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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分考生，学霸也是“麦霸”
已被清华大学相中，准备利用暑假送水挣学费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支倩倩

语文126分、数学126分、

英语139分、理综230分、基本

能力测试56分、总分697分(含

省级优秀学生20分)，这份高

考理科成绩单来自于章丘五

中考生韩绍奇。韩绍奇不仅

成绩优异，而且非常懂事，常

利用假期打工。6月26日，记

者采访了韩绍奇，了解到了

他的成长历程和成长故事。

张兴文是韩绍奇的高中班
主任。在她眼中，韩绍奇是个很
听话的孩子，性格开朗，和那些
闷头啃书的孩子不同，总给人一
种充满活力的感觉，这次韩绍奇
成绩考得这么好，她并不感到意
外。

张兴文老师说，在高三的几
次模拟考中，韩绍奇的成绩都在
六百六七十分左右，这次考出
697分的成绩也不意外。在平时
学习中，韩绍奇思维灵活，喜欢
质疑，能活用自己的学习时间，
并不是死读书的类型，平时也乐

于跟同学和老师交流，成绩一直
很好。而且性格开朗、活泼，张兴
文表示：“他去清华大学，我很放
心。”

当谈到韩绍奇的业余生活
时，张兴文告诉记者：“他和班里
的同学玩得很好，平时很喜欢给

同学们讲题。有一次班级聚会，
我们发现韩绍奇拿着麦克风不
放，都称呼他‘小麦霸’。”记者了
解到，韩绍奇是个很有集体荣誉
感的学生，在班里担任卫生委
员，为了给班级争光，每次班级
活动，韩绍奇都会冲在前头。

班主任说>> 性格开朗不死学，算是一个“小麦霸”

妈妈说>> 平时对儿子很放心，给儿子充分自由
“我一个种地的，还是别采

访我了，感谢他的老师，老师给
儿子操了不少心啊！”这是韩绍
奇的母亲韩云丽见到记者后说
出的朴实话语。采访中记者了解
到，韩绍奇还有一个哥哥毕业于
哈尔滨理工大学。

在韩云丽的眼中，儿子从
小就懂事，学习成绩也好，小
学、初中、高中，儿子成绩一直
排班里前五名，让她省了不少
心 。这 次 高 考 成 绩 考 得 这 么
好，也在她的意料之中。韩云
丽说，自己只有初中文化，在

学习上并没给孩子多大的帮
助。自己一直教育孩子先写作
业，写完作业爱咋玩咋玩。孩
子从小也养成了这样的好习
惯，从来没有出现明天开学今
天做作业的情况。儿子这次考
得好，村里和小学教过他的老

师都特别为孩子感到高兴。
“高中后我基本不管他，对

儿子很放心。”韩云丽说，平日听见
别人的孩子对妈妈说“干啥啊”觉
得很刺耳。儿子从来没有对自己大
呼小叫过，平日里还以“老娘同志”
称呼。

6月26日，记者来到双山街
道杨胡村韩绍奇的家中。胖乎乎
的韩绍奇身穿一件蓝色T恤，戴
着一副眼镜，脸上流露出一丝腼
腆。

他告诉记者：“高一入学时，
我的成绩不是很理想，从没有
尝试过拿第一的滋味，但我始

终坚信自己也能拿第一名，高
二的一次月考我拿了第一名，
从此喜欢上了拿第一的那种
滋味，并坚信自己有实力拿第
一。”

记者了解到，韩绍奇进入
高三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
学习成绩开始出现不同程度

的浮动。但在韩绍奇看来成绩
浮动很正常，正是因为有了成
绩的浮动，才让自己的心态慢
慢放平。韩绍奇认为自己可以
掌控好时间，平时学习累了就
看看小说、聊聊天。高中三年，
他跟同学的学习时间都是差
不多的，并没有特别利用课间

休息和晚上时间学习。
6月24日晚上7点，清华大

学向韩绍奇抛来了橄榄枝，希
望他能够报考清华大学。韩绍
奇告诉记者：“家里很多亲人
都从医，或许是受家庭环境的
影响，我也挺中意报清华大学
的医学专业。”

考生说>> 坚信自己有实力，淡定面对成绩浮动

章丘市中考成绩

30日起可查询

本报6月27日讯 (见习记者
支倩倩) 27日，记者从章丘市教
体局获悉，2013年章丘市12589名初
中毕业生的学业考试成绩于6月30

日即可查询。
据了解，今年济南初三学考首

次实行先考试后填志愿的模式，为
更好服务考生，拟利用信息化手
段，为考生和家长获取中考成绩提
供多途径查询渠道：考生除凭学业
水平考试准考证到本校领取成绩
通知单外，今年又增加了网上查询
途 径 ，考 生 可 登 录 h t t p ：/ /
xkbm.jnedu.cn查询个人成绩。

风暴来袭。自去年12月上市以
来，北京现代的最新旗舰产品———
豪华城市SUV全新胜达，已经国内
刮起了一阵时尚与力量并重的“现
代旋风”。

全新胜达的热销，也带动了国
内豪华城市SUV市场的升温。在
SUV市场逐渐走向细分化、品牌化
的今天，全新胜达能够给这个市场
带来怎样的冲击呢？

SUV细分化，

城市豪华SUV崛起

SUV毫无疑问是中国车市蛋糕
中最诱人的一块。自2003年以来，

SUV在中国已经高速增长了10年时
间，如今依然热度不减。纵观今年1-
4月的中国车市，SUV再次成为最大
的细分市场亮点,SUV销售86 . 14万
辆，同比增长44 . 06%，增幅远远高
于轿车。

SUV在中国走过了一个逐步细
分化、高端化的发展路线。2003年开
始，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私人汽车
开始普及，SUV也迎来了高速发展，
市场对实用性强、综合性能高的经
济型SUV需求最为突出。

豪华城市SUV的目标客户群被
定义为事业有成、重视生活品质、追
求高档品位、重视家庭、喜欢越野或
旅行的精英人士。随着中国经济的快
速稳定发展，这一消费人群的数量将

进一步增加，这使得豪华城市SUV成
为改善性购车需求、全家出行需求的
首选，也成为SUV领域成长最快、最
引人关注的板块。

全新胜达：

笑傲豪华城市SUV江湖

作为北京现代在“新十年”征程
投放的第一款重磅产品，全新胜达
身上背负的战略使命可谓重大。

产品力依然是全新胜达搏杀市
场的核心竞争力。全新胜达是北京
现代迄今为止最豪华、最高端的车
型 ，定 位 为“ T 动 力 全 尺 寸 豪 华
SUV”，整体设计强调“外刚内柔”的

合二为一，无论外形、动力、配置都
全面领先同级车型。

外观是全新胜达打动客户的
“敲门砖”。全新胜达以现代汽车“流
体雕塑”设计哲学为依托，采用从大
自然中获得灵感的“Storm Edge”风
暴前沿设计理念，实现了强大硬朗
和时尚细腻的完美平衡，体现了豪
华SUV“外刚内柔”的高级品质。

动力系统是全新胜达的“新式
武器”。全新胜达是北京现代引入

“T”动力的首款车型，其2 . 0T增压
发动机由于运用了涡轮增压技术，
可以在6000rmp拥有180 Kw的最
大功率，以及在1750-4000rmp区
间，得到350Nm的最大扭矩。这样的
动力参数，超越了市面上大多数2 .4L

排量的SUV产品的动力性能，它意味
着更佳的加速性能和操控感受。

空间则是全新胜达完胜众多对
手的“杀手锏”。全新胜达采用全尺
寸设计，提供可选三排7座的内部配
置 ，凭 借 4 7 2 5 m m * 1 8 8 0 m m *
1686mm的车身尺寸和2700mm超长
轴距，即便在搭载7人的情况下，全
新胜达仍能满足驾乘者的最佳舒适
体验，尤其为后排乘客提供充裕的
腿部空间，实现了超越同级的舒适
感受。

全新胜达将在北京现代的通盘
战略中占据核心地位。在SUV市场
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全新胜达将
凭借自身卓越的产品力，奏响SUV
车市的最强音。

SUV市场竞争加剧，全新胜达奏响车市最强音

5000元助学金

助力寒门学子

为了帮助更多章丘寒门学子，
齐鲁晚报章丘记者站启动“寻找身
边寒门学子”活动，帮助家庭贫困
的准大学生顺利迈进大学校门。资
助标准为每人5000元助学金。欢迎
考生自我推荐，也欢迎学校、老师、
同学等向我们推荐。本报将开设

“寻找身边寒门学子”热线96706，
邮箱：qlwbjrzq@163 .com，学子可通
过热线、邮件等各种方式报名。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
了让学子们快速学到一技之长，在
未来大学生活中能自力更生，本报
发出倡议，招募爱心企业和个人为
寒门学子提供一个暑期岗位，为这
些坚强的孩子打造一个学习生存
技能的平台。对于寒门学子来说，
意义不仅仅在于可以利用假期勤
工俭学，更重要的是通过暑期岗位
这个窗口，可以长见识、学本领，接
触社会。

如果您是企业负责人，那么，
您可以伸出援手，以这种特殊方式
来奉献爱心，为他们的未来提供一
个更坚实的起飞平台；如果您是即
将被大学录取、家庭贫困的“准大
学生”，正在为寻找一份暑期工发
愁，请联系我们。联系方式96706，
邮箱：qlwbjrzq@163 .com。

报名条件：今年高考公办本科
录取新生(不含免学费专业)，品学
兼优、家庭贫困，原则上不与其它
公益活动重复资助。提供资料：申
请书或申请表1份(贴1张1寸近照)；
身份证复印件1份；贫困证明1份
(户口所在地乡镇、街道以上政府
相关部门出具)；高考录取通知书
复印件1份(可在通知书到达后补
交)。

暑期打算>> 准备去当送水工，减轻父母的负担
“我身体好，暑假里就当送水

工，有时候一天能送30多桶水。”韩
绍奇告诉记者，一个月下来，他能
挣1000元，多少能给父母减轻点负
担。对于这个暑期的打算，韩绍奇
表示，他曾经有过做送水工的经
历，接下来打算到社会上再锻炼一
下自己，准备在暑假里去当送水工

挣点学费，减轻一下父母的负担。
在韩绍奇的家里，记者留意

到，家虽然不大，但是很干净。韩
绍奇的母亲韩云丽告诉记者，家
里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件像样
的家具，更没有像其他人家那样
为孩子买上台电脑，儿子也很懂
事，从未上过网吧，但计算机课

的成绩却一直很优秀。儿子从不
要求为自己买各种吃的、穿的、
用的，学校里发的校服，他总是
按照老师的要求，从周一穿到周
五，有一次母亲看到儿子的裤子
竟然都磨得破了洞，心疼得赶紧
给儿子换下来补了补。母亲说，
儿子三年来一直骑自行车上学，

是学校里唯一一个三年来都骑
自行车上学的孩子。

为了给孩子挣学费，韩绍奇的
父亲一直打零工，当日记者也未采
访到他。记者了解到，在得知孩子
发挥不错后，为了让家里“看得过
去”，韩绍奇的父母利用晚上时间
把墙面重新粉刷了一遍。

韩绍奇和母亲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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