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泸县二中冯洁

总分664分
语文132分
数学148分
英语146分
文综23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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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川南

华西城市读本讯
（实习记者 马梦飞）按
照内江资中县球溪镇
党委政府在球溪高级
中学召开共同研究部
署河长制专题会议精
神，资中县球溪高级中
学开展河长制工作全
面铺开。

6月21日，为积极
贯彻落实17日河长制
专题会议精神，球溪
高级中学校长伍文森
带队，近 30 名党员志
愿者、教师、职工自带
工具到肖家河球中河
段，开展河道岸边巡
查及河道垃圾清理行
动。“要让全校党员志
愿者、教师、职工和学
生都投入到河长制建
设中来，都树立保护环
境意识和道德意识，形
成保护环境良好社会
风尚”伍文森在行动前
强调。

行动现场，各位党
员志愿者、教师、职工
们都干劲十足，团结协
作，以饱满的热情投身
到活动中，扫树叶、捡
枯枝、倒垃圾，他们发
扬不怕苦、不怕脏的精
神，手捡塑料袋、玻璃
瓶等，用实际行动为治
理肖家河、保护水质环
境、建设美丽球溪献上
一份力。

昨晚，全 省 2017
年高考分数揭晓，志愿
填报将成为考生们目
前最重要的事情。如
何才能让高考志愿填
报的称心如意？6 月
24日（周六）下午2点，
宜宾鲁能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将联合华西
都 市 报 华 西 城 市 读
本，在鲁能。山水原著
营销中心，为考生和家
长带来一场志愿填报

“盛宴”，资深高考志愿
填报专家、“樵夫教育
咨询”高级咨询专家张

程将在讲座现场为考
生出谋划策，助力考试
填报满意的志愿。

选专业还是选学
校？在厚厚的高校简
介中，怎样根据个人成
绩、学习爱好以及未来
规划填报志愿，难倒了
一大波学生。“ 张老师
教你填志愿”，在这次
志愿讲座中，张程将用
一个个鲜活的案例，现
场为考生们支招，解答
高考志愿填报的困惑
以及未来职业的规划，
为考生们再次“加分”。

宜宾志愿填报公益讲座
明日下午开讲
华西都市报·华西城市读本

携手鲁能房产、樵夫教育为您“加分”

罗苑艺玩笑道，其实自己算处
于“放养状态”，从小到大，自己只
报过两个培训班，一个是三年级时
的美术班，一个是五年级的英语
班，而且这都是自己感兴趣的。如
今，选择大学专业时，罗苑艺也表
示希望选择城市规划或者小语种，

“城市规划类似于美术和艺术类，
小语种有我喜欢的英语这类，都是
我感兴趣的。”

尽管已经结束高考，迎来一
个 长 长 的 假 期 ，但 规 划 完 假 期
安 排 时 ，罗 苑 艺 才 向 妈 妈 调 皮
地说道“妈妈，我发现虽然有两

个多月的假期，但是我假期还是
很忙喔。”

并不像其他孩子般，结束考试
迎来身心的放松，刚刚回家时，罗
苑艺便拉着母亲一起去图书馆借
了不少书籍回来；与此同时，还早
早将毛笔字帖铺在了客厅茶几上，
要练书法；每天100个英语单词量
也不能丢，“还报了驾校、学习计算
机、对，还办了一张健身卡晚上锻
炼。”罗苑艺笑着说，自己还和妈妈
计划着8月一起的旅行。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徐庆 摄影
报道

2017年高考，一举拿下川
南理科最高分（689 分），看起
来瘦小的罗苑艺表示在估分范
围内，情绪没有太大的起伏。
培养出这位淡定学霸的母亲是
一位语文老师。她的经验是：
不要吝惜自己的赞赏。

南岸西区醇熟地段
主力面积20—40㎡鲁能小铺
山水原著III期原香岭临街铺小面积低总价

咨询热线：0831—210 1111

讲座时间：6月24日下午2点
讲座地点：宜宾鲁能·山水原著营销中心

泸县二中罗苑艺

总分689分
语文：123分
数学：144分
英语：146分
理综：276分

（其中物理满分）

专家介绍：张程，
“樵夫教育咨询”高级
咨询专家，长期潜心研
究家庭教育，研究高考
志愿填报超过 10 年。
2015 年注册成立“樵
夫教育咨询工作室”。

经过多年潜心研
究，张程老师建立了完
备的“高考志愿”数据
模型和高校专业录取
数据库，结合对高校专
业的研究心得，创造了
独特的“高考志愿规
划”模型，为高考生提
供最适合的志愿方案，

历年咨询统计结果表
明，考生录取率100%，
满意率98%以上。

通过对家庭教育
的研究和实践，张老师
提炼出了独到的辅导
学生的方法，其方法与
学校教育高度契合，让
学生爱上学习、轻松学
习。经张老师辅导的
学生，学习成绩和综合
素质都有显著提升。

报名热线：伍记
者 13568099641

华西城市读本记
者 伍雪梅

特别提示

践行河长制 球溪高级中学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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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霸母亲传经：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冯洁有一个并不是太好的家
境，父母都出身农村。父亲冯绍
兵常年在贵州当厨师，为补贴家
用，一年只能回家三次。而母亲
兰小琳则在事业单位搞后勤工
作，因为冯洁不适应食堂的伙食，
妈妈每周两次要专门做饭给她送
到学校。

“我觉得父母的陪伴和信任，
对子女非常重要。有时候，冯洁打
电话回来，我发现她的情绪不对，
就主动和她的班主任老师沟通，通
过双方的努力，来调整她的心态。”
兰小琳说。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刘恪生 摄
影报道

实力心态技巧小姑娘有“三板斧”

初见罗苑艺，这个瘦瘦的女孩
一脸淡定，没有多余的情绪起伏，
她安静地听着妈妈和记者交流，妈
妈讲到她感兴趣的地方时，她又会
兴致盎然地补充一些部分。对于
罗苑艺来说，母亲就如同是朋友一
样的存在，母亲培养了她良好的生
活习惯和学习习惯，与此同时，母
亲也是自己可以事事倾诉的朋友。

高考结束后，罗苑艺在电话中
给妈妈说了8个字“一切正常，一切
良好”。母亲罗萍知道，孩子发挥
在正常水平内，自己也很开心。而
后，向来保守的罗苑艺给自己估了
675分的成绩，知道孩子性格的罗萍
估计应该在680分左右，“当时估的

分数段应该在660分到690之间，所
以这个成绩还是在意料之中的。”

谈及如何培养孩子的学习习
惯，作为语文老师的罗萍坦言，从
小到大，自己给予孩子鼓励式的发
展，不管孩子成绩如何，罗萍总会
抓住孩子的闪光点赞赏。罗萍评
价孩子“踏实、自主、自律”，从读小
学一年级开始，罗萍每个周会定期
带着孩子去书店读书、也会带她去
大自然学习；为了让孩子养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一年级大半期，罗萍
几乎都会全程陪着孩子一起做作
业，并交给她一些学习方法，“比如
错题集，孩子每一学期都有自己的
错题集。”

如朋友般的母女 母亲一直采取鼓励式教育

自己提出兴趣班 假期还要不断“充电”

今年18岁的冯洁，是泸州
市泸县二中的学生。今年高
考，她以文科总分664分的成
绩，夺得川南文科最高分。说起
高考，平时就是学霸、考霸的冯
洁认为，实力、心态、技巧，是自
己获得高考好成绩的“三板斧”。

坐在记者面前的冯洁，鼻梁上
架着一副眼镜，气质文雅，谈吐自信，
说话不紧不慢。“23日晚上8点过，我
看到班主任在群里发布了一条消息：
冯洁664分。这是我有史以来的最
好成绩，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从上初中起，就读泸县二中外
国语学校的冯洁，就始终排在全年
级的前几名，中考她考出了优异的
成绩。进入高中后，这位学霸、考
霸更是意气风发，成绩一年比一年

拔尖。“平时我就经常考第一，三次
诊断性考试，一次比一次考得好，
最终高考考出了我最好的成绩。”

“我觉得，高考要想取得好成
绩，我的经验是实力、心态、技巧缺
一不可。”冯洁说，首先是实力，这
需要平时良好的积累，其次是心
态，我把每一次考试和高考都当做
一次普通的考试来对待，最后才是
一些技巧，主要是平时每次考试的
心得总结，结合老师的指导。

实力心态技巧 把高考当作普通考试

说起学习和考试的“秘诀”，冯
洁说，这与每个人的性格有关。“我
觉得根据老师的方法，来调整找到
自己的方法很重要，而不是全盘照
搬老师的做法。比如，老师强调要
制定天、周、月计划，要全部写出来，
然后把做了的打勾。但是我试过，

这个方法对我反而没什么效果。”
冯洁说，我平时思路很清晰，

每天晚自习前就会构思好，当天晚
上做些什么。如果用固定的形式，
反而束缚了我的发挥。“每个人都
应该按照自己的性格，来寻找到适
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学习方法 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农家姑娘 父母陪伴对她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