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今年咱们学校统招生计划
是多少？招生范围跟往年比有调整吗？
适合什么样的学生报考？

嘉宾：2020年，烟台四中计划招生
600人，12个教学班。其中，计划招收
体育、音乐类特长生30人，包括体育类
10人、音乐类 20人，其他为统招生，共
570人。招生范围和去年一样，还是在
芝罘区、莱山区、牟平区、高新区四区
招生。

直播中，有家长咨询，今年报考四
中录取分数线是多少？每年都会稍有
变化，最后得看报考学生的质量和数
量。建议考生们根据自己在芝罘区或
者四区的位次来分析，每个学校录取
多少，所有学校总共录取多少，然后看
看自己的位次和需求，综合考虑后填
报志愿，根据各学校招生计划，预估本
区 3200名左右可报四中（一切以实际
官方公布为准）。

主持人：前面的师资力量等教学特
色是软件，那学生硬件，比如食宿条件
如何？学生宿舍规模是多少？怎样申
请呢？

嘉宾：学校投入 70万配备录播教
室，新一代班班通在“线上教学”期间
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校有两栋学生公寓楼，可供
1500人寄宿，每间 5人，独立卫生间，
为学生提供便利的住宿条件。新生报
到后，学校会根据学生的需求来安排，
每一届学生的住宿需求不同，优先安
排离家较远的同学，基本都能保证入
住。烟台四中的学生餐厅，作为“山东
省A级学生餐厅”“烟台市四心食堂”，
可供2000人同时就餐。

“名师讲堂”由“报考一起走”合作播
出。有数据，有方法，两本书，一张卡，权
威指导，志愿无忧!

“报考一起走”的目标就是为考生找
到适合报考的大学，适合就读的专业，适
合奋斗的行业。今年，特别针对山东省
高考改革 3+3选科后的首年高考，编撰
《高考报考专业指南》《高中生生涯规划
指南》《高中生选科指南》等系列图书；教
考生和家长如何用“查字典”的形式，报
院校、选专业；用独特的编写思路，从“行
业”的角度，为考生详细解读我国的支柱
性产业发展趋势、行业的用人要求以及
个人如何做生涯规划等，打开了考生的
视野，精准地确定未来的目标方向。

整套图书和报考系统简单，易操
作！家长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20分钟
轻松简单高效学会快速、正确填报 2020
年 高 考 志 愿 。 更 可 拨 打 咨 询 电 话
19953534179（微信同号）。

烟台四中今年2人清北过线
“北大班”四届高考4人清北
高端资源注入，四中今年四区统招570人，含两个“北大班”，每班36人

YMG全媒体记者 栾静 庞磊 摄影报道
进入 8 月，烟台中考志愿填报也进入倒计

时。为方便考生和家长足不出户了解各公办普
通高中的招生情况，近日，烟台日报社“名师讲
堂”直播间，特邀多所学校负责人进行面对面访
谈。

昨日，来自烟台四中的副校长李豫威做客直
播间，为中考生和家长详细介绍了学校的特色办
学和招生情况，并在线回答了家长关心的“北大
班”招生和今年统招生分数线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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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听说今年咱们四中北大班取
得了优秀成绩，请您介绍一下？

嘉宾：2020年高考，烟台四中“北大
班”乘风破浪，再次实现“优势突破”：郑昕
693分，位列全省93名，过线清北；李逸之
681分，获北大综评A+等级以 6%的满分
入围“北大强基计划”和国科大的综合评
价招生。

一年 2人清北的优异成绩，令烟台四
中迄今为止四届“北大之星”创新实验班
的高考完成了四个清北的完美答卷！本
科一段上线 390人，其中过特殊类型招生
控制线近百人，对标中考基数增长 24%！
2名军籍飞行员，5名民航飞行员，艺术、
体育专业文化双过线102人。

四中北大班，4年来优尖生的培养，

为大学输送了优秀生源，也获得了回
报：今年四中优尖生获得了北大橄榄
枝——“北京大学 2020 年优秀中学生
暑期学堂”四个名额，该名额的准入门
槛为“2021 年高考的中学生且综合素
质优秀，学科特长突出”，为下一届优
秀学生迈向清北“强基计划”打下了良
好基础。

今年2人清北过线，四届“北大班”四个清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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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所市直公办高中之一，北大优秀创新人才培养实验校
主持人：作为一所山东省重点中学，烟台

四中有着67年的辉煌校史。请李校长简单介
绍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

嘉宾：烟台四中始建于 1953 年 9
月 ，新 建 于 1988 年 ，是 1994 年 首 批

山 东 省 规 范 化 高 级 中 学 。 2013 年
成 为 北 京 大 学 优 秀 创 新 人 才 培 养
实验校。

2019 年 1 月由区属收归市管，成为
7 所市直公办高中之一。学校先后被

评为山东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山东
省艺术示范学校、山东省心理教育实
验学校、烟台市高中教学先进学校等，
在 2017 年烟台市普通高中办学水平督
导评估中，位列第七。

跨越式发展得益于“高效课堂改革”和“优尖生培养”
主持人：近几年来，烟台四中教育教学

屡创佳绩，在特色办学方面也取得了优异成
绩，请您介绍一下学校的办学理念和育人模
式。

嘉宾：烟台四中作为一所普通高中，
始终坚持“追求卓越，止于至善”的办学理
念，近些年，经过全体教职员工不懈努力，

学校发展呈现出了良好势头。
学校倡导多元化、特色化发展，尊重

学生差异，满足学生个性需求，在知识和
能力培养之外，注重学生健康、自信心的
建立，以及勇于探索、敢于创造、善于合
作、不惧逆境精神品质的塑造。

近几年，学校的进步主要得益于“高效

课堂改革”和“优尖生培养”。学校以深化
课堂改革为突破口，切实提高教学效率。
利用课改这个杠杆撬动教学质量发展，落
实“三重四式”课堂模式，通过科学合理的

“教”，来实现高效、个性化的“学”，真正把
教室变成学室，把教师变成导师，把课堂还
给孩子，让学生做课堂的真正主人。

主持人：家长和同学们最关心的一点
就是四中的特色班：“北大创新实验班”，请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招生情况？

嘉宾：今年和往年一样，设立了两个
北大班，每班36人。

2013年11月17日，四中引进北京大
学基础教育研究与发展中心国内高端资
源，市区政府立项支持，成为旨在探索培
养优尖生的地区教育重点项目。

2014年 7月，第一届北大班招生，此
后几年凭借优异的成绩单，成为北大信

赖的优质生源基地。
2016年，自招初审过关率全市第一，

2019年综评全市第一。2016—2019年连
续四年获得北京大学自主招生和博雅计
划加分助推名额。

北大班的主要特色是小班化、关注
度、资源独享、师资集中、自招强基综
评。其中，小班化保证对每一名优秀学
生进行个性化学习指导。北大专家担
任班级导师，班主任助理由校级领导担
任。除了现行国家高中课程，还为北大

班学生设置北大思维拓展课程、北大现
代科学和学生素养课程、自主招生辅导
课程、学科竞赛辅导课程、专项小课题
研究。

“博雅堂”作为北京大学创新人才
探究活动室，配备专属实验班的阅览
室，提供各种书籍，其中包括北大教授
推荐的 50 本必读书目；配备专属实验
班的北京大学名师工作室、自习教室、
自主互助研讨室、探究实验室和休闲网
络自修室。

第七届“北大班”面向四区优尖生招收72人

主持人：学校取得有目共睹的优秀成绩，
离不开全体师生的努力，尤其是教师们兢兢业
业的付出，请您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师资力量？

嘉宾：学校现有教职工 175人，其中
高级教师41人，硕士研究生29人，博士1
人。高中教学班38个，学生近1800人。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批省、市级
优秀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平均年龄38
岁，他们是一支充满活力的年富力强的队
伍，与北大专家师徒结对，常态化、跨时空交
流学习，内外兼修的教师学习发展平台打造
了一支业务过硬的师资队伍。学校采取副
校长年级负责制，每个年级配备教学业务主
任和学生管理主任，分工明确。

主持人：近几年来学生成材方面的各
项成绩？

嘉宾：学校连续多次获得“烟台市普
通高中教学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2017 年高考学校实现了历史性飞
跃，第一届北大班参加高考。三年北大
班的实践探索和高效课堂改革结出了丰
硕成果，肖正康同学以裸分696分的优异
成绩位列山东省前20名，烟台市前四名，
被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录取，实现了烟台
四中建校历史上北京大学零的突破。

学校在 2014年中考全区前 1500名
仅 64人的情况下，2017年高考自招控制
线（一本指导线）达到130人，各类本科上
线536人，本科上线率达到82%。

这几年是四中高考卓越进步、辉煌奋
进的几年，也见证了四中的优生培养能
力。2018年，北大班600分以上高分段实

现了翻倍增长，学校在2015年中考全区前
1500名59人的情况下，2018年高考自招
控制线(一本指导线)达到133人。各类本
科上线543人，本科上线率达到81%。

2019年高考，沈兴宇以裸分692分位
列全省前50名，芝罘区理科状元；同时获
得北大博雅计划加分优惠，被北大元培
学院录取。

马小健以 641分的成绩位列山东省
文科第 76名，被复旦大学人文科学试验
班录取。

北大班整体成绩优异，实现“今年2个
北清，四届高考班四个清北；复旦大学、外交
学院，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等名校
遍地开花”的新跨越，自招控制线上101人，
各类本科上线437人，本科上线率81%。

教学师资：“兵强马壮”与北大专家师徒结对

面向四区招生600人，含
体育、音乐类特长生3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