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各校师生：

近年来，根据国家教育政策导向和高校改革动向，各高校的招生政策不断变化，从一考定

终身向着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

生模式发展。总的趋势是愈加注重人才的内涵建设、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因此，加强素质教

育、激发教育活力、培养创新型人才成为教育者们的共同诉求。

鉴于此，华夏园教育特推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课程”。该课程一方面将横向的视野拓展

与纵向的知识拔高、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从多个维度构建学

生的知识体系，使人才培养模式与大学教育实现更有效的衔接；另一方面改变了高中阶段培养

模式和机制的相对孤立性，打通培养环节，促使有拔尖创新禀赋的学生在今后的高考、学科特

长及综合评价等选拔中占据有利优势，为进入重点名校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课程目的

鉴于高中教育的应试特点，本课程针对各学科的学科特点和知识结构，解析学习方法与解

题技巧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在讲解知识与拓展视野的基础之上，更加侧重于学

科素养的培养和感悟力的提升。此课程通过适度拓展，实现“高考+学科特长+综合素质+大学

先修课程”内容全覆盖，在合理衔接的基础上，着重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使学生把视野扩展到大学教育和学科前沿，为升入大学及以后在大学进行研究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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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体系

服务内容 价格 服务细则

准高二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面授课程

4280 元/8 天

8 课时/天

面授课程服务体系：

1.课前测试：授课前安排各个学科的测试，以便整体了解学

生的学习情况、全国排名等；

2.课前讲义：授课前免费发放专家老师的授课讲义；

3.课中答疑：安排名校学霸担任教学助教，进行课间答疑；

4.课后练习题：当天课程结束后发相应学科随堂练习题，以

便及时了解学生的上课吸收情况。

其他配套服务体系：

1.模拟试题：每月为学生提供 5 套精编模拟试题，包括数学、

物理、化学、语文、历史五个学科；

2.学习水平测试：学生所学科目，可提供 6 套精编试卷以测

试学生的整体学业水平；

3.高考选科测试：分为学科兴趣和文理倾向，该测试由清北

专家团队结合多年实践经验研发而成，旨在帮助学生全

面、客观、科学选科及专业定位，并提供长达 30 余页的

详细分析报告；

4.专业选择测试：由清北专家团队结合多年实践经验研发而

成专业测试系统，旨在帮助学生全面、客观、科学的专业

定位；

5.高中生升学途径指南视频课：提供由北大毕业的资深老师

精心录制的高中生升学途径视频课（2 课时），以帮助学

生提前熟悉高校选拔人才标准及途径。

关

全年服务试题
价值 499 元

5 套/月

学科水平测试 价值 120 元/6 科

高考选科测试 价值 129 元/次

专业选择测试 价值 169 元/次

高中生升学途径指南

视频课

价值 198 元

（2课时）

优 惠 价：4280 元/人

备 注：8 天面授课程并赠送价值 1115 元配套服务



三、课程安排

开课地点 年级 开课班型 开课时间

潍坊 准高二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课程 7月 15 日-7 月 22 日

泰安 准高二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课程 7月 15 日-7 月 22 日

授课科目 课时 主要授课内容（备选）

数学 24

基础内容：集合、函数综合、解不等式、三角函数、三角恒等变换、解三角形、

立体几何初步、直线与圆

拓展拔尖：函数迭代、函数方程、平面向量、初等数论、著名不等式的证明和

应用

语文 20

语基：汉语知识积累与应用

阅读：古诗文阅读与赏析、现代文阅读与理解

写作与表达：作文脱颖而出的方法、创新作文写作指导

学科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培养、国学经典导读、拓展类书目推荐

二

选

一

物理 16

基础内容：运动学、物体的平衡、牛顿运动定律、万有引力、机械能、动量

拓展拔尖：利用动量守恒定律和动量定理解决碰撞问题以及关联体问题、引力

势能、角动量守恒在天体运动中的应用、相对运动中的能量与动量、虚功原理、

两体问题、质心与质心系、刚体力学

历史 16

构建“综合知识拓展+拔尖思维方法+预判命题先机”的学科高分课程体系，着

重讲解高中重点难点知识

备选专题：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新航路的开辟与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

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内部调整、中西方

哲学思想比较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

综合素质 4

政策信息：重点高校招生的若干途径、高考及综合评价政策解析、如何协调综

合评价与高考的关系、高校专业设置介绍

学科特长：学科专业素质辅导及学习方法指导、高中学习生涯规划、学科前沿

知识传播、实验室科研探究、特色测试、心理素质培养

能力提升：专注力训练、阅读速度训练、理解能力训练、记忆能力训练、创造

力训练、思维导图训练、思维模式训练、表达力训练

备注

1.每课时时长45分钟；课程期间免费发放本课程讲义；

2.学费包括培训费和100元报名费，食宿由会务组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3.安排名校学霸担任教学助教，学员可提前领略名校学子的风采；

4.对已报名学员将进行已学内容信息采集整理，使授课内容更具针对性；

5.可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入校开展一对一校际合作。



四、师资团队（部分）

采取“特级教师+一线高中名师+留学归国教育人才”的师资结构，有北大附中、清华附中、

人大附中等全国知名高中的特、高级教师，高考研究及命题、审题专家。教学团队善于从多渠

道、多层次、多形式、多视野进行教学培养，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感受多种文化的熏陶，从而

具备更全面的综合素质，以适应未来国家和高校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需要。

【数学师资团队】

刘老师：北京市骨干教师、海淀区学科带头人、中学高级数学教师。在《中学生数学》、《高

考》等杂志上共发表论文 18 篇，主编或参加编写《北京名师导学》等十余本书。教

学经验丰富，擅长运用启发式教学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深受学生欢迎。

张老师：上海市某重点高中数学高级教师，上海市特级教师，江苏省特级教师。获得市级以上

教育科研成果奖十余项，在全国有影响的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主编、著述

各种书籍 40 余册。有自己独到的教育理念。教学风格独特，深受学生欢迎。

童老师：北京市某重点中学数学特级教师，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科学院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

学教育培训中心专家，《中国教师报》“教育家工程”特聘专家，朝阳区教育学会理

事。从教四十余年中，培养出许多优秀学生和优秀数学骨干教师，著述 200 多万字。

曾获全国优秀教科室主任、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骨干教师、北京市学科教学科带

头人等荣誉称号。

【语文师资团队】

梁老师：语文特级教师，享誉全国的语文名师，北京市教育学院兼职教授。长期致力于语文课

程教学实践改革，对高考、自主招生都有深入的研究，善于从非智力因素入手启发教

学，全面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人文素养和语文能力，成绩卓著，享誉全国。

杨老师：语文特级教师，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北京市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曾获得“北京

市优秀教师”“学生最喜爱的教师”等荣誉称号。曾参加国家级语文教材的评审和编

写工作，在语言与思维、阅读与写作方面有独到的研究，多年来的语文教育教学成绩

斐然，享誉京城内外。

陈老师：语文特级教师，教育部考试中心委员会委员，中国《高校招生》杂志社“高考与教学

研究专家组”成员，教育部网络科技时代杂志社杂志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教

育考试院高中会考试题评价研究课题组成员，中国科技协会教育专家委员会学术委

员，高考命题研究专家。对高考、自主招生考试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有深入独到的研

究，成绩卓著。



【物理师资团队】

杨老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了多项国家级重点研究课题，是

对我国物理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讲力学、近代物理，常年从事物理竞赛、

自主招生和拔尖人才的培养工作，教学经验丰富，深受师生好评。

李老师：北京市某重点高中高级教师，海淀区学科带头人，长期从事高中物理教学研究，教学

风格踏实严谨中不失风趣幽默，善于结合学生实际调整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教学效

果极佳，深受学生欢迎和爱戴。

石老师：清华大学博士，华夏园教育特聘教育专家。长期从事高校自主招生研究和辅导、高中

物理奥林匹克竞赛研究和辅导，石老师站在国家级数理竞赛教练和学科专家的高度俯

瞰高中物理，以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为出发点，全面提升学生思维品质和创新能力。

十多年来，石老师辅导的学生数千人获省二及以上奖项，进入清华北大以及其他 985、

211 国家重点高校。受到学校、学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历史师资团队】

张老师：历史特级教师，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会员，人民教育出版社、大象出版社高中历史新

课标教材教参编写组成员。长期与华夏园教育合作，主要负责文科综合学科培训工作，

受到家长和学员的广泛好评。

韩老师：北京市某重点高中历史高级教师，全国高考命题研究专家，历史学科带头人。历史高

中教材、阅读教材、教师用书重要编写者，教育部考试中心《考试》编委。多年来一

直从事高三历史学科教学，成绩卓越，深受学生欢迎。

范老师：历史特级教师，骨干教师，北京市专家名师讲师团成员，国家级教学课题研究员，参

与北京市高考阅卷工作，全国高考命题研究专家，历史学科带头人，在各级别刊物发

表数十万字著作和理论文章，教学风格生动活泼，深受家长和学员的广泛好评。

【综合素质师资团队】

桂老师：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曾任北京大学“我们”文学社社长、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志愿

者协会副会长。长期从事拔尖创新人才课程的教育教学工作，深受学生好评。

李老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硕士，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有深入的研究。对自招政策、考试

形势理解深刻，拥有自主招生数学、物理科目相关丰富的教学经验，多年从事自主招

生面试研究和辅导工作，成绩卓著。

刘老师：著名模联指导教师，北京大学心理系研究生，省三好学生，曾是北京大学模拟联合国

大会主席团成员，多年从事自主招生面试及高中生综合素质培养等教学工作，能够从

心理学角度分享学习方法，介绍学习经验，授课富有感染力，擅于带动课堂气氛，深

受学生好评。



五、报名程序

1.网上报名：请至官网 www.hxyjy.cn 报名，团队请在官网 www.hxyjy.cn 下载并填写所报班次

报名表，并 Email 至 hxyjypx@163.com；

线下报名：请联系区域负责老师报名，联系方式见下方；

2.汇款方式：扫下方的微信二维码支付，已报名学员请务必及时缴纳学费，根据汇款先后顺序

安排座位；

3.报名截止时间：各班次开课前 7天，具体时间请参考本通知“课程安排”；

4.报到情况：学员持汇款凭证于报到当天到指定报到处报到，报到通知请关注下方微信公众号。

六、联系方式

电 话：

李老师 18500139679（潍坊、烟台、东营）

陈老师 18500216931（临沂、济宁)

王老师 18500216557（聊城、青岛）

魏老师 18500216950（菏泽）

许老师 18500216965（滨州）

王老师 18515250647（日照）

李老师 18518278760（莱芜）

邵老师 18500136882 (济南）

陈老师 18518278191 (淄博)

石老师 18518637899 (威海)

赵老师 15101623245 (枣庄)

张老师 18518278786（德州）

刘老师 18615389087（泰安）

全国统一咨询电话 010-62701428

E-mail：hxyjypx@163.com

网 址：www.hxyjy.cn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液晶大楼1层116室（100084）

微信公众号：华夏园教育 微信支付：华夏园财务18500…（**民）
备注：汇款时请备注孩子的姓名、学校

华 夏 园 教 育

2019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