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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无坦途 学问无捷径

� � 一、夏令营思想源起
在生物奥赛的实践中， 我们发现许多有天赋的孩子受地域、

师资、信息等方面的限制，对生物奥赛的知识体系不了解、学习不
系统，从而在竞赛中痛失奖牌，无缘名校自招资格。 为此，我们希
望通过夏令营活动，让优者更优、强者更强，不因客观条件限制学
生自主发展。

二、夏令营培训内容
夏令营课程由具有丰富高中奥赛一线教育经验的金牌教练精

心设计，同湖南省四大名校的暑期生物奥赛课程同步，强调知识的
系统性、完整性和针对性，涵盖各分支学科生物联赛的全部内容。

三、夏令营培训目标
1.能力目标:系统学习 2019 年生物联赛内容，并对知识模块

进行强化训练和过关测试， 使学生初步具备应对 2019 年生物联
赛的必备知识和关键能力。

2.成绩目标:参加夏令营的学生力争在 2019年的生物联赛中，
能获得“省二”以上的奖项，并冲击“省一”奖项，即“保二争一”。

四、夏令营教学亮点

1.专家顶级：依托湖南生物奥赛的师资优势，以国家集训队生
物奥赛培训专家为核心，组成的顶级师资团队，包括北大、南大、
华中师大、湖师大等高校的教授，为学生提供科学、专业、准确的
知识讲解。

2.课程高端：夏令营是竞赛党的黄金时间，课程设计决定未来。
本夏令营的课程由一批专业大咖反复推敲、精心设计而成，同比湖
南省四大名校的暑期生物奥赛班，在同类产品中绝无仅有。

3.内容实用：内容直击 2019 年生物联赛，不多学也不遗漏，助
力学生获取奖牌，赢得自主招生资格。

4.效果卓越：邀请专家教授、金牌教练、金牌学生为夏令营学
生答疑解惑，让学生学精学深学透，有明显进步和学习效果。

五、招生对象：
1.热爱生命科学，生物学科成绩突出，有志于参加 2019 年生

物联赛的高一、高二学生；
2.高一提前入学的初三学生。
六、夏令营时间：2018年 7 月 14 日至 8 月 14 日，7 月 13 日报

到，8月 15日返程。

各高中学校校长、竞赛教练：
学科奥赛已成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名校自主招生的主要途径，也是衡量各高中学校办学水平、竞争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标志。 新高考改革后，“裸

分”难进名校已成事实，甚至出现“无奥赛难清北”的现象。 可见，学科奥赛是学有余力之学生的高考捷径。
作为全国首家高中奥赛教练研修单位，我们结合湖南生物奥赛的成功经验，已率先举办了多期生物奥赛教练高端研修班和全国高中生物学联赛冲刺班，在全国

生物奥赛培训行业居领先地位。 为迎接 2019 年生物奥赛的到来，帮助莘莘学子获得自主招生资格并升读理想名校，我中心特举办 2018 年全国高中生物奥赛暑期夏
令营。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 八、部分授课专家：
刘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

生导师，湖北省细胞生物学学会理事。 湖北省生物奥赛领
队和细胞学教练， 多年从事细胞生物学奥赛课程的教学
和培训任务。

邓教授：湖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湖南师范大学生物奥赛团队成员, 自 1996 年来每年参与
湖南乃至国家队的生物奥赛脊椎动物学、 动物生态学以
及生态学实验指导。

汪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生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
南省生理科学会理事，中国生理学会、细胞生物学会和病
理生理学会会员。 担任生物奥赛生理学理论辅导和实验
培训十多年，包括全国联赛、省队和国家队培训。

曾教授：生物奥赛湖南省队、国家集训队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理论与实验课程培训专家， 国家集训队化学
奥赛生物化学理论培训专家， 中国生物毒素专业委员会

副秘书长。
高教授：辅导学生参加生物奥赛获得国际金牌 3 枚、

国际银牌 3枚。
九、项目单位：
主办单位：科教新报

中崛教育
承办单位：五项学科竞赛网
官方微信公众号：五项学科竞赛（wxxkjs123456）
学术支持：湖南省教育学会中小学

学生核心素养研究专业委员会，并由该
专委会颁发结业证书。

十：报名方式
线上报名。本会不设线下或现场报

名点，请各位同学及家长关注“五项学
科竞赛”微信公众号，或扫描二维码，关
注后点击“会培中心”在线报名缴费。为

提高培训质量， 本次培训将以线上报名的先后顺序安排
座位。

十一、联系方式
1.会务电话：0731-85819125

� � � � � � � 400-805-8719
� � 2.联系人：杨老师 18692239837
� � 3.咨询微信群：2018 生物奥赛夏令
营（群名），请扫码进群咨询

新高考研究中心

五项学科竞赛

湖南中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科教新报

七、夏令营课程：

7 月 14 日-8 月

14 日（7 月 13 日

报到 ，8 月 15 日

返程）

关于“举办 2018 年全国高中生物奥林匹克竞赛暑期夏令营”的通知

竞赛教练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如何有
效地开展竞赛培训？ 这次参加研修班，我是
带着问题而来。 在培训中，我慢慢地找到了
答案。

从授课专家姚建民、肖鹏飞等优秀竞
赛教练分享的宝贵经验中， 我明白了竞
赛教练要有自己的思想， 比如清楚竞赛
学生选拔的要求和方式， 对选拔优秀学
生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辨识能力。 竞赛教
练和学生的关系类似教练和运动员的关
系， 因此竞赛教练收集信息的能力要灵
敏，在拓宽自身眼界的同时，还要对学生
学习的进度提供有效指导， 第一时间掌

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我曾因专业知识不够全面而困惑，深

感压力。 这样的焦虑在培训过程中得以释
放，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短时间内不可
能对繁多的化学知识和理论研究得透彻，
我们新手教练需要做的应该是了解和及时
收集竞赛动态信息， 清楚竞赛的培训内容
和标准，搭建好学生的自主学习平台。

有效开展竞赛培训工作主要是三个方
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学校各方面的全力支
持、成熟完善的教练团队、综合素养高的学
生。 而我们竞赛教练的工作重心就是为竞
赛学子助力，及时收集、整理和提炼有效的
信息。

竞赛教练在提升自身专业知识时，应
该有明确的目标， 并且将理论知识和竞赛
真题、教学方法相结合，对于竞赛涉及的理
论知识做到心中有数，将真题和理论结合，
深入浅出地讲授。“诚勇卓越”是我们学校
的校训，在竞赛道路上，我将秉持追求卓越
的目标，继续成长。

编者按： 金色麦穗代表 “收获、 谦虚、金
牌”，科教新报、中崛教育新高考研究中心倾情
打造“金色麦穗”专栏。该专栏将逐一推出各学
科奥林匹克竞赛高端研修班学员的文章，原汁
原味地展现各学科奥林匹克竞赛教练高端研
修班学员的心得体会和学术成就，敬请关注。

作为新手教练， 能够有机会参加此
次培训， 我感到十分荣幸。 专家们的授
课，使我深受启发。 面对众多竞赛考点和
难以理清的化学反应原理， 我意识到竞
赛培训无捷径。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去年，我们学校踏上了竞赛培训的新征

程：制定竞赛培训方案、筛选竞赛苗子，遴选
竞赛教练。 可直到参加这次培训后，我才发
现“千里之行”，我们才走了第一步。 成功离
不开计划与执行力，竞赛培训需要制定完整
的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尽快做出调整。 竞
赛培训考验教练和学生的意志力，竞赛教练
要坚持不懈地认真钻研竞赛内容和考点；竞
赛学生更要勤于思考， 善于发现学习规律。
既然选择竞赛，就要认真走下去，即使前方
荆棘密布，也要保持一颗永不言弃的心。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我们学校的地理位置不具优势， 存在

生源流失现象，竞赛培训的消息不灵通，缺
乏竞赛辅导的经验。 我们的竞赛培训之路
走得并不顺畅， 培训效果也不太理想。 于
是，学校开始学习他人的成功经验，竞赛培
训渐渐步入正轨。

参加这次培训后， 我发现竞赛培训有
两点很重要：一是掌握最新竞赛信息，它能
决定是否有机会获得成功， 如果获得竞赛
信息不及时，可能之前的努力会付诸东流；
二是学习他人的成功经验， 竞赛培训不能
闭门造车，要学会“引进来，走出去”。

着眼竞赛 勇于创新
就竞赛而言，它对学生和教练的要求

较高。 教练要引导学生积极应对竞赛，鼓
励学生争取通过竞赛促进高考。社会对创

新型复合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 竞赛培
训离不开创新思想的培养。 在培训过程
中， 教练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
独立思维， 关注学生化学核心素养的形
成。

教练在竞赛培训中要有扎实的专业基
础知识， 能在教学生知识的同时引导他们
进行创新。 教练在培训中不能禁锢学生的
思想，要引导学生进行发散性思维，对于学
生提出的问题，正确的问题及时给予肯定，
有待讨论的问题鼓励学生自主探究。 总而
言之，竞赛不仅需要学生具备创新意识，而
且还要求教练创新辅导方式。 如此才能让
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收获更多的知识，提
高自身能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竞赛培训不可
能一蹴而就。 唯有脚踏实地、制订合理培训
方案、创新辅导方式，才能做好竞赛，培养
出有竞争力的学生。

化学奥赛教练研修班是我期盼已久的培训。以
往，我一直都鼓励对化学有兴趣的学生参加化学竞
赛培训。 这次参加研修班，我听了几位化学专家的
授课，使我更坚定了我以前的想法和做法。

学科竞赛为什么越来越受国家重视，受高校认
可？ 因为它体现了核心素养，它不是死记硬背拿高
分， 而是要求学生有强大的自学能力和思维能力。
作为教师，就是应该培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 我
内心有一种渴望，渴望成为像授课专家姚建民那样
慈祥可爱的人民教师，时刻与学生为伴，与学生之
间无距离感。 我内心有一种向往，向往着多听卞江
教授的讲座，他轻松诙谐的授课使得深奥的知识变
得简单。 参加研修班，仿佛让我回到了渴望知识的
学生时代。研修班结束的当天深夜，我翻遍书房，找
到了自己读书时收藏的专业书， 不自觉地看了起
来。

研修班对我们这些想要突破自我的年轻老师
来说，无疑是久旱逢甘露，我相信每一位认真学习
的学员都有所收获，不虚此行。 我们教育学生的方
式不应该像过去一样死板，我们应该像对待朋友一
样对待自己的学生，真切地去相信他们。成就他们，
就是成就自己。

成就自己
□湖南省地质中学 陈丽娜

竞赛培训无捷径
□湖南省新邵县第一中学 刘飘也

竞赛培训促成长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余治瑶

金色麦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