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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在中考》出街首日卖到“断货”

今明两天还可在报摊购买，家长考生也可以扫码进群免费领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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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徐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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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孙小鹏 丘敏华 徐珊珊

实习生 王岳

昨日， 由广州市招

考办指导、 信息时报社

出品的广州市高中阶段

学校报考指南———《赢

在中考》一出街，就引发

家长抢购！ 记者一早走

访广州市内部分报摊，

发现不少报摊上的《赢

在中考》已经“断货”。 为

更好服务中考考生，《赢

在中考》 加印， 做精准

性、公益性赠阅。 信息时

报团队兵分多路， 第一

批特刊已派送到华师附

中、十六中、育才实验、

五中、南武中学、九十七

中、 广外外校等多所中

学， 获得初三年级师生

们一致好评。

考生关注

随时翻阅划重点

“和爸妈一起研究

填好志愿”

“《赢在中考》年年都有，信息丰富

全面，非常实用！ ”广州市第五中学初三

级李级长说，“纸质版特刊还有一个好

处， 就是像课本一样随时可以翻阅，在

上面划重点，很方便。 ”李级长还表示，

这些特刊将派到学校初三年级全体学

生手中， 让学生带回家和父母一起看，

从中了解各大学校信息、志愿填报技巧

等，做到心中有数。

“哇！ 这么大本！ ”一拿到《赢在中

考》，广州市南武中学初三4班学生小许

就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她最想知道今

年中考政策有没有大的调整、各个学校

历年的录取分数等内容，“有学校介绍、

政策解读、志愿填报、备考指南等好多

内容，太详细了！ 我要带回家和爸爸妈

妈一起研究，填好志愿”。

学校教导处老师郑恩豪被《赢在中

考》T48版吸引， 该版是名校布局平面

图， 在广州地铁线网图上标注出学校。

“这样标注，学校位置清楚明了，一眼就

能看出学校是不是跨区， 便于学生查

阅。 ”郑恩豪说，“很多学生和家长不了

解中考政策，现在人手一份特刊就很方

便，很实用。 ”

名师点赞

从案例分析到政策解读

“对考生真的很有用”

“《赢在中考》内容丰富、编排合理、

学校信息全面充分，老师、家长和学生

能全面了解各中学的情况，兼顾各层次

学生的需求。 ”广州市第九十七中学老

师陈娟说，对学校来讲，特刊能将学校

的特色、 亮点通过图片和文字直观展

现，给广大考生留下深刻印象。同时，特

刊也给班主任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意见，

便于更好地指导考生填报志愿。陈娟表

示，学生最想了解的是如何利用往年的

录取分数线来预测今年的录取分数线，

做好志愿的填报。同时，“录取规则”“填

报工具” 对学生的帮助很大；“心理备

考”“学科备考”也能在考前给学生提供

有效的指导。

“我看了《赢在中考》，觉得非常实

用，特刊中有各类型的普通高中，甚至

还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中职学校，比较多

元化，更适合学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

校。 ”广外外校初三班主任钟翼老师点

赞特刊里的录取分数线表和志愿填报

攻略，“志愿填报攻略里有案例分析，非

常具体，表达方式也很接地气，对考生

来说真的很有用”。 钟翼表示，《赢在中

考》 已全部发到学校近500名初三学生

手上。

广州市越秀区育才实验学校初三5

班班主任叶锋老师说，《赢在中考》特刊

内容丰富，信息权威，给中考考生和家

长提供详尽的数据，有助于考生科学填

报中考志愿。学生对政策解读板块比较

感兴趣，历年分数线汇总对志愿填报有

借鉴作用。

4种渠道可获

《赢在中考》

1.到附近报刊亭购买；

2.扫码进群，参加活动免

费领取纸质版：

由于疫情影响， 为避免

人群聚集， 信息时报推出了

线上免费送特刊服务， 应届

考生或家长扫码进群， 参加

活动即可免费领特刊。 首批

300余份特刊即将寄送给初

三家庭。

3.未来一周，信息时报专

人专车分批把《赢在中考》纸

质版送到此前预约的学校。

如有学校需要， 可以统计好

人数， 递交表单联系信息时

报，将免费派送至学校。

4.扫描

（以下）

二维码，直

接可看电子书。

报摊热卖

特刊好抢手 进了很多货都很快卖完

昨日上午 10 点左右， 地铁昌岗

站 B 出口的报刊亭， 不少家长前来

购买 《赢在中考》。 “我家孩子准备

中考了， 特意买来研究一下， 还帮同

学家长买了 2 份。”

报刊亭档主笑姨很激动， 她说自

己每年都售卖 《赢在中考》， 见证着

这份特刊的热销， “非常受欢迎， 每

年都很多家长来我这里预定， 就怕买

不到”。

在农林下路一个报摊， 《赢在中

考》 只剩下最后一份。 “今天已经拿

了很多回来卖， 没想到还是卖得那么

快！” 摊主张叔说。 家住海珠区昌岗

路的陈姐是 《信息时报》 的忠实粉

丝， 得知特刊出街， 她特意打电话通

知好友去购买。 “我好多个朋友的小

孩今年考高中， 我第一时间就通知他

们了！” 陈姐说， “我小孩当年考高

中时也看了它， 内容实用够权威， 不

用老是道听途说， 家长和学生一看就

懂！”

据悉， 《赢在中考》 会刊于 6 月

23 日~25 日连续三天在广州各大报刊

亭销售， 家长及学生可到各销售网点

购买。

精准赠阅

首批学校已收到特刊 特殊时期显担当

为更好服务中考考生， 《赢在中

考》 加印， 作精准性、 公益性赠阅，

免费送到广大初三考生手中。

昨日上午， 信息时报团队兵分多

路， 第一批特刊已派送到华师附中、

十六中、 育才实验、 五中、 南武中

学、 九十七中、 广外外校等多所中

学， 学校纷纷表示， 特殊时期， 《赢

在中考》 能派送到每位学生手中， 来

得特别及时。

越秀区育才实验学校行政办公室

主任吴敏表示， 《赢在中考》 特刊口

碑一直不错， 对初中毕业生熟悉高中

学校从而选报中考志愿有很大帮助。

广外外校初三年级班主任钟翼老

师说： “我们这些带毕业班多年的老

师们都觉得 《赢在中考》 无论从内容

还是版面编排上， 都很专业， 对学生

的报考很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这份特

刊在教育业界是非常受认可的。”

一睹为快

华附全级都在看 十六中广播通知领取

华师附中初三2班化学一级教师

吴健宇给学生们介绍《赢在中考》特刊

中展现的学习“大牛”，现场的学生们

惊叹不已。 吴健宇对政策分析、历年分

数线等信息特别感兴趣。 她说今年《赢

在中考》比报考指南出得早，学生可以

提前了解，熟悉政策。“家长和学生都

对特刊非常感兴趣。 我们一些之前没

有接触过初三的年轻老师， 肯定也很

想拿到这本刊物。 ”

最让吴健宇放心的是，《赢在中

考》是和广州市招考办一起办的，历史

悠久，普及面广，可信度高。 今年受疫

情影响，考生将经历一次难忘的中考，

少了线下宣讲， 能有这样一本内容详

实的特刊，学生、家长和老师都想一睹

为快。

“特刊是信息时报的传统。 ” 广州

市第十六中学初三级长幸奇越表示，

“学校的招考信息都是从市招考办获

取的，所以《赢在中考》特刊传递信息

的准确性、 权威性都是非常有保障

的。 ”

下课后， 幸奇越通过广播通知初

三年级各班领取《赢在中考》。 初三4班

的黄悦琪同学放下手中的盒饭， 专心

看起了《赢在中考》，“我一直都很想了

解自主招生， 这本特刊系统性地介绍

了相关政策， 我午休时要好好研究一

下”。

在广州市第十六中学，《赢在中考》受到同学们的热捧。 信息时报记者 陈文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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