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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成绩揭晓，儿子考了 675分。看着
他那张洋溢着兴奋与自信的脸， 我仿佛看
到一只骄傲的白鹭正从同升湖畔起飞。

13 年前我带着孩子来到同升湖。我记
得那是 2005 年夏天的一个黄昏， 我们刚
下车， 正惊叹于同升湖的美丽和宁静，忽
然看到远处一群白鹭从湖面优雅地起飞，
而夕阳正照射在我身边儿子的脸上，孩子
幼稚纯真的脸上写满了兴奋和激动，完全
没有初到陌生环境的紧张。 儿子叫李一
鹭，冥冥中似乎和同升湖有着某种命中注
定般的缘分。

选择同升湖，是我们一家最大的幸运！
因为同升湖，是一鹭梦开始的地方。一鹭是
同升理念“好身体、好心态、好习惯”的直接
受益者，而且这种受益必将影响终生。

回顾一鹭的成长历程， 遇到的尽是贵
人，他是老师的“掌中宝”。在幼儿园寄宿就
读的时候， 儿子的班主任赖老师那时应该
是刚毕业不久，但姑娘甜美的微笑，立刻就
让我心头宁定。神奇的是，不愿上幼儿园的

儿子回家后开心地和我们分享幼儿园的趣
事，显然他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地方，更令我
惊讶的是， 睡前他把自己的衣服叠得整整
齐齐， 骄傲地说老师要他们从小养成好习
惯。 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那个画面。

儿子小学仍在学校寄宿， 因为我正在
陪伴我的学生，周末他只能在学校度过。幸
运的是， 他的老师们像我们一样陪伴在他
们身边，辅导作业，带他们游戏。

进入初一， 班主任张老师带他进入了
神奇的数学殿堂， 他豁达的气质影响着儿
子。初二、初三的班主任唐老师却又是一位
温柔细腻的女老师，她和儿子亦师亦友，鼓
励儿子往前学， 羞涩的儿子竟然也能大胆
地找她请教数学难题。感激老师们，让他在
中考中取得了 6A的好成绩。

幸运的是，我加入了 1502 班高三教师
团队，亲眼见证了这个优秀集体。班主任张
老师宽严有度，治班有方。每位老师都爱生
如子，兢兢业业。数学老师尹老师开启了儿
子一题多解的思维， 儿子高考数学 145 分

与这些都不无关系。 儿子多次在月考中成
绩并不理想，每位老师不断给他打气，让儿
子有了很好的心态。

同升湖有着一支拥有大格局、心怀教
育的优秀的领导团队。 一鹭正是在这些优
秀的教育大家和名师的影响下，目光变得
更加澄澈和纯粹，脚步也变得更加坚定和
有力。 一鹭已经飞向属于他自己的梦想天
空，也衷心期待一鹭和其他同升学子屡创
佳绩，来回报母校和社会！

左雅俐
2018.06.28

李一鹭在高中部表彰大会上( 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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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同升湖实验学校 2018年秋季招生简章

在同升湖的这些年里， 我最大的收获就
是———好身体、好心态、好习惯。坚持晨练、环
湖跑、体育赛事等促进了我强健体魄的养成，
换来的是头脑清醒与精神， 这正是攻克学习
上难关的必要前提。

进入中学，压力更大了，但我的心态并没
有大的改变，这不仅是面对成绩的坦然，更是
在各种处境下的客观态度。 就拿平时来说，对
于基础题要沉着冷静， 面对压轴题要勇往直
前； 记得有一段时间， 我曾无比的鄙夷基础
题，也曾在这上面栽过跟头，甚至于在高考中
也留下不少遗憾……而单从面对成绩方面来
说，我可能算是心态比较好的了，因为我向来
不认为成绩的起伏能反映什么， 却宁可相信
每一次的成绩都是命运给予的礼物， 而我要
做的，只是接受，然后继续前行。 可对于成绩
下滑的失落是正常人都难以避免的。二模时考
得不好，竟到了年级四十多名，父母忧心忡忡
地在我面前强颜欢笑， 我心里却无甚感觉，就
像十多年前失手摔坏一个玩具一般，那时我肯
定会难过吧， 而对今日的我又算得了什么呢？
而二模的失利对于十多年后的我又算得了什
么呢？

我曾无数次地问自己：为什么而学习？ 最后我给
出的答案正是这两个字———习惯。换而言之，我并不认
为学到的知识有多大的意义， 却认为在求学路上形成
的习惯使我受益无穷， 所以我对 700+的考生佩服却
并不羡慕。曾有不少人说过优秀是一种习惯，我诚然不
敢自诩优秀，故以为追求优秀是一种习惯。拿高中数学
的导数来说， 虽称其为压轴题， 模考中却大多千篇一
律，毫无新意，而我无意间却在书籍与网络上发现了大
量精彩有趣的试题与解法。虽然考的概率基本为零，而
且生涩难懂，我却仍花费了百余小时钻研，单从成绩上
看可能有点不划算，但我却认为值得。

李一鹭
2018.06.28

【编者按】13 年前，一位叫左雅俐的女教师举家来到同升湖实验学校，扎根至今。 在同升湖，左雅俐收获了事业，成就了她的学生；而她的孩子李
一鹭更是从小在这里成长，是“好身体、好心态、好习惯”理念的受益者，从中考 6A 到高考 675 分，他说：“在求学路上养成的习惯让我受益无穷。 ”

高考结束后，这对母子写下文章感恩同升湖，记录这 13 年来的心路历程，让我们一起来读读《筑梦同升母子书》。

左雅俐， 英语教师，2005 年加盟同升湖。 所带 2013 届理 1 班，39 人参
考，32人一本，其余全部上二本，所教英语科平均分 129。 2011 和 2012 年该
班连续两年被评为长沙市优秀班集体， 本人被评为优秀班主任。 2016 届
1302班参考人数 48人，一本人数 38人，英语科平均分为 127。

李一鹭，4岁多随母亲左雅俐来到同升湖，“新三好”受益者。 李一鹭同学
还担任过《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自助读本》的副主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图
本（初中卷）》分册执行主编，参与编写《心理健康教育》高一上册。 2017年被
授予新概念三好学生，2018年被评为省级三好学生。 高考理科 675分，学校
应届理科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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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招生办：0731-85633860、85068866 学校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同升湖山庄 学校网址：http://www.tsheducation.net

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

一、招生计划
幼儿园： 本部：小班 50人；中班 30 人；大班

30人。水韵：小班 50 人；中班 30 人；大班 50 人。
小学部：一年级新生 170 人；其它各年级优

秀插班生共 15人。
初中部：初一新生 420 人(1 个信息课改班、

1个国际特色班)；其它各年级少量优秀插班生。
高中部：高一新生 420 人，开设 8 个教学班

（2 个丹勋英才班、2 个重点实验班、4 个创新实
验班）；高二、高三少量优秀插班生。

国际部：国际高一 80人；其它各年级优秀插
班生共 30人。

复读部：14个理科班、4个文科班。其中理科
精英班 4个、文科精英班 2个。 招收文科艺术生
精品小班。
二、收费标准

（一）幼儿园： 1.全托：每生每期 15000 元
(含保育教育费、住宿费、伙食费、保险费)，校服
及床上用品据实另行收取。 2. 日托： 每生每期
13000 元(含保育教育费、住宿费、伙食费、保险
费)，校服及床上用品据实另行收取。

（二）小学部： 1.学费：一年级每生每期 11800
元。2.住宿费：每生每期 800元。3.伙食费：每生每
期 2900元，实行分餐制模式，伙食费不退不补(中
途退学的除外)。 4.代收费及服务性收费：保险、生
活用品、床上用品、校服、接送、教材教辅及根据教
育管理部门的要求开展社会活动等代收费及服务
性收费，依据保本不赢利的原则，据实收取。

（三）初中部： 1.学费：初一每生每期 12800

元；初一国际特色班每生每期 25800 元。 2.住宿
费：每生每期 800 元。 3.伙食费：实行打卡就餐，
由学生自主将伙食费充入就餐卡中消费。 4.代收
费及服务性收费：保险、生活用品、床上用品、校
服、接送、教材教辅及根据教育管理部门的要求
开展社会活动等代收费及服务性收费，依据保本
不赢利的原则，据实收取。

（四）高中部： 1.学费：高一每生每期 25800
元。 长沙市中考 6A的学生高中阶段三年均享受
丹勋特等奖学金；长沙市中考 5A1B 的学生高中
阶段三年均享受丹勋一等奖学金； 长沙市中考
4A2B的学生享受丹勋二等奖学金； 其他考生根
据自主招生考查和中考成绩，决定是否享受奖励
和优惠政策。 凡被我校录取，且未享受奖学金的
学生， 在 7 月 6 日前办理完相关手续， 享受
13800元 /学期的学费标准。2.住宿费：每生每期
800元。 3.伙食费：实行打卡就餐，由学生自主将
伙食费充入就餐卡中消费。 4.代收费及服务性收
费：保险、生活用品、床上用品、校服、接送、教材
教辅及根据教育管理部门的要求开展社会活动
等代收费及服务性收费， 依据保本不赢利的原
则，据实收取。

（五）国际部： 1.学杂费：每生每期 40000 元
(不含伙食费和校服费)。 2.伙食费：实行打卡就
餐，由学生自主将伙食费充入就餐卡中消费。

（六）复读部： 根据 2018年高考成绩分档收取。
（七）其他说明： 1.在我校就读的义务教育阶

段的学生享受长沙市民办学校学生“两免一补”
政策。 2.校内医疗费：由驻校医疗机构按实收取。

3.特色课程选修费：学生自愿选修,由合作机构
据实收取。
三、奖励及优惠政策

（一）初中部： 一等奖学金：3000 元 / 学期；
二等奖学金：2000元 /学期；三等奖学金：1000元
/学期。

（二）高中部： 1.高一新生：丹勋特等奖学
金：全免学费、住宿费，另补贴伙食费 3200 元 /
学期； 丹勋一等奖学金：全免学费、住宿费；丹勋
二等奖学金：享受 2800 元 / 学期的学费标准；丹
勋三等奖学金：享受 5800 元 / 学期的学费标准。
2.高二、高三插班生根据插班考试成绩享受相应
的奖励及优惠政策。

（三）国际部： 1. 高一新生： 一等奖学金：
29000 元 / 学期；二等奖学金：11500-12500 元 /
学期； 三等奖学金：7000-8000 元 / 学期。 2.高
二、高三：奖学金 7000元 /学期。

（四）复读部： 根据 2018 年高考成绩制定入
学奖励及优惠。

另面向高中、国际、复读部毕业生设立丹勋奖
学金：1.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
技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录取， 奖励大学四年学费
(每学年不超过 8000元)。 2.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
国美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央
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体育大学的艺体
类考生，奖励该生大学四年学费（每学年不超过
4000元）。3.当年高考，本校理科前 15名，文科前
5名，一次性奖励每人 5000 元。 4.直升世界排名
超过北大、清华的国外大学,一次性奖励往返机

票(最高 8000元)。 以上 4项不重复奖励。
四、报名

1.网 络：学校官微、官网均可报名
2.招生点：各地区招生点负责人
3.到校：学校招生办（校内）

五、录取
（一）幼儿园：新生经长沙市妇幼保健院体

检合格即可入园就读。
（二）小学部：一年级：统一来校面试和考查

(时间：4 月 18 日，带户口本、保健手册)；其他年
级插班生：即日起来校面试和考查(带户口本、学
生评价手册、作业、荣誉证书等)。

（三）初中部：即日起来校面试和考查(带户口
本、学生评价手册、作业、荣誉证书等)，择优录取。

（四）高中部：①参加学校自主招生考查，择
优录取。 被丹勋英才班录取者可提前一个学期进
入高中进行三年半制学习， 享受特等或一等奖学
金；②中考成绩 +面试考查，择优录取；③艺体特
长生根据学校专业测试水平降分录取， 测试特别
优秀者，享受专门的奖励和优惠政策。国家二级运
动员经面试合格后高中三年均享受一等奖学金。

（五）国际部：即
日起来校面试， 择优
录取。

（六）复读部：根
据 2018年高考成绩录
取。（缴费时需携带学
生户口本、 监护人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选择同升湖，是我们一家最大的幸运！”
———来自湖南长沙同升湖实验学校的母子书

儿子 4岁来同升湖，中考 6A，高考 675分，从同升湖畔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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