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成绩昨出炉，五莲三中一理科生总分 716 分

日照不少高分生接到“掐尖”电话

教育

2013 年 6 月 25 日 星期二 编辑：刘伟 组版：赵长通C02 今日日照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张萍)
24日下午，山东省高考成绩出

炉。据了解，五莲三中一位理科学
生总分 716 分，日照一中一位文
科考生总分达到694分。记者了解
到，日照市不少高分生都已接到
名校电话。

24日下午3点，日照考生开始

通过高考查询热线查询高考成
绩。考生刘凯表示，查成绩之前并
未觉得紧张，可是真到了查询输
入准考证号时，手不自觉打哆嗦。
也有部分考生只能让家长代查成
绩。

24日下午，本报记者第一时
间联系了日照市的几所高中，了

解日照考生的成绩情况，据记者
初步了解，今年日照考生高考成
绩依旧不错，出现了多名高分考
生。

其中，日照市五莲三中的学
生姚久鹏的理科总成绩是716分，
日照一中学生孙程的文科总成绩
是 694 分，实验高中学生王璐理

科总成绩是 714 分。
分数刚一出炉，不少名校就

前来日照“掐尖”。一位高分考生
介绍，仅24日下午，国内一所名校
的招生老师就给他的家长打了3

个电话。“我自己有打算，还是会
选择自己心仪的大学和专业。”这
位考生说。

18岁的姚久鹏是日照市五莲
三中的一名考生，24日下午，他查
到了自己的成绩，理科裸分6 9 6

分，另外因他在去年的全国信息
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还获得全国一
等奖，还有高考加20分录取的资
格，这样他今年的总成绩为7 1 6

分。
24日下午，记者辗转联系到

了姚久鹏，他说刚刚得知自己的
高考成绩时，他还是小高兴了一

下，“我之前自己预测的成绩应该
是 670 分左右，没想到实际成绩
高了20多分。”姚久鹏说。

据姚久鹏的班主任袁老师介
绍，姚久鹏是一个非常开朗乐观
的孩子，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对
同学很友好，乐于助人。“他的成
绩一直很稳定，日照市的高三二
轮模拟考试当中，他的理科成绩
就位居全市第一。所以他考高分，
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他做事非常专注，很有毅
力，只要他认为对的事情都会坚
持到底。平时，他从来不会把学习
当成一种压力，很享受这个过程，
为了更好地揣测出题者的意图，
姚景鹏还会试着自己出高考模拟
试卷，以全新的角度来看待现在
所学的知识。”袁老师说。

姚久鹏告诉记者，他目前还
没最终确定会选择哪所学校，不
过有可能会选择清华大学。

五莲三中理科考生姚久鹏总成绩 716 分

比预测成绩多考了 20 多分
本报记者 张萍

姚久鹏各科成绩：
语文137分、数学142分、英语

137分、理科综合225分，基本能力
55 分，全国信息学奥赛加 20 分，
总成绩 716 分。

今年18岁的孙程是日照一中
的一名学生，在今年的高考中，孙
程取得了文科裸分644分的好成
绩。另外，孙程还通过了清华大学
的自主招生考试，获得了 30 分的
加分，她还获得了山东省优秀学
生的荣誉称号，获得了 20 分的加
分。这样她今年的总成绩是 694

分。
孙程告诉记者，其实在刚刚

得知自己的高考成绩时，有过小

小的失落感，因为她感觉成绩有
那么一点不尽如人意。“感觉数学
发挥得不是很好，有些遗憾。”

但是开朗乐观的孙程很快又
表示，其实考试只是一种通往理
想大学的途径，她并不在乎自己
的名次和分数，这些对她而言并
没有那么重要。

孙程平时非常喜欢读书和写
作，她想利用这个假期多读一些
之前没时间看的书。“我还计划着

写一部校园题材的长篇小说，类
似网络写手的那种，感觉应该会
挺有意义的。”

面对旁人的赞扬和羡慕，孙
程却很淡然。“其实很多同学都很
优秀，也很努力，每个有梦想有斗
志的年轻人都很可敬，而我只是
比较幸运。”

采访最后，孙程告诉记者，她
比较倾向于报清华大学，“具体专
业我暂时还没有考虑好。 ”

日照一中文科考生孙程总成绩 694 分

自我感觉还没发挥好
本报记者 张萍

孙程各科成绩：
语文130分、数学125分、英语

141分、文科综合195分、基本能力
53分，清华大学自主招生加30分，
荣获山东省优秀学生荣誉称号加
20分，总成绩694分。

6月24日下午，记者了解到，
日照实验高中的理科考生王璐以
数学满分 150 分，总成绩 714 分完
成了今年的高考。

24 日晚，记者来到王璐家，面
对714分的成绩王璐和父母都没
有表现出很兴奋。“王璐从小在学
习上就不用我们操心，成绩一直
很稳定，我们对她很有信心。”王
璐的爸爸说。

在介绍学习数学的经验时，
王璐说，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学习方法，主要是靠自己长年累
月的坚持。

“高一、高二靠题海战术，高三
每天定时坚持做题目归纳。我自己
很喜欢数学，也知道数学在高考中
的重要性，所以每天晚上第一节自
习都留给数学。”王璐说。

虽然取得好成绩，但王璐一
直强调自己并没有特别的学习
方法。“知识都是一样的，而且学
习方法也可能千篇一律，但是我
觉得需要一直坚持下来。”王璐

说。
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了王璐

的班主任也是她的数学老师王贵
兵，王贵兵说，王璐很聪明，又很
自觉 ，所以自己平时要做的就
是提醒她如何休息。王璐高三时
都是早上五点起床，为了让她多
休息会，老师就命令王璐拖后半
个小时起床。

至于大学志愿，王璐说，她很
喜欢数学和物理，也不怕吃苦，

“以后想去做这方面的研究。”

日照实验高中理科考生王璐总成绩 714 分

数学考了 150 分，满分
本报见习记者 许妍

王璐各科成绩：
语文 137 分、数学 150 分、英

语 143 分、理科综合 213 分，基本
能力 51 分，省级优秀学生加 20

分，总成绩 714 分。

本报第二届暑期营销秀即将开启

首期名额 200 个，孩子们快报名吧
本报 6 月 24 日讯(记者 张

萍) 本报第二届暑期营销秀活
动将即将开启，现在开始接受报
名，本届营销秀共分四期活动，其
中第一期名额 200 个，第二期至
第四期每期名额 100 个。小朋友
们，想让自己的暑假过得有意义，
就来报名参加吧。

暑期营销秀是本报大型儿童
卖报活动，小报童们不限地点，以
自己独特的方式，将手中的报纸
营销出去，锻炼孩子的口才、应变

能力和意志力，提高孩子们的综
合素质。卖报对孩子们而言，算是
人生的第一次掘金，也是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学校，和社会
亲密接触，意义非凡。

去年 7 月 17 日开始，本报举
办了首届营销秀活动，4 期共计
约 200 名孩子参与其中，共同营
销出了 2 万余份报纸，赢得了家
长和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卖报
结束后，孩子们自愿捐出了 5000

余元的善款，用来为竖旗小学的

孩子购买学习用品。
今年的暑期营销秀活动将于

7 月 14 日启动，为期 28 天，共 4

期。凡是小学一年级以上的中小
学生均可免费报名参加。

本报将为每一位孩子发放
印有统一 Logo 的 T 恤和太阳
帽。即日起接受报名，报名需提
供孩子和家长的身份证号码，用
于购买保险。齐鲁晚报第二届暑
期营销秀首期规模 200 人，欲报
从速。

营销秀期间，本报每天还将
拿出专门的版面进行宣传，讲述
孩子们的卖报故事。活动结束后，
对于表现优异的孩子，我们还将
给予物质奖励，并颁发荣誉证书。

了解具体的活动详情，还
可加入齐鲁晚报日照妈妈群，
群号：230817037 。报名可致电：
18663392870 。报名地点：齐鲁晚
报日照记者站 (位于日照市住建
委东侧，丽城花园西门沿街 105

室)。

日照毕业游起冲突

俩大学生殴打司机

本报 6 月 24 日讯(记者 徐
艳 通讯员 庞尊玺) 21 日，两
名安徽某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在
来日照旅游途中，殴打大巴司机。
岚山公安分局高兴派出所依法对
两名大学生处以 300 元罚款。

6 月 21 日早上，安徽某高校
一个班的应届毕业生乘大巴到日
照旅游。行进途中很多学生站在
客车过道上玩，司机要求他们返
回座位，可学生们对司机的劝告
置若罔闻。

随后，大巴司机关闭空调想
要强制要求学生返回座位，学生
们这才不情愿地返回座位后，司
机把空调打开。

21 日中午，在同三高速日照
服务区登车时，两名学生对司机
关空调的事耿耿于怀，开始故意
找茬，声称要投诉司机。司机并没
有理他们，没想到两名学生恼羞
成怒，上去对司机就是一阵拳打
脚踢，后被导游劝开。

民警随后赶到现场处理此
事，起初两名学生承认了殴打司
机的事实，但在知道其行为没有
被监控探头捕捉到后，两人又出
尔反尔，矢口否认。

民警了解情况后，将与此事
无关的学生放行，然后把当事人
传唤回派出所进行调查核实。

在进一步调查取证后，民警
最终确认了两名学生殴打司机的
事实。鉴于情况特殊，民警连夜对
此案进行了办理，最后分别给予
两名违法嫌疑人罚款 300 元的处
罚。两名学生也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主动赔偿了受害人 500 元。

随后，民警又把当事人送回
了同三高速服务区。大巴司机拉
着这两名学生赶到日照与其他同
学会合，继续毕业旅程。

高分考生面对面

◎毕业季

曲师大日照校区

毕业生捐纪念树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张萍
通讯员 徐正伟) 六月离歌

已响起，又是一年毕业季。 6月
21日，曲阜师范大学日照校区举
办了毕业生代表向母校捐树仪式
和师生茶话会，“一棵树·一杯茶·
两不相忘”，引领毕业新风尚。

捐树仪式上，21名毕业生代
表在教学D楼后，在一片祝福声
中，亲手树起了镌刻着“海内存知
己，天涯若比邻”的石刻，为捐树
系上写满祝福的红丝带，共同祝
福 2009 级毕业生前程似锦。

“这棵树承载着全体毕业生
一份永难割舍的曲园情。”曲师大
日照校区一负责人说，茶话会上，
师生们畅所欲言。毕业生代表表
达了对母校的感恩与祝福，也介
绍了各自的毕业去向和打算。

一棵绿树，留驻青春永恒记
忆，一杯清茶，畅谈人生美好未
来。一个简短的仪式，一次真情的
交流，学校以这种新颖的教育方
式，为广大毕业生在离校前上了
别具一格而又真情流露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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