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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心飞学校

谢老师物理开课公告

2017年初二、初三同步班于2月25日起开班！

成功创办16年，采用精细化教学管理体系，“讲、练、测”模式教学法，2017年新
学期总共开设9个班，新报名学生请预约参加入学考试，根据成绩选报班级！

初二生物·地理签约保“A”班 心飞学校高中辅导
走进启明生•地保 A 班就等于拿到了双 A，资深一线教师解读命题趋势、
深度分析会考大纲、精编内部独家资料、真题模拟训练、考前命题教师押
题点拨、小班授课，助教全程跟进确保教学质量，历届双科达 A 率 99%。

权威教师强强联合，实行无理由退费

初二会考总共开设 10 个班，二期班 3 月 18 日开课，三期班 4 月
8 日开课。一期班已报满，不再接受报名；其他班有少量名额。

高一高二同步班：夯实基础 同步拓展 加深提高 高三高考班

时间
周五、
周六 19:00
08:00-12:00
周六 14:00-18:00
14:00-18:00
08:00-12:00
周日 14:00-18:00
14:00-18:00

会考班次
生·地双 A(7)班(二期）
生·地双 A(8)班(三期）
生·地双 A(5)班(二期)
生·地双 A(10)班(二期)
生·地双 A(3)班(二期）
生·地双 A(4)班(三期）
生·地双 A(6)班(二期）

另开设精品班
初二物理中考直通班
初二物理同步班
初二数学尖子班
初二数学同步班
初二英语同步班

1、初三中考复习班（采用三轮复习法，备战4月份一诊考试，决胜6月份
中考，全面系统复习中考考试大纲要求全部内容，采用最新自编复习
题库精准训练兰州市中考重点、难点、热点，全面提升学生解题能力） 郑重承诺：
1.报名即可签保 A 协议，
不过线承诺退费。
2.保A班学员交全费报名时加720元赠送原价1440元初二物理同步拔高班一期。
精英1班：周六16:20-18:20 精英2班：周日10:10-12:10
3.保A班学员交全费赠送价值800 元初二英语、数学同步班各5节。
南关校区：8173109 18919991372 （南关什字世纪广场B座10楼）
重点1班：周六13:10-16:10 重点2班：周日13:10-16:10
铁路局校区：4636901 13919810021 （城关区皋兰路虹云宾馆 3 楼）
通知：
我校特邀生地会考命题组教师，
针对考点考纲举办讲座。
强化1班：周六14:00-17:00 强化2班：周日 9:00-12:00
3 月 19 日（周日）19:00 第二期会考讲座。
6 月 11 日、6 月 16 日 19:00 命题组教师考前抢分讲座。另：开设初三历史、政治保 A 班
强化3班：周日14:00-17:00
2、初二同步提高班：同步跟踪讲练测，培养兴趣，夯实基础，提高解题能力！
精英1班：周日16:20-18:20 重点1班：周六9:00-12:00

3、VIP一对一、一对四，个性化辅导针对性强、快速提高成绩。

庆阳路国贸写字楼10层（时尚百盛对面）电话：8427066 8427498 13919020588

初中数学精品十人小班

15年教龄，10人精品小班，细致耐心、专业，效果显著。
2015年、2016年中考学生平均提分50、均分120分以上。
班型：初一、初二同步拔高，初三冲刺
电话：
18893180599
上课地点：
西站

附中、一中多年执教经验的权威师资，开设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四科

中考冲刺初中辅导

初一初二同步强化班 初三中考冲刺班 中考英语点题班（郭老师）
根据层次分精英班、重点班、基础班、一对四、一对一。数理化英四科

现辅导的多名学生在重点学校年级和班级名列前茅

六年级英语数学班

英语：郭校长亲自执教，全面复习强化并超前学习，为新高考做准备。
数学：基础强化，穿插奥数试题，重点加强计算能力和应用题解题思维
地址：庆阳路国贸写字楼 10 楼 8467850 8472533 13359316087

中考全日制签约包过冲刺班 博大学校全封闭冲刺班
不达成绩学费全退

10人精品小班授课+一对一、
二教学模式，
因材施教，
确保冲
刺成功!入学均签订分数保过协议，
不达分数全额退学费。
西站：
2391772 18993075133 18993184472
西固：
7319994 18109317955 18993075133

高三一诊380以上冲刺一本 高三一诊330以上冲刺二本

2016 年优秀学员：
段文瑞 兰州二中，一诊 380，高考 516（两个月）南京林业大学
苑博文 兰州二中，一诊 401，高考 513（40 天）宁波大学
彭泽清 皋兰一中，一诊 417，高考 505 山东师范大学
杜泽宇 兰化一中，
一诊425，
高考521（两个月）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电话：
18919827574 王主任 18919827174 王主任
18919827404 王校长

卓奥教育中高考文化课培训基地 中高考全日制\走读小班

高三文理科全日制、艺考生文化课冲刺

兰州卓奥教育学校是经教育局批准的正规民办培训学校， 十余年高升学率成绩有保障,考上才是硬道理!
学校教学严谨，管理科学，学习成绩优异！
1.2017 届普高文化课 15 人冲刺班（普高生，顶级名师授课）
2.2017 届中考文化课 10 人冲刺班（中考生，冲省级示范高中）
小班额名师教学,早晚自习,班主任24小时跟班,赠送靶向1对
3.2017 届艺体生文化课 10 人精品班（100%本科上线率）
1 辅导.另有部分保分协议名额.不达目标退费,欲报从速.
4.初高中各科春季同步培训班及各年级各学科 VIP 一对一辅导
报名咨询热线：
0931-4616745 18993081259 18993162283
咨询热线：17739970500 17739970506 17739970508
咨询微信:whr0305 咨询 QQ:113455294 校址：
张苏滩高新区

西站：2391772 西固：7319994 城关：8125809

初中数学，中考数学，按成绩分班，经验丰富，免费试听，成绩提高快，无效退费。
8865286 8865294 13919984950

1.中考全日制 15 人冲刺班 2.中高考全科名师 1 对 1 冲刺
3.中高考全日制 1 对 1 名师冲刺 4.初一至高三全科 1 对 1 培优
5.高一高二、
初一初二：
同步培优 6 人班，
英语 数学 物理 化学
电话：
18394287280
4631924
地址：
盘旋路兰大黄楼

初中数学、物理、化学、英语

高三数学专业辅导

桢森
教育

一线名师授课，
全封闭管理，
四人标准间住宿(独
立卫生间、淋浴)，教学质量高，艺考连续五年二
本全部过线，
文理科全日制提分 80-150 分。
24 小时咨询热线：
18993075133

中高考全科冲刺小班 艺体生高考冲刺小班
中高考单科小班
初高中会考单科小班

恒成教育 何老师数学 中考全日制高分冲刺班
高三高考全日制冲刺班开课通知

初三:中考冲刺、查漏补缺、
专题突破、模拟强化。
初一初二:同步强化、
巩固精讲、
因材施教、
保证成绩。
基础班、
培优班，一对一、
一对二、
一对四。18109428155

本人
“985”
院校毕业，
任教高三数学 13 年，
自编教材针对性与时效性
强，
有多名学生先后考入全国重点大学，
数学成绩优异，
现招收：
高三：
高中数学第一轮总复习 高二：
同步强化复习 高一：
重点进行
函数专题集训，
兼容同步知识 一对一、
一对四、
小班均可，
因材施教
南关:8439237 18152135670 安宁:7614885 18152135400

1、高三高考全日制冲刺班；2、高端私人定制班；3、周一至周六
晚上和周天全天高考集训班；
4、
高三各科一对一、
一对四辅导。
电话: 18993297386 18293118653

中考全科冲刺

桢森
教育

初三中考全日制冲刺班开课通知

连续三年达 A 率 96％，
最次达 B，
（资深老师+真题训练+盯背老师+
考前押题＝A）签订目标协议书，
不达标退费。另送数理英 1 对 1。

冲刺中考，最后 80 天，针对中等偏差的学生（300--450 之间），我校特设小班或一对一辅导，白
天全天冲刺班和晚班。集训目标：
单科提升 20-40 分，
全科提高 80-200 分
中考各学科专题突破，
重点、
难点、
核心考点、
易考点全覆盖，
按重点知识模块分类归纳，
难度由浅入
深，
重/难点、
典型题、
精讲点拨、
知识延伸、
真题解析、
课后练习，
针对性总结分析，
单点问题精析。
提分热线：
13309318877 杜老师

十六年鱼成龙高考数学
本人通过精心辅导，
以下学生成绩提高快：
1,蒋*健，
铁一中高一，
班级第三；
2,马
*，
三十三中高二期末增分 50；
3,陈*,铁一中高二，
班级第三；
4,杨涵*,西北中学高
一，
班级第三；
5,王嘉*，
二十七中高一（重点班）137 分，
班级第三；
6,李*嘉，
二十
七中高一（平行班）135 分，
班级第一；
7,刘*恬，
三中，
市一诊班级第二；
7,李*民，
兰州一中高三，
市一诊 132 分；
8,王*霖，
兰州一中高三，
省一诊 132 分……
特招：
高一，
高二同步辅导；
高三（含艺考）强化复习。可一对一，
一对
二。
（分基础班，
培优班，
无效退费。
）一中附近。15339849746

常老师数学 名师政史地 可提50分

专业数学十年，2016 届高三数学平 省级示范高中在职教师及省市高考
均 成 绩 110 分 以 上 ，最 高 分 140。 模拟命题组成员强强联合授课，考
现开设高三冲刺班，高一高二提高 点难点梳理+答题技巧解题思路点
班 ，有 志 于 C9,985,211 的 同 学 可 拨+2017 年热点题型猜讲。2016
来电咨询。另特招 10 名有志于师 年文综命中率达 70％。不是名师可
大附中的初三同学。地址：南关民 退 费 。 电 话 ： 13919814078
安大厦电话 13919440733
13919948082 地址：
二十七中旁。

生地会考 中高考英语冲刺
考前英语串讲，套题精练，精准考

实力决定成绩，专业决定品质，一线优秀教师，
逐一突破，初高中同步辅导班，
精品内部资料，考点全面剖析，精品签约保 A,只 点，
上 12 次课，孩子轻松考双 A。保 A(1)(2)班已报 班制灵活，
随到随学，旨在帮助学生
满，保 A(3)班只有 3 个名额，冲刺班正在火热报
跳出英语学习误区，矫正学习方法。
名。名额有限，欲报从速，不过 A 退费！！！

13359406442

(万老师)

电话：18152135400

初中高分数学 专补高中物理

多年高三把关！专业专注，高效提分！常
从教 14 年多年把关中考，教法新颖、独特、年开设高中物理各年级精品小班及一对一
（限高三）五泉广场 十里店13919390618

易懂，对考点、
难点把握精、
准，
成绩提高快；
多年所带学生在校考、
中考中均取得了优异
的成绩！2016 年中考再次取得佳绩，中考
最低分106分；
常年设精品小班，
1对1。免
18 年，签订提分协议，不达标不收费。雅思托福 sat，中高
费试听，
测试入学，
保证成绩，
无进步退费。 致力英语教学
考，同步辅导, 新概念、剑桥英语，语法特训口语突破、中高考冲刺班正在
13893360826 桂老师（南关十字） 报名中，学习宝库：微信（laohe11） 18194277358 0931-8914004

何老师英语

1、初三中考全日制冲刺班；2、高端私人定制班；3、周一至周六
晚上和周天全天中考集训班；
4、
中考各科一对一、
一对四辅导。
电话: 8439237
13309418913

初二地理生物包 A 班

中考专家数学化学

数学二次函数反比例函数圆 化学：
酸碱盐
百日可提
20 一 50 分。8401060，
13919948082 白银路八中旁

好未来高中数学（毛氏教育）中考全科冲刺 军考专业辅导 金牌 化学
（1）七、八年级数学同步/提高班

高三查漏补缺，冲刺；高一高二 （2）中考全科冲刺白班（3）中考全
同步提高，悟透近十年高考真 科冲刺晚上、周末班（4）中考各科
题，
方法独透，
精准提分，
高分高 特设一对一辅导。16 年中考冲刺
价。一对一，小班。试听收费 经验，成绩说明一切！兰州市城关
南关十字 18993292561 区广武门13038772765（毛老师）

高中物理化学生物

独特方法专教英语中差生

独创特殊方法保证30-90分中小学生经一年辅导达
到100-140分，
可签订合同，
无效退费。独创单词记
忆法可保证一年记牢中学3-6年单词，
快速提升阅
读和语法水平。
（本人 985 高校硕士学历，教龄 15
一线名师，因材施教，免费 年。曾用所创方法在高三一年将英语成绩从32分提
高到 116，大学一次性过四六级，所用方法均系独
）初高中各年级同步辅导班热招中；
2017年中高
试听，
小班教学，
无效退款。 创。
考合同班二期（限20人，
初二剩余名额7人，
高二9
人
）
、
小学尖子生基地班
（
保证普通小学生实现成绩拔
南关:8439237 18152135670
尖，
要求学习态度端正，
可签约）热招。
安宁:7614885 18152135400 13893131506 广场东口 11 中旁

高三：
一诊分析，
查漏补缺，
套卷练习，
解放军系列，
大武警系列(内卫、
冲刺高考！初三：
套卷练习，
备战一
黄金、
森林、
水电、
交通)边消警 诊！高一高二：
同步复习加深强化。
系 列 。 语 数 英 理 化 政 强 强 联 精讲精练，
做会而且会做！精品班（6
合，
打造西北军考优质品牌。 人）VIP一对一。高分高价，
试听收费。
电话:13919850765 18152135670 城关大公大厦 189 1987 4107

中考英语专家

初中物理化学

1 成功案例！真实可查！
2 自编教材！命中考点！
3 错题巩固！提分见效！
4 高分小班！有效监督！
跳出误区 转变思维 改进方法 扭转局面
拒绝差生 拒绝砍价 免费点拨 非诚勿扰
15682804942 东方红广场

在职优秀教师，起点高，效果
好，能帮助孩子快速提分！
西站 18919846616 城关

窦老师满分数理化 高中物理 脱颖
教育 数理化英
中考冲刺班
广场东口 13389447912

教学特色：1:小班教学；2:内部自编
资料（实用性强，知识点的串联常见
题型的解析）
招生对象：高一，高二，高三物理一对一
地址：
南关什字、
七里河
电话：
18193116568

1 初高中各年级同步班 2 初三高三冲
刺班 小班授课 免费试听 3 一对一
特色：单词语法当堂背会 13919256810

初三、高三考前强化辅导高二学生高考一轮
复习！小班或一对一。电话18993079308

高 ，高 考 一 轮 复 习 。 8868882 管理+ 考前六天命中讲座+ 过 A 率高
18909310897（城关、
安宁） 西 关 沛 丰 大 厦 18 楼 13659316487

名师语文

喜讯：为答谢新老客户，今晨信息特推出
“刊四赠一”
活动欢迎刊登！

多年中考经验，本人亲自代课

成绩提高显著。
搏成教育中考封闭签约保分班开始报名 小班辅导，
了，一期班（400 分以内）3 月 20 日开课。签订合同，
保证高分、满分
不达标退费，名额有限，欲报从速(家长可
教会学生学习方法。
实 地 来 校 考 察 ，了 解 往 届 中 考 班 成 绩) 一对一可上门，
13309403445

1)初一、初二语/数/英/物 六数/英/阅读作文
2)高一、高二数/英/物/化/地同步班
3)中考、高考全科冲刺/全日制（预报中）
4)初中、高中、小学均设各科一对一、对二等
5)特招：初二生•地会考签约保A班（不过退费）
18109489498 13919155499 (皋兰路)

和 平 饭 店 英 语 数学补习 曹老师精品化学 初二生物地理会考
初三历史政治会考 保A集训
初三精品小班，
高一高二同步提
名师执教，多年教学经验保证快速提
高作文和语文分数。特色中高考冲刺
及中小学各年级辅导班长期招生。
13919845481 广场东口11中旁。

重点中学资深教师主讲+班主任严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