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24日讯 长沙市长郡
中学的赵丛丛是个侃侃而谈、 活泼
开朗的女孩，作为2017年高考长沙
市理科第一名，她卷面分678分，其
中语文124，数学144，英语144，理
综266，另外少数民族加20分。但她
一再强调自己算不上“第一名”，因
为“有加分而不是裸分”。她说自己
和家人都很淡定， 并不会特别去庆
祝。“也许会去吃一个大餐， 但吃完
了还要减肥呢。”赵丛丛的话把一拨
扛着“长枪短炮”对着她拍照的记者
逗得哈哈大笑。

妈妈放弃工作来长沙陪读

赵丛丛1999年出生，湘西吉首
土家族人，是家里的独生女。她从初
一开始到长沙读书， 而妈妈也为她
放弃了会计工作，选择陪读。“不过，
陪读是‘双向选择’，并不是负担，我
的学习还是自己的事。” 赵丛丛说，
妈妈虽然在陪读， 但并没有对她管
束太多， 最多就是照顾她的生活。
“你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去读书，自己
过自己的生活。 其实是为自己在努
力。” 这是赵丛丛妈妈说得最多的
话。

对于考分， 赵丛丛觉得更多的
是幸运。“我从没有把拿第一名当作
目标， 只要我的考试成绩对得起我
高中三年的努力和付出就心满意足
了。”

记者请赵丛丛给学弟学妹分享
学习方法，但她却说，学习方法有很
多， 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
法。“最重要的是要自己探索， 不能
照搬。”她建议大家抓好课堂，即使
是复习课也要认真听； 还要对错题
进行总结，而不是盲目刷题。

她获得了清华大学领军计划的
降60分录取优惠，因此，考入清华大
学“毫无悬念”。她比较感兴趣的专
业类别是建筑，因为可以把画画、艺
术设计等都结合起来。“暑假还想去
加强下美术功底， 为将来的专业学
习打基础。”

“段子手”常惹大家发笑

谈起兴趣爱好， 她说自己喜欢
看书， 特别喜欢看欧洲印象派画家
传记。 她还笑言自己最大的特点是
“脑电波和别人不一样，喜欢开些奇
怪的脑洞。”在班上赵丛丛还是一个
标准的“段子手”，时常戳中大家笑
点。

她的偶像是歌手赛琳娜·戈麦
斯（Selena�Gomez），“因为她被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任命为环球慈善大
使， 鼓励年轻的女孩子追求自己喜
欢的东西。”

暑假，除了学习，她还计划旅行
和减肥。“高三一年胖了太多， 再不
减肥不行了。”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林斐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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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分703分！湖南理科第一名李啸宇：从小到大没参加任何培训班

他的高分秘诀：心态平和，学得扎实

本报6月24日讯 “娃
娃脸、大眼睛，这个学霸颜
值好高！”今天下午，浏阳一
中雷咏荃以681分的成绩获
得全省文科裸分第一的消
息刷爆了很多人的朋友圈，
大家不仅为她的成绩点赞，
更被她甜美灿烂的笑容所
打动。

自我评价：
好心态+沉淀实力

今天下午5点左右，雷
咏荃在父母的陪同下从浏
阳市永安镇的家里回到母
校浏阳市一中。她立刻成为
现场等候多时的媒体与学
校领导、 老师关注的焦点。
“成绩出来之后， 觉得特别
的惊讶。” 她爽快地告诉记
者，之前没有想到会是这么
好的结果，本来估计最多是
650分， 没有想到会有681
分。

考这么好，有什么“必
杀技”？雷咏荃说：“以平常
心对待就好了。 之前我们
有非常多的模拟考试，就
把它当作平常的一次模拟
考试就行了，不用太紧张。
也不要太多人来关注，不
用搞得特别隆重， 平平常
常就好了。” 她还强调，好
心态源自有实力， 平时要
积淀实力， 学习真正有用
的知识。 有知识了才有底
气，“我努力了那么久，没
有白费时间。 我相信自己
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因为我觉得， 上天不会辜
负一个努力的人!” 这样的
心态之下， 雷咏荃坦言自

己“其实是一个喜欢考试、
享受考试的人。”

这位高颜值“学霸”兴
趣也十分广泛，时常参加班
级和学校的一些活动，比如
才艺展示、演话剧，在校园
电视台当主播、 配音等。在
她看来，适当参加一些学校
活动，对学习有益无害，“可
以投入， 但不能沉浸在里
面。” 成绩出来马上面临志
愿填报，她表示目前还没有
想好，但首选应该是北大或
者清华。“新闻传媒、广告学
之类， 应该会考虑。” 雷咏
荃笑着说。

父母评价：很省心，
几乎没参加过什么培训

在父母雷勇与陈春桃
眼里，雷咏荃是个让人省心
的孩子。“我们平时都很忙，
基本上很少管她，但她让我
们很省心。” 爸爸雷勇言语
间十分欣慰。“她听话，懂
事，读书很用功，不要我们
操心。” 这是妈妈陈春桃的
说法。

“除了珠心算， 她没参
加过别的培训，也没有参加
过什么补习班。” 雷勇告诉
记者，女儿小学一年级在永
安镇上的小学就读，从二年
级开始转到了浏阳城区的
人民路小学，同时就开始就
近参加珠心算培训学习，
“几年的珠心算训练， 让她
开发了脑力与思维，特别是
数学成绩一直很好。”

陈春桃说，他们两口子
在长沙与浏阳永安之间从
事运输行业，平时没有时间

多管女儿的学习，转学到浏
阳城区小学后，女儿就过上
了寄宿的学习生活。“小学
对面有一所珠心算学校。每
天，傍晚下课之后就去那里
学习训练，而且就寄宿在那
所培训学校，一个月回家一
次。”她说，初中、高中继续
在浏阳城区就读，也寄宿在
学校，自己基本没管过她的
学习。

老师评价：兴趣广泛，
这个学生文理兼通

“之前就感觉她能考得
好!”可能是太激动了，雷咏
荃的班主任刘连瑞老师声
音有些发抖。“她学习主动
性强，善于周全计划，学习
能够充分自理!”刘连瑞说，
雷咏荃给他的最大印象，
一个是“很全面”，除了钢
琴、演讲、主持，还喜欢唱
歌，同学们喜欢听她唱；另
外， 她是个能动能静的学
生———玩的时候很活泼，学
习起来又能静下心。

在浏阳市一中办公室
副主任、 计算机奥赛教练
尹水军眼里， 雷咏荃是个
文理兼通的学生， 高一的
时候参加过计算机奥赛，
高二时文理分班， 她觉得
自己对文科更感兴趣，最
终分到文科班。

浏阳市一中副校长潘
明教过雷咏荃高二高三的
英语，言谈之间也是赞不绝
口：“她聪明活泼， 不读死
书， 而且心理素质特别好，
大方沉稳。”

■记者 王文隆 黄京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林斐婧 周思悦 毛丹

本报6月24日讯 裸分 703分 ！
来自娄底市双峰一中512班的李啸
宇拿到了今年全省理科第一名，这
个学霸的各科分数也十分亮眼：语
文129， 数学147， 英语141， 理综
286。下午1点半，记者通过电话联系
上李啸宇时， 他正在广东中山陪伴
父母。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平稳而淡
定， 完全没有欣喜若狂或者激动不
已的感觉。 被问及获得高分的秘诀
时，他说：“关键还是心态平和，另外
学得比较扎实。”

只估了660分，结果考了703分

这其实是李啸宇第二次参加高
考。去年，还在读高二的他报考了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 并参加了去年
的高考。“当时也没怎么复习， 考了
652分。”这个成绩已经是个不错的成
绩， 但李啸宇并不满意。“英语只考了
127分， 理综科里面化学科目也考得
不理想。”最终，他放弃了就读少年班
的机会，决定继续读高三，再参加一次
高考。“高三和高考都是人生的一次重
大挑战，我不想缺席。”而高三这一年，
他也在老师的指导下， 努力提升自己
的英语和理综成绩。在今年，他的英语
成绩直接“飙”到141分，而理综更是
考出了286分的高分。

在班主任贺永铁眼中， 李啸宇是
个活泼、开朗、聪明、谦和的男生。“他一
直都是班上的‘学霸’，担任学习委员，而
且为人很热心。同学们向他请教，总是
不厌其烦去作答。”当然，对于703分这
个高分， 贺老师还是颇为激动：“原来
他估分的时候，特别保守，只有660多
分，不过，他的目标一直是701分，因为
要超过700分。”

李啸宇说自己虽然成绩一直处于
前列，但并不是稳坐第一的位置，所以要
拿第一名，关键还是要心态好。

从小到大没参加过培训班

和许多家长热衷于将孩子送进
各种补习班不同，从小到大，李啸宇
的父母从来没有送他参加过任何培
训班，他也从来没在课外学过奥数和
英语。“学习上其实只要能按照老师
的要求和节奏，稳打稳扎，是完全能
学好的。不必刻意给自己增加太多额
外的负担。”李啸宇说，学习的事情主
要还是靠自觉，他很感谢父母给了他
一个宽松民主的成长环境。“虽然读
中学开始， 爸爸妈妈就到广东工作
了，但有什么事情我们家都是商量着
来。我做的任何决定，爸妈都无条件
地支持我。”

“学霸”的爱好是什么？李啸宇笑
言， 繁忙的学习也没耽误自己的体育
爱好。他擅长乒乓球和长跑，还代表班
级足球队，在学校参加比赛。

凭借在清华大学领军人才选拔招
生中的突出表现， 李啸宇还获得了降
30分录取的资格。 不过， 对这个裸分
703分的第一名而言， 降分录取显然
是“浪费”了。目前他说自己首选的学
校是清华大学，具体读什么专业，还要
好好研究一番。

681分！湖南省文科裸分第一名雷咏荃：

“上天不会辜负一个努力的人”

长沙市理科第一名：
喜欢印象派画家
标准的“段子手”

李啸宇 雷咏荃

·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