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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一中杨逸怀。长沙市一中肖至俏。

本报 6月 24日讯 667
分，全省档分第26名，拿到这
个成绩， 长沙市一中的肖至
俏十分淡定，多才多艺的她，
早就通过北大的自主招生
“博雅”计划拿到了40分的优
惠降分，上北大毫无悬念。

有颜值又多才多艺
港大北大向她抛橄榄枝

形象、气质、口才俱佳，
多才多艺； 曾获中央电视台
“小小百家讲坛” 比赛一等
奖； 是班级、 年级的主要干
部， 大型活动主持人的不二
人选； 成绩稳居年级文科第
一，是综合素质极高的学霸。
这是肖至俏身上的多个标
签。

今日上午长沙市一中的
高三毕业典礼， 她就是主持
人， 主持完后穿着礼服的她
接受记者采访，谈吐得体，明
艳动人。

与她的才艺一样闪亮瞩
目的是她优异的成绩。 得益
于丰富的主持演讲经历，在
参加北大面试时， 老师评价
极高， 获得了降40分录取资
格。 同时她还获得了香港大
学30分专业加分录取资格。

“虽然我很向往港大国
际化的教育环境， 但可能更
侧重于选择北大。” 肖至俏
说，高一入学的时候，校长在

开学典礼上就告诉大家心里要
装着别人，要心怀天下，自己的
父母虽然也能负担她上港大的
费用， 但是她还是不愿意让父
母过得太辛苦。 而且历史学和
社会学都是她从小感兴趣的专
业， 北大在这两方面都是名列
前茅的， 尤其是北大的元培学
院可以同时攻读这两门专业，
这非常符合她的心意。 受高二
历史老师启发， 又被费孝通先
生《乡土中国》所打动，她急切
地想学习社会学， 为中国的社
会学发展做点贡献。

考试前一般会放松
大学里更愿意静心学习

平时的模拟考试， 肖至俏
一直都是630到640分左右，很
稳定。在学习上，她注重劳逸结
合，提高课堂效率，课后也会对
作业和复习进行取舍。“小考小
玩，大考大玩”是她面对考试一
贯心态，“考试前我一般不复
习，会去放松一下。”即使高三，
肖至俏也依然保持隔两周去看
一场电影的习惯。

谈到大学生活， 她希望有
别于中学丰富的社团生活，大
学里她更愿意静下心来去研究
学习、丰富涵养。她希望自己以
后的工作也和学习相关， 比如
在大学教书。

■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 罗翠 罗佳玉

长沙市一中肖至俏：自幼喜欢历史学和社会学，被港大和北大“盯上”

大学里想静心学习，希望能留校教书

本报 6月 24日讯 685
分！6月24日高考成绩出炉，
作为长沙市一中理科第一
名，杨逸怀终于松了一口气：
“清华，我来了！”

高一就开始把握机会

从高一开始， 杨逸怀就
将去清华园求学作为自己的
梦想和目标， 摆在他面前的
第一个机会便是学科奥赛。

竞赛很难也很苦， 期望
很高、压力更大，也许是期望
带来重压， 一出数学联赛的
考场他就知道不妙， 成绩出
来以后几乎无法面对自己。
更令人不想面对的是，此时，
非竞赛班的同学已经开始了
近两个月的高三一轮复习，
而他除了数学， 其余的学科
几乎得从头开始， 除了压力
还是压力。

这时， 班主任黎奕娜老
师鼓励他说：“杨逸怀， 回常
态了，就不必纠结竞赛了，心
无旁骛， 我们都相信你有去
清华的实力！”每次阶段考试
前后， 杨逸怀都会和黎老师
聊一聊。“她会问我考前备考
的细节， 考时临场的心理活
动， 努力帮助我找到适合的

学习方法和应考状态， 每次和
她聊完， 我都能神奇地面带着
笑容走出逸夫楼五楼中间那个
办公室。”

班主任帮他打开心结

尤其是高三一期结束的时
候，因为有些敏感，杨逸怀和父
母的关系有点紧张。 黎老师特
意请来他的爸爸妈妈促膝长
谈， 随后杨逸怀和父母之间的
结也很自然地解开了。

“重拾信心的我， 将每一次
阶段测试甚至是作业练习都当
做最后的高考来面对，高三真的
很充实，有老师的拥抱，同学的
帮助，以及父母的支持。”杨逸怀
说，9个月的努力，终于让他能充
满自信与勇气地走进考场。

高考结束， 清华园再一次
向他招手———“领军计划”自主
招生， 然而初审笔试5分之差，
让他再一次与优惠降分擦肩而
过。错过，失落，他以为已经无
缘清华，但却始终铭记着“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憧憬
着清华那紫色的校徽。“真的很
高兴，我考了685分，没错！我要
去清华， 这是我的梦， 我追到
了！” ■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 罗翠 罗佳玉

本报6月24日讯 谭嘉唯
是长沙市一中健美操主力队
员， 已经通过了北大专业考
试， 获得了北大降二本线录
取资格。同时，她也是今年湖
南唯一一个考入北大的健美
操队员， 这在全国也仅有4
个。更难得的是，谭嘉唯高考
文科考了558分，超出一本线
10分，数学还考出了140分的
高分。

其实会成为一名健美操
队员纯属偶然。最初谭嘉唯是
和到一中报考健美操的哥哥
来看看的， 后来有了兴趣，就
抱着玩玩、强身健体的心态来
参加选拔了。虽然算是半路出
家， 但谭嘉唯有舞蹈功底，再
加上天赋好、后天努力，很快
就在健美操道路上站稳了脚。
五年级接触健美操，从初中开
始正式练习健美操，谭嘉唯已
经有三年没有吃过晚饭了。首
先是为了保持身材，其次晚饭
时间刚好和练习时间冲突，每
天放学就去练习健美操，直至
晚上七八点， 然后是晚自习，
这样几年下来也就没了吃晚
饭的习惯。

除了专业、文化双优，谭
嘉唯留给老师最大的印象就
是胆子大。 由于训练和比赛
需要，她会经常随老师出国。
有一次去夏威夷参加比赛，
在白天高强度的训练和紧张
的比赛之后， 晚上一群年龄
相仿的学生都想下海体验一
把， 但又碍于规定和老师叮
嘱不敢私自行动。 这个时候
谭嘉唯“振臂一呼”带上小伙
伴来了一次痛痛快快的下海
冲浪。最后被老师揪到，作为
“主谋” 自然少不了挨批，但
她就是这样一个活得自在又
坚韧的女孩儿。

■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 罗翠 罗佳玉

追梦少年杨逸怀：越挫越勇圆梦清华
“班主任帮我找回应考状态”

健美操跳得好
通过北大专业考试

本报6月24日讯 “成绩
是我自己查的， 妈妈在边上陪
着，得知成绩的时候，妈妈一把
抱住我激动地哭了。”谭子裴摸
了摸头笑容灿烂地说。 来自长
沙市雅礼中学1402班的他，今
年考了691分，成为长沙理科裸
分第一名。谭妈妈说，自己情绪
激动是因为“出乎意料”，“孩子
考完后说理综感觉不是很好。
我比较悲观， 总是做最坏的打
算， 真没想到他能考到这个高
分！”

谈及父母的教育， 谭子裴
觉得父母基本是“放养”，更多
的是倾听者的角色， 给予自己
安慰和支持。“他们觉得老师更
加专业，也比自己讲得更有用，
所以建议我多找老师交流。”谭
子裴说， 只要不违反道德和原
则等大方向， 父母一般都支持
谭子裴。

谈到学习秘诀， 谭子裴反
复说， 没有什么秘籍也谈不上

什么技巧， 就是可以反复记与背。
“写下来的笔记反复看，反复背，比
如说数学的函数公式和处理方法
等技巧，在考试中经常用，将这些
技巧变成习惯。” 谭子裴突然幽默
地总结了一句“死去才能活来”。作
为理科生，谭子裴的数学之前与其
他科目相比较为薄弱，通过扎扎实
实有针对性的训练开始逐步提升。

谭子裴心仪的大学是清华大
学。高考前，他参加了清华大学的
自主招生，通过了清华大学领军计
划的考核， 获得降分50分的录取
优惠。在专业选择上，谭子裴倾向
于偏工科的专业。“我特别喜欢太
空、宇宙，航天航空这一领域，希望
以后能为国家的航天航空事业做
贡献。”

“学霸”的假期依然和学习有
关。“假期我打算继续学习英语。”
谭子裴坚定地说，人还是要逼自己
一下，这样几年后回想起来才会觉
得有意义。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毛丹 周思悦

本报6月24日讯 卷面分
661分，少数民族加分20分，得知
自己是长沙市文科（档案分）第
一名，来自长沙市雅礼中学的张
劲波表示很淡定，身边的朋友都
比他先知道这个消息，面对媒体
“轮番轰炸”，张劲波虽然不厌其
烦，但还是笑言：“现在就想好好
睡一觉。”

张劲波1999年出生，湘西古
丈县苗族人， 初一就到长沙读
书， 父母都在古丈县当地工作。
虽然父母没在身边，但张劲波很
自律。“学习是我自己的事情，每
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学习习惯。”
张劲波介绍， 学习没有速成窍
门， 还是要落实到学习本身上

来。他的方法总结起来就是“大
道至简”，上课一定认真听，平常
学习跟着老师步伐走，每次老师
布置的作业，都认真完成。

张劲波平时除了喜欢打篮
球和睡觉外， 最爱的就是看书，
但跨度比较大，哲学、经济、历史
都是他关注的对象。因为比较喜
欢从哲学的角度和同学讨论问
题，同学们戏称他为“老干部”。
谈及想学什么专业时，张劲波没
有丝毫考虑直接就说了经济和
哲学，“一个是责任， 一个是生
命。” 张劲波说对于大学的生活
很向往，自己还想学习更多的知
识。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周思悦 毛丹

长沙理科裸分第一名谭子裴：
反复记与背,“死去才能活来”

长沙市文科档案分第一名张劲波：
上课认真听，跟着老师步伐走

·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