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拓视野·破局发展 

金太阳教育2019高三备考及高效课堂 
研讨会———走进三晋名校 

★    

时 间：2019 年 9 月 16-20 日 

地 点：山西省晋城一中、忻州一中 

邀 请 函 

尊敬的          阁下： 

您好！ 

我国高考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是教育体制改革中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从多个角度来讲，必将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将面对一系列新的挑战。 

年复一年的全国高考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如何研究、分析全国高考 1卷，探索

命题思想和命题规律，明确新学年备考复习方向和策略，是学校普遍的需求。面对同样新

课标全国 I卷，不同省份都涌现一批高考名校、名师。高考成绩背后是每所学校独具特色

的备考策略。为提升高三备课老师整体教学备考策略与方案的能力做好准备；为增强高三

课堂教学的实效性，推动高效课堂建设，总结分析 2019 年高考的经验与得失，借鉴高中

名校复习备考的方法与策略，实现名校高考备考资源的共享，加强高中学校的交流与合作，

全面提高备考教学效率，大力提升高考成绩。 

金太阳教育集团与战略合作名校山西省晋城市第一中学校，忻州一中强强联合举办高

三备考及高效课堂研讨会 

行走在教育的路上，让我们共同将教育的理想和希望传递。 

希望本次研讨会，能为您提供一个交流与借鉴的平台，您的到会一定会实现智者与智

者的碰撞、精英与精英的共勉，期待您的莅临！ 

   

第一部分  走进晋城一中 

【会议内容】 



 

1.名校管理经验分享—金太阳特约专家。 

2.名校九大学科高考备考经验分享与交流。 

主题词: 解读考纲精神  直击高考备考 

关键词：科学备考 讲求实效 名校名师 传授真经 

【会议时间】2019年 9月 16日-17日 

【会议地点】山西•晋城一中 

【主办单位】金太阳教育集团、中国人才研究会教育人才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山西晋城一中 

【协办单位】中国好教育联盟联合体、河南中原联盟、河北燕赵联盟、山西三晋联盟 

【报到时间】2019年 9月 16日 14:00 至 18:00 

【报到地点】晋城市酒店（报名后通知） 

【参会对象】校长、教学校长、主任、教研员及 9学科备课组长 

（1）高中学校校长、主管副校长、主任 

（2）高中学校高三各学科骨干教师 

（3）地区各级教科院（所）教科员 

【会议费用】会务费 300元/人。往返交通费、住宿费回原单位报销。 

【会议议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讲领导及专家 备注 

9月 16日 

14:00-18:00 报到   

18:00-20:00 自助餐（凭票领取）  
入住 

酒店 

9月 17日 

08:00 到达学校 

全体嘉宾 

学校大门 

08:00-08:30 参观学校 校园 

08:30-08:50 合影留念 
体育馆阶

梯 

08:50-09:10 致欢迎词 领导 

大会场 
9:10-10:10 名校管理经验分享 晋城一中周校长 

10:10-10:30 中场休息  

10:30-12:00 做教育路上的追梦人 晋城一中张副校长 



 

 

 

 

第二部分 走进忻州一中 
【会议内容】 

1.名校管理经验分享—金太阳特约专家。 

2.高效课堂观摩及如何打造高效课堂。 

【会议时间】2019年 9月 18日-19日 

【会议地点】山西•忻州一中 

【主办单位】金太阳教育集团、中国人才研究会教育人才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山西忻州一中 

【协办单位】中国好教育联盟联合体、河南中原联盟、河北燕赵联盟、山西三晋联盟 

【报到时间】2019年 9月 18日 14:00 至 18:00 

【报到地点】忻州市酒店（报名后通知） 

【参会对象】校长、教学校长、主任、教研员及 9学科备课组长 

（1）高中学校校长、主管副校长、主任 

（2）高中学校高三各学科骨干教师 

（3）地区各级教科院（所）教科员 

【会议费用】会务费 300元/人。晋城忻州区间交通费、住宿费回原单位报销。 

【会议议程】 

 

 

12:00-14:30 午餐、午休 全体嘉宾 
入住 

宾馆 

14:40-17:00 

学科交流：分学科详细解读

晋城一中 2019年高考一轮

复习备考策略，分语文、数

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

物理、化学、生物 9个会场。 

晋城一中九大学科

名师 

晋城一中

分会场 

18:00-20:30 晚餐  酒店 

9月 18日 全天 启程去到忻州一中   



 

 

日期 时间 活动内容 活动地点 备注 

9月 19日 

星期 四 

5:50-6:20 参观早操、跑操 操场、高一教学楼 
参会老师 

自由参观 
6:20-7:10 晨读、早自习 高一、高二教学楼 

8:00-10:00 高效课堂建设报告 会议中心二楼 全体参加 

10:00-10:30 
每日国学、课间操、

小组对抗 
操场、对抗教室 分类参加 

10:40-12:10 观摩 2 节示范课 会议中心二楼 

全体参加 

12:10-12:30 合影 学校 

12:30-14:30 午餐，休息 酒店 

14:30-16:30 
学校管理和优生培

养报告 
会议中心二楼 

17:00-18:30 参观教研活动 
高一、高二、高三教

学楼 

18:30-20:00 晚餐 酒店   

20:30-22:20 
晚自习（一、二、三、

四） 

高一、高二、高三教

学楼 参会老师 

自由参观 
10:20-10:40 晚休 6栋学生宿舍楼 

 

 

【会务组联系方式】 

李老师：150 3010 7399 

 

                 

中国人才研究会             山西省晋城市            江西金太阳教育 

教育人才专业委员会            第一中学校              研究有限公司 

（盖章）                    （盖章）                 （盖章） 

 



 

 

“中国好教育”             “中国好教育”         “中国好教育” 

中原联盟                    燕赵联盟                三晋联盟 

（盖章）                    （盖章）                （盖章） 

   

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 

 

 

 

 

报名回执表请发送至邮箱： 

单位 姓名 学科 性别 电话 备注 

      

      

      

      

      

 

 

 

 

 

 

 

专家简介 

周双林，现任晋城市第一中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中学高级教师。近年来，晋城一

中在周双林校长提出“文化引领、制度推进、依法治校、服务育人”的办学理念，通过大

刀阔斧的改革，全校上下凝心聚力、锐意进取，教学质量实现奇迹跨越，教育教学成绩逐

年攀升，持续为全国顶尖大学输送人才。2015年高考，18人被清华、北大录取；2016年，

14 人被清华、北大录取；2017 年再攀高峰，23人被清华、北大录取；2018年，19人被清



 

华、北大录取；2019年，清华北大录取 20人；一本达线率稳定在 86%以上。学校先后被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 32所双一流大学授

予“优质生源基地”称号。学校荣获首届“全国文明校园”称号。2019 年 5月，被中共晋

城市委授予“担当作为表现突出干部”荣誉称号。 

 

张建国，现任晋城一中副校长。他是晋城一中第一个带副科的班主任，作为一名体育

老师，起初带班，他受到学生和家长的质疑，通过自己十多年的不断努力，他得到了学生

的赞许，家长的信任、同事的认可、社会的好评。他将体育的坚忍不拔和团队协作精神融

入到班级管理当中，其学生综合素质高、高考成绩也特别突出，所带学生高考成绩多次名

列全省榜首。 

优异的成绩和学生的爱戴浇筑成一枚枚奖牌，他先后获得“晋城市十大教书育人楷模”、

“山西省优秀班主任”、“山西省模范教师”、“山西省最美班主任”、“山西省五四青

年奖章”、“山西省特级劳动模范”，2015年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 

 

吴建平，晋城一中党总支委员，中学高级语文教师，山西省优秀班主任，山西省优秀

教师，山西省教学能手。 

从教 25 年，勤恳教书，踏实做事。先后有十多名学生升入清北两校。以自己的言行引

导学生，积极搭建与学生沟通的桥梁。坚信： 人生有限，探寻不止。 

人生信条：何必计较鞭加背，此生愿做拓荒牛。 

 

聂慧明，晋城市第一中学校数学教师，现任数学教研组组长。执教以来，以严谨又不

失幽默的教学风格深受学生喜爱。在教学工作中，认真负责、兢兢业业，获得了学生和家

长的一致认可。在职期间获得了“晋城市高中数学教学能手”、“晋城市教育工作先进个

人”、“晋城市优秀教师”、“全国高中数学竞赛优秀辅导员”、“晋城市教师课堂教学

技能大赛一等奖”等多项荣誉。 

 

郝瑾，2007年毕业于西南大学英语专业，同年被保送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攻读硕士研

究生，2009年毕业后回到母校晋城一中工作，现任英语教研组组长。参加工作以来，曾获

“晋城市高中英语团体赛”讲课第一名， “晋城一中青年教师讲课比赛”第一名等荣誉；

所带班级成绩优异，指导数十名学生获得“创新英语大赛”、“全国中学生英语知识能力



 

竞赛”国家级奖项，另有多名学生考入北京大学等名校；数次获得“优秀教师”、“优秀

党员”、“优秀辅导教师”称号。 

 

卢俊梅，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硕士，高级教

师，晋城市特级教师，晋城名师，首届全国学校心理辅导“辅导之星”。 

作为物理教师，借用心理学的理论，运用物理学的思维方式，建立了“看目录、分单

元、述理由、构体系”的高效课堂教学模式，贯穿于毎一课，让学生在点滴中获得感悟。

撰写了《中学生学习方式分析及教学对策》《中学生学习动机分析及解决对策》《培养学

生理科综合能力的教学策略》《“为概念转变而教”策略综述》《了解“前概念”是概念

教学的第一步》《高中生习惯养成教育和主动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新课程背景下在物理

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主体参与意识的研究》等文章。 

 

刘燕霞，中共党员，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现任高二年级化学备课组组长。晋城市优

秀共产党员，晋城市优秀教师。认真钻研教学，撰写多篇论文，“看新课改下的化学教学”

被中国化学会评为一等奖，“碳族元素”优秀课例被编入晋城市“教与学的革命”活动成

果丛书，还有多篇在省级以上的刊物发表。教学成绩优秀，培养出很多被清华北大等名校

录取的优秀毕业生，所带 2018 届 593班更是有 5人被清北录取。 

 

于晋霞，中学高级教师，山西省教学能手，晋城一中生物组教研组长。从事高中生物

教育 20余年，撰写的多篇论文发表于《中学生物学》《考试报》《晋城教育》等刊物，多

年来参与山西省高考考前适应性考试的命题工作，多次在山西省高考复习备考交流会上作

报告，受到大家的好评。 

 

张宇飞，中共党员，教育硕士，晋城一中高二年级副主任，毕业于西南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从教至今，始终坚守教学一线，积极致力于思政教学的探索研究，

力争打造“让政治生活化”和“让生活政治化”的政治课堂，颇受学生欢迎。任教期间，

教学成绩始终保持同学科前列，高考教学成绩突出。曾任学科备课组长，多次被评为“模

范教师”。 

 

尚姗姗，晋城一中历史教研组组长，秉承教学相长、教研相促的原则和一切为了学生

的理念热情地投身于历史教学中。所带班级月考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所教学生也先后考入



 

北大、人大、南开等 985院校。荣获 2014年省教学大赛二等奖、2015年市教学团体说课

比赛一等奖，多次获得学校的优秀教师和优秀党员。撰写的论文也先后获得国家级二等奖、

省级一等奖。正在参与研究省“十三五”规划课题。 

 

姬秀芳，中学地理高级教师，山西省教学能手，中共党员。 

毕业于一中，又回到母校任教的她，从教 29年来，凭着强烈的事业心和执着的追求，

在教育教学改革中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先后荣获 “山西省教学能手” 、 “山西省优秀科

技辅导员” 、“晋城市模范教师”、 “第五届晋城市十大优秀青年”“晋城市优秀共产

党员”等荣誉。从教 29年来，一直在教学一线，教学成绩突出，送走十余届文科毕业班，

所带班级教学成绩优秀，在历年高考中，所带过的班级里累计有十名同学考取清北。 

多次承担省、市教学改革公开课、示范课，曾赴天津、运城等地做示范课，多次在晋

城市教育局组织地理教师培训时做专题讲座。 

十多年担任地理教研组长，注重地理教学教活动有效开展，发扬一中“传帮带”精神，

注重培养青年教师，教研组内养成了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 

 

 

山西省晋城市第一中学校简介 

晋城一中是一所历史悠久、成绩突出、特色鲜明的一流名校。其前身是爱国人士马骏

先生于 1929 年创办的崇实中学。晋城一中是山西省首批重点中学、示范高中，先后被评为

“全国文教战线先进单位”“国家现代教育技术学校”“国家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

“全国绿色学校创建先进校”，被山西省委省政府表彰为“山西省模范单位”，荣获“山

西省首批重点中学”“山西省首批示范高中”“山西省素质教育示范校”等荣誉，2017年，

被中央文明办授予首届“全国文明校园”称号。 

近年来，全校上下协同一心，办学成绩逐年提高，持续为全国顶尖大学输送人才，2015

年，清华和北大录取 18人，2016年，清华和北大录取 14人，2017年，清华和北大录取

23 人，2018 年清华和北大录取 19人，2019年清华和北大录取 20人，一本达线率稳定在

86%以上。此外，学校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理念，创新德育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进

取之姿践行教育真意，引领全市教育改革新气象，以骄人的成绩，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和认可！ 

 



 

山西省忻州一中简介 

忻州一中是山西省示范高中和省级新课程实验基地校，学校历史悠久，溯源于清乾隆

四十年（1775）的忻州秀容书院，校史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忻州新兴中学堂，

现址坐落在忻州市和平东中街 8号。学校现有教学班级 86个，学生 5000余人，教职工 347

名，专任教师 273名。其中有高级教师 126名，特级教师 6名，国家级骨干教师 2名，省

级学科带头人 12名，省级学科骨干教师 10名，省教学能手 22名，市教学能手 41名，省、

市优秀班主任 20名。学校形成了以特级教师、省级学科带头人和省级骨干教师为龙头的以

省、市教学能手以及中、高级教师为主体的阵容强大的学科师资群。 

学校积极推进课堂教学改革，以每个学生的发展为目标，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宗旨，变

革学生的学习方式与教师的教学方式，构建与新课程理念相适应的高效课堂，形成了具有

校本特色的“大三步教学法”，全面提升了教育教学质量。 

一个世纪的沧桑，忻中人百年的辉煌。从“秀容书院”到“兴新学堂”，由“忻县中学”

至“忻州一中”，“勤、慎、敏、爱”，激励着一代代忻中人奋发向上。遍布海内外的数

万名校友，奉献于民族的昌盛、祖国的繁荣、人类的进步，为世人所称誉。 

忻州一中的教育教学质量享誉三晋，成为学子读书成才的理想之地。奥林匹克学科竞赛，

每年有 100 多人次获省一、二等奖，多次代表山西省参加全国决赛，4 次获全国一等奖；

科技创新大赛， 先后有 11人次参加了全国总决赛，5人次荣获国家“英特尔奖”、“明

天小小科学家”一等奖，86 人次获省一、二、三等奖。每年的毕业生中有多名被保送重点

大学，一大批学生取得自主生资格，高考达线数和达线率连年处于全省领先水平，受到了

社会、家长和学生的广泛赞誉。 

 

 

2019 年高考，忻州一中各项指标再创新高。 

一． 优生培养再创佳绩，清华北大录取人数达到 14人； 

二． 600分以上人数及所占全省比例再创新高，600 分以上人数 338人，占全省比例

8.53%，比 2018年增加 0.29个百分点； 

三． 一本达线率 85.72%，比 2018年提高 1.18个百分点；二本 B类以上达线率 99.82%，

比 2018 年提高 0.16个百分点；共计 29个班级全员达线。 

四． 一校三区“集团化”、“规模化”办学硕果盈枝。2019年高考，忻州一中北校区

（忻州高级中学校）首届高考取得辉煌成绩，二本 B类以上达线率 96.3％，清北录取

2人；忻州实验中学二本 B类以上达线人数首次突破 1000大关。高考捷报将晚会推向

了高潮。 

 



 

永葆创新意志，开拓崭新图景。忻州一中坚持以“传承·创新·转型·跨越”为发展

战略，营造新氛围，彰显新气象，再创新辉煌。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2019年高考，忻州一中明确发展定位，全方位革

新，多层级增效，着力培养全面发展、个性发展、持续发展的优秀人才，将一大批优

秀学子送入了清华、北大等一流名校，985院校共录取 463人，学校培优工程取得新

突破，迈上了拔尖培优良性循环的科学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