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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奥教育中高考复读班 暑假辅导班 兰州绿荫学校 严权
热烈祝贺我校 2017 届学生在中高考中再取佳绩
教育
中考复读班 初三借读班
祝贺张越龙同学中考成绩由去年 309 增至 525,增分 216，获我校增分状元！

1.全日制中高考复读班及应届冲刺班(7 月下旬开课)
招生对象：2017 届毕业生，高二升高三应届生，初二升初三应届生
班型：10 人小班兰州市顶级名师授课，班主任 24 小时管理
效果：中高考学生全部上线，96%一本上线率
2.小升初，初升高先修班，初一至高三各科暑期强化班及一对一辅导
电话 17739970501 17739970505
地址:城关区贡元巷 20 号(甘肃国际大酒店东侧巷内)

兰州绿荫补习学校创办于1999年，是兰州市教育局批准成立的一所军校式、寄宿和
走读相结合的专业中考学校。校园内绿树成荫，学校周边无网吧、酒吧等，是广大学子学
习的最佳场所；基于 18 年的办学经验，已是西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专业中考学校。

中考复读班：每班 30 人，招 3 个班。 初三借读班：每班 20 人，招 1 个班。
专职班主任24小时管理，优秀教师全程陪学，绿荫学校做改变人生的教育！

招生专线:8752702 13893205088(李校长) 学校地址：城关区东岗镇桃树坪397号

邹老师数学续写神奇 3988 化学

2015、16、17 中考讲过的和预测的原题类似题分别为 50、61、52 分.暑假新初二
拔高+先修（坐标系、一次函数）、新初三（中考考点）+先修（反比例函数、三角函
数、二次函数），小升初先修（有理数+方程） 13919418022 少年宫,雁滩,西站

海文
教育

高一初一暑假先修班招生 兰大
黄楼

1、初一先修班（数学、英语）。2、高一先修班（数、理、化、英语）。
3、初、高中同步班、培优班（数、理、化、英）。
小班授课、免费自习、老师跟踪辅导、确保提分！ 一期班：7.18-8.1号 二期班：8.3-8.17号

兰大黄楼 802 室 18993197916 赵老师 15214075164 李老师

暑假先修强化拔高一遍过 23 年教龄专业名师严格执行
自创五步教法:课前预习课堂学习作业练习课后复习准
备应试依据教学大纲专攻难点突破重点链接考纲集训
中高考题型先修于 7 月 17 日开课初三(1)班(7:50-9:
50) 初 三 (2) 班 (14:30- 16:30) 高 一 (1) 班 (10:20- 12:20)
高一(2)班(17:00-19:00)2017 年精品班中考成绩：
顾正
超 100 王琮亮 98 陈瀚翔 98 聂文宵 98 陈瑾瑜 97 李明泽
97 文成斌 97 安琪 96 岳凯 96 刘子木 95 陈佳蕾 94 李宗
霖 92 张馨艺 92 任涵霏 92 赵康晟 92 伏正钦 92 张津瑞
91 金炳南 90 以上成绩真实有效来校核实小班授课预
约试听后报名。 13893490387 张老师 庆阳路

恒成教育 何老师数学 高一先修 高分数理化英暑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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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一、
新初一数理化英先修 2.中考签约保分复读班
3.初二、
初三数理化英复习先修 4.高一、
高二数理化英复习先修
5.初一至高三数理化英一对一 6.高三数理化英高考冲刺
电话：
18394287280 4631924 校址：
盘旋路兰大黄楼

恒成教育六年级升初一 张老师物理 李老师初三物理先修
数学先修班开始报名

8865286

8865294

13919984950

初三物理先修 在职高老师英语

一线在职老师，
专注中考物理 20 年！教
高三暑假一轮
学经验丰富，熟悉中考考点！有责任，初三高一高二先修；
有耐心，
有良心！小班授课，
突破难点，基础复习。雅思四项暑期特训，
外
讲审题方法，
解题技巧，
答题规范，
零距 教中教交替授课，
轻松过 6。专业
离接触中考！
（开课时间，
7 月 18 号）
八级，十多年教龄，提分快口碑好。
地址:静宁南路与民主西路十字
广场南口 13893116689
咨询电话:13309497735 刘老师

万老师英语 中考数学

专职英语教师，
17 年教龄 1、
新初三假期巩固复习+先修班
特招:
2、
新初二假期巩固复习+先修班
1、
新初三假期巩固复习+先修班
高标准，
严
2、
新初二假期巩固复习+先修班 小班授课，
用成绩说话！
！
！
小班授课，高标准，严要求，用成绩说话！！！要求，
13359406442(庆阳路) 13359406442（万老师）

独特方法专教英语中差生 杨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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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级重点中学老师授课，只做口碑，
创单词记忆法可保证一年记牢中学 3-6 年单词，
用成绩说话，
以
“教学质量为生存，
应试教
快速提升阅读和语法水平。
（本人 985 高校硕士
育为主体。
”
现特别招收：
学历，教龄 15 年。曾用所创方法在高三一年将英
新高一先修英语、
数学；
语成绩从 32 分提高到 116，大学一次性过四六 1、
初三中考精讲班；
级，所用方法均系独创。
）近期暑假各年级先修+ 2、
高一升高二语法词汇提高班。
复习班；2018 年中高考合同班二期（限 20 人，初 3、
无效退款。
二剩余名额 7 人，高二 9 人）；中考后初中英语重 小班授课
15339838170
地址：
广场西口
修班（特色课程）；13893131506 广场东口11中旁 电话：

专注中考物理，十年教学经验，在职十五年专注中考物理，巩
开设初二先修实验班，初三先 固浮力压强滑轮功率，
先修初三
修提分班。一期 7 月 17 日开 电学，
准确把握中考重点与命题
课，二期 8 月 6 日开课，免费试 规律，方法独特小班教学，只要
听，精品小班或一对一教学。肯学保证快速提高，免费试听，
18394035566
地址：
广场南口 18093150003 广场南口，

鱼成龙高考数学 刘老师物理
中高考物理专业品牌

师资强！方法好！
十六年高考辅导经验，
认真，
负
采用
“讲、
练、
测”
模式
责，
成绩提高快。特招高一，
高 近二十年的教学经历，
教学法，
经验丰富，
成绩提高快，
免费试听。
二，
先修，
复习。高三一轮强化 开设初二、初三，高一、高二先修班、提高班；
复习。
（第一节课免费试听） 高三一轮总复习
电话：13519312238 13369439363
兰州一中附近。15339849746 地址：西站兰石家

英语数学提分王（毛氏教育）初中数学

<1>八年级数学小班<2>九年级数
暑假特招中考冲刺班，高考冲刺班及初一、初 学同步（大班），提高（小班），物理、
二、高一、高二先修班，由20多年在职一线教师 化学、英语小班，九年级特设各科
讲解，1对1或精品班辅导，保证提分，价位较高。 一对一辅导。注：七年级先修课程
18919892756(英语) 已结束，开学后设班。城关区广武
17726977798(数学) 门（毛老师）13038772765

一级建造师
注册工程师
执业医药师
考试保过/不过退款

中考/高考精品复读班

诚信办学 20 年，2017 年中考喜讯 600 分以上 15 人，杨如渊以 642 分兰州一
中，叶鹏以 630 分师大附中，何雨欣 627 分师大附中，蒲赟 621 分一中……
1.初一/高一各科先修班 2.2 小时轻松巧记 100 单词（专教学习方法）一期
12 日早上，二期 17 日下午，三期 20 日早上。3.小学段 英语，数学 作文
4.中学段 英语 数学 语文 物理 化学先修班，强化班 5.初/高
中英语语法全修班 6. 新概念英语(分 1-3 册班) 7.各科一对一辅导
地址：兰大向西 200 米万盛名仕 A 座 206 室 电话：8565948
15352021448

考不上高中或考不上理想高中同学的福音

这里只招 12 名中考辅读生，
签订目标合同，
无效退款！
欢迎有志于明年考上理想高中的同学，
凭今年中考成绩单前来咨询报名！
失败=成功之母，
选择=成功之父。
这里还有高一数理化英先修班两期，
7 月 15 日第一期 8 月 3 日第二期
陈老师：
18009182431 静宁路连铝小区 105

高二权威英语精英高分培养试听课开课啦

本课一流高端，
只面向附中，
一中招生。整个试卷能做到
无盲点流畅精解。融单词速解，
语法精析，
语言通透欣赏
为一体。一定让您在一流语音中尽情享受地道英语语言
之美给你带来的美妙享受。必然如此。否则，
连续听一
周。只招二天，
十八号开课，
报名从速 15379039569

高考权威英语，数学高分辅导

岁月铸就历史弥足珍贵的信赖，讲解有据，提分有力。当你在经典的讲
解氛围中找到迷失已久的兴趣风向标时，你会发现多少种教学中竟然还
有如此精彩的高考课堂。来吧，三十年高考教龄的资深老师正在期待学
子们前来结缘。
（此课堂高端，需有相应基础的学生）。面试后，先上课，
后交费。 英语 15379039569(招多名教学助手) 数学 18009482431

宋老师数学

15 年在职教学经验，2013 北大 1 人；2014 复旦 1 人；限招初二至高三学习态
度端正有进取精神的学员，可一对一和一对六小班教学，价位合理，非诚勿
扰，学（教）不会不能回家，地址：邮电大楼 18119386676（请惠存）
喜报：
2017中考数学恭喜王笑寒133，崔明源131，郭睿琦129，李佳怡123，孙三喆
122，
高江蓉122，
赵悦113，
徐知行113，
马肃肃108，
朱静怡107，
周靖昇100，
宋尚儒100

高一数学先修班 高中数学

完美实现初高中数学方法衔
接，
十三年经验让学生零基础 高一先修班（每班限招 8 人），高二
（每班限招 8 人），高
学好高中数学，
准确把握高考 复习+先修班，
命题规律，五人精品小班，手 三文理一轮复习班，针对性极强，
在职教师授课，
可一
把 手 包 教 包 会 ，先 辅 导 后 交 短期内提分快，
对二。地址：
皋兰路公交车站
费，确保数学成绩快速提升。对一，
广场南口 18394035566 18993033063 韩老师

博渊教育 初高中先修班

好未来高考数学

电话：18919015822 18793115248

高分高价。一对一，二、三、小班。试听收
费，南关十字。 电话:18993292561

新初一、高一先修班；新初二、初
三、高二、高三数理化英复习+先修
资深教师任教，精品小班，免费试 高三一轮复习 高一先修、高二巩固提高。
听，保证提分，助孩子走向成功。 悟透近十年高考真题，方法独透，精准提分，
地址：
双城门凤鑫大厦

张诏化学保高分 常老师高一数学先修
10 年专注成就学科典范，专业高效
保高分（化学成绩多为前3名）。暑期
初三至高三化学培优班抢座热线：
15593117165 浩森写字楼 11 楼

快速提分英语

十五年经验，
熟知考点，
独特方法，
旨在
提分。对中差生有一套，
可提 70 分。结
合考题，
直击考点，
学生看题知考点，
快
专业数学十年，现开设高一数学 3 速准确出答案，快速提高成绩。暑假特
初
人到5人的先修小班。小班授课，设小学.初中.高中语法及阅读理解班，
一高一先修班，
短期内让英语有个理想
大班收费。无效退款，随到随学。的转变。按成绩分班，可免费试听。
地址民安大厦电话13919440733
18993163146

高中数学 金牌化学
侯老师高中数学 高一先修精品数学
名师地理

AAA名师辅导暑期班招生 张老师初中英语

高三数学 权威英语辅导

窦老师满分数理化 起点教育精品文化课

地址:兰州市城关区定西路东口车站对面
电话:0931-8728992 13919225822

同步提高、
难点突破、
小班授课、
免费试听。
曹老师:13919189320（一中附近）

新高一新初三先修，高二同步，
高三一轮复习。10 人小班，一
对一，一对二。讲练测模式，精
品辅导，
金牌成绩，试听收费。
精讲自然、
区域地理，
小班授课、
免费试听。
曹老师:18093174138（一中） 大公大厦 189 1987 4107

高三文、理科总复习，夯实基
础。高一先修，高二假期总复
习。小班授课，名额有限，免费
试听，保证成绩，无效退款。

1.初一先修 2.初二先修、巩固班
3.初三同步班、中考冲刺班
15 号开课，现在预约报名，享受优
惠活动，免费试听，不满意退费
广场南口（18909429790） 电话：
13309318877

黄老师初中数学物理 小学作业辅导班
初中各年级先修班、
巩固提高班。一

对 一 ，小 班 授 课 ，专 职 教 师 ，效 果 显 小学各年级作业辅导和课外阅读班，四、五、六
著。7 月 17 日前报名的优惠 200 元。 年级先修和巩固提高班。7月17日前报名的优
惠200元。皋兰路十字黄老师18153615562
皋兰路十字 18153615562

高三一轮复习 金轮
广场

夯实基础，培优拔高。提分30～70 分
13919913320孟老师英语 17793199559李老师化学

吉他

洛奇吉他教室
中国音协 专业教师
代翊辰亲自执教
13909408115皋兰路

曹老师精品化学 中差生英语

初三精品小班，
高一高二同步提 2017 年中考百分之九十同学
高 ，高 考 一 轮 复 习 。 8868882 成 绩 提 高 ，最 高 提 高 78 分 。
18909310897（城关、
安宁） 地址广场西口 13609362369

梁老师高中数学 张老师物理
25 年教龄，自编讲义，讲解方法灵活，简单易学，免
费试听，招高三一轮，高一先修，高二假期提高，小
班，一对一任选。电话：18909493245（雁滩万达)

近三十年省级骨干教师、
高效辅导、
快速提高
学生成绩。现特招:初、
高中复习培优班、
先修
班、
一对一提高班；
收费较高，
免费试听。
路桥音乐广场长征写字楼 702 室 18909440668

分类广告·教育

温馨提示：敬请读者 查实信息 安享权益 QQ：963599126（晨报分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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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一
一对三
招生对象：1：
高一新生先修班，
2：
名师辅导保证成绩， 2017 中考数
高二提高班，
3：
高二培优班（目
学 130 分以上 89％，欢迎试听
前成绩较好）4：
高三一轮复习班
13993188603 段老师
地址：
南关十字、
西站华润万家 电话：
铁路局皋兰路黄河剧院旁
电话：18193116568 地址：

专补高中物理

多年高三把关！高效提分！2017年高考再创辉煌！现开新高一
先修，新高二复习＋先修，新高三一轮复习。13919390618

兰州启程教育暑假招生

全日制上课，
小学、
初中、
高中各科先修班，
精品
班，
小班教学，
资深教师授课（每班限招 12 人）
电话:8521595 13359409967（刘老师）
15095378809（王老师）
地址:雁滩大润发常顺苑 D 单元 241 号 402 室

专业教学团队 专业英语
常年开设初、
高中数、
理、
化辅导班，
暑
假先修班，
注重基础与能力提升相结合

（铁 路 局）15002530768

一对一 、一对多（小学、初高中）
18919108456

初高中数学 金牌数学张老师

高效，
奇迹，
口碑，
不提分免费学。2017 年高

初一二三数学辅导 新高一数学先修 高 考数学 115 分以上达 65％，最高分 139
二数学同步与先修 高三数学第一轮复习 1 高三一轮复习班（文/理）2 高二同步提高班
（文/理）3 高一先修班（7 月 10 日）4VIP 一对一/
13088710893
安宁十里店
一对二地址：
皋兰路 电话：
13893240187

何老师英语

致力英语教学 18 年，签订提分协议，不达标不
收费。雅思托福 sat，新概念，中高考同步, 初
高中暑期先修 ，中高考语法特训班正在报名
中，
学习宝库：
微信（laohe11） 18194277358

西站数理化

在职老师主讲初、高中物理、数学、化学，开设初、高
中先修、强化班，一对一及 8 人小班教学，经验丰富，
注重基础与能力的全面提升，欢迎试听！
电话：18894029093（杨老师） 地址：西站什字附近

中差生数学 高 中 数 学
高三

小班一对一

速效提分；

对学生成绩提高有独特方法，高 二 高 一 小 班 同 步 加 深 巩 固 。
讲近十年所有的高考题型；
2017 年中考最高提升 82 分。精
赠送师大附中九本状元笔记！
地址广场西口 13609362369 金榜题名热线：15193182755（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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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 8150592
热线 4662740

开设初中各年级数、理、化、英复习班
和先修班、7 月 17 日开课，由豆老师
和蔡老师等在职专业老师授课，小班
额编制，无效退款 地址:广场南口
电话：18609407688，18009487576

八年成功办学经验，常年开设中小学数学、

专业从事教学十年，经验丰富
物 理 、化 学 、英 语 课 程 及 寒 暑 假 先 修 班 。
教会学生学习方法，效果明显
精品小班授课，资深教师，高效课堂，科学
辅导方式：8人小班或一对一（可上门） 方 法 引 导 ，签 约 提 分 ，暑 假 就 来 起 点 教 育 ！
辅导年级：初一至高二
七里河校 区：银信大厦 14 楼 2233440
西 固 校 区：长业大厦 9 楼 7536924
广场东口 13389447912

高中数理化
中考升学那点事 在职教师
十五年教龄 精心辅导
找老万 名额有限

13321284007
13321219669
13919197306
13919150533

保证成绩 十节可提 20-30 分，广

18694139953（同微信） 场南口。马老师 13639321736

练字

招生

和平饭店 万和城英语

成人，
大中小学生，
学龄儿童。写
字专家逸飞老师主执教。电话： 1 小学初中高中各年级同步提高班 小班
15095326995（南关）QQ: 授课 2 新初一高一先修班 免费试听 特
1315618517(方法独创！
） 色：
单词语法当堂背会 13919256810

宋老师数学 兰州满志补习学校

14 年在职教学经验，2013 北大 1 人；2014 复旦 1 人；2016 年上 中考复读班 初三应届班招生
海交大1人；限招初三至高三学习态度端正有进取精神的学员， 我校专注中考八年，一线在职老师授课，一流
可一对一和一对六小班教学，价位较高，非诚勿扰，学（教）不会 的管理，中考上线率持续领先，获众多家长及
不能回家，地址：邮电大楼18119386676（请惠存）
学生的一致认可招生热线:13519600090

师大精品化学 赫老师英语
高二
初三，新高一先休班，高二，同步班、精 1.新高一先修班 2.初二初三、
品小班，高三一轮复习班。由师大特 复习+先修班 3.高考强化冲刺班
级教师辅导。保证成绩 18919884839 18693105076 盘旋路兰大黄楼

广告刊登上门服务请就近致电各广告站点：

安 宁 13893657364
西 关 13119416621
南 关 13893115083
火车站 13008774749

初一、初二先修班、同步班、拔尖班(每班 3 一 6 人)
初三中考先修班，冲刺班、培优高分班(每班3一6人)
初一初二严抓单词、课本知识点精讲练、语法，阅读，
理解，完形填空，翻译写作、初三主攻词汇、语法、
任务完型填空，任务型阅读理解、句子翻译，写作。
教龄十年 经验丰富 自编教材 18919960333
七里河黄河桥北新厦水岸天城 安宁十里店 西固

七 里 河 13893126050
西 固 13893273391
东 岗 13993138394
广 场 15002510370

18993154491
13669339336
18194220686
13893228907

西 站 13919283848
五里铺 13919783768
盘旋路 13679423266
黄河北 13919084989
雁 滩18919003552

18215174002
18409443606
13919364049
189199945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