不错
了，不希望她为了分数学得太
辛苦。但我知道女儿是个追求
完美的人。”

谈起自己的高考成绩，钟馨
语气比较平淡，她估分比实际分
数要高些，在记者与她联系前，
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学校里最高
的文科成绩。为了高考，钟馨假
期都在参加各种辅导班，其中英

语班最多。“今年高考后，我上午
去学舞蹈，身体的柔韧性不太
好，大多是形体训练方面的。下
午我跟妈妈学素描，也是梦想了
很多年的事。”钟馨说。

钟馨的母亲是一位美术老
师，这个假期也是钟馨第一次有
时间跟妈妈学绘画，“从小就喜
欢画画，一直没时间学，能画一
手好画多好啊。”钟馨说，她还报
名加入了义工组织，终于有时间
做以前想做但没有时间做的事
了。

对于考哪所大学，钟馨还没
有明确目标，不过她想参加香港
大学的面试，并且也在做英语考
试方面的准备。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刘清
源) 24日，2013山东高考分数线确
定，一本文科570，理科554。相比去
年，今年理科一本分数线降了28

分，高三老师称，高考分数的变化
并不影响考生填报志愿，不过得知
今年理科分数线下降，不少理科生
释然了很多。

今年本科一批分数线为：文科
570分，理科554分。本科军检资格
分数线为：文科540分，理科524分。
专科军检资格分数线为本科军检

资格分数线下40分。
2012年山东高考一本分数线

为文科573分，理科582分。相比而
言，今年一本文科分数线降低3分，
理科分数线降低28分。对此，省教
育厅回应理科分数线降低幅度比
较大主要是山东省今年将部分本
科二批高校重点专业调整到本科
一批，计划总量增加较多。

对于近30分的考分落差，烟台
一些高中老师认为比较正常，并不
影响考生填报志愿。烟台二中高三

老师于老师认为，高考分数线的划
定是根据考生成绩数据划定的，虽
然给出的是一个分数，实际上代表
的就是一个名次。举个例子，去年
招1万名学生，按照1：1 . 2的比例投
档，理科582分就是第12000名考生
的成绩。“分数只与题的难度有关，
分数线代表的实际上是一个名次，
不管分数线是高是低都是全省考
生成绩的名次划定分数。”于老师
说。

“今年的理科数学题确实有些

难，不少原来考130多分的学生，自
己估分只考了110多，理科分数线
降28分也是比较正常的。”烟台一
中老师马述涛说，24日下午得知理
科一本分数线后，不少理科考生释
然了很多。

另外，往年考生查询高考成
绩，只有全省该分数段的成绩排
名。今年查询高考成绩，分数后直
接有该成绩在全省中的精确排名，
一些老师认为这对于考生报考学
校将起到精准的参考作用。

2012年本科一批分数线
文科 573 理科 582
2012年本科军检资格分数线
文科 545 理科 535

2011年本科一批分数线
文科 570 理科 567
2011年本科军检资格分数线
文科 545 理科 527

2010年本科一批分数线
文科 606 理科 580
2010年本科军检资格分数线
文科 580 理科 546

莱州出了700分考生，大家一猜就是杨依林
他还是今年清华大学自主选拔“新百年领军计划”推荐人选

新东方夏令营

火热报名
专车接送、老师24小时照顾

在玩耍中学习英语

莱州个性女孩钟馨，这次考得很棒
文科考了671分，这个假期她想学绘画当义工，做些自己想做的事儿

理科线降了28分，考生淡定很多
高三老师称成绩出来后全省会有个精确排名，考生和家长可参考报志愿

往年山东高考

录取分数线

格好成绩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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