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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保安哥”有望圆梦中央美院
专业考试考了个全国第八 他曾当过送餐员和普工，十年来坚持半工半读

本报6月24日讯 412
分，在中央美院奋战十年的
“保安哥” 李城看到今年自
己的高考成绩后，激动得落
泪了， 为了等待这个成绩，
李城整整用了十年。

今年3月， 长沙同升湖
实验学校复读部的李城以
全国第八的成绩通过了央
美的专业考试。从2008年到
2017年， 白天背英语单词，
晚上学画，十年坚持，圆梦
在望。

曾做过送餐员和普工

今年28岁的李城，比同
届考生大了近10岁，他的脸
上有着其他学生没有的沧
桑感，但也写着难能可贵的
坚毅。

李城出生在湖南衡山
一个小山村， 从小就开始
学画画， 立志要成为一名
画家。 李城告诉记者：“我
原本是一个笨小孩， 妈妈
只读过两年小学，在我4岁
时，妈妈教我画画写字，那
时妈妈肚里怀着弟弟，随
后弟弟出生了， 妈妈就没
有再教我了。”2002年上初
中的时候李城争取到了爸
妈的支持， 拜师学艺。“那
时， 我就认定我将要成为
一名画家了！”

可是现实很残酷，李城
一心向往和憧憬想考上央
美，却落榜了！之后李城便
选择四处打工，忙于生计，
先后在长沙饭店做送餐
员，深圳富士康做普工，高
中做临时助教，四处飘零。
期间虽然不间断画速写，
但文化课几近荒废。

十年半工半读圆梦在望

说起与央美结缘的时
候，李城说：“第一次来北京真
的是举目无亲， 当时去中央
美院也是想去参观一下，看
到中央美院的大门的时候我
非常的激动， 我想这就是我
心目中最神圣的美术学院。”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城
当上了央美的保安。在当保
安期间，他认识了很多央美
的学生， 了解的情况多了，
他决定重拾梦想， 学习画
画。因为当时白天上班时间
长，李城就牺牲休息时间去
画室学习， 晚上又回来上
班。 即便是这样窘迫的环
境，李城也坚持下来了。

十年半工半读，虽然多
次专业课通过，但都因文化
成绩不足未能圆梦。2016
年，李城准备第四次向梦想
发起冲击，决定找一所正规
学校进行系统学习。2016年
8月， 李城来到同升湖实验
学校复读部，成为了一名复
读生。 他专心求学，10个月
时间，数学和英语从零开始
突破， 他的文化从入校的
359分，提高到了高考的412
分。2017年3月他还以全国
第八的成绩通过了央美的
专业考试。

“在这里我忘却了多年
复读的痛苦， 我觉得自己是
幸运的， 与小我十岁的同学
坐在一起接受教育， 我的青
春年华似乎又延长了十年。”
李城想对所有有梦想的人
说：“一切困难都是纸老虎，只
要坚定信念，就一定能实现
梦想！” ■记者 贺卫玲

通讯员 赵杰

本报6月24日讯 401分，
这个分数对于师大附中的张
铎凡来说，意味着中国任何一
所顶尖的音乐学院她都可以
去了。今天，张铎凡告诉记者，
自己计划选择中国音乐学院。

这个笑起来很甜美的17
岁女孩，获得了师大附中“张
艺兴音乐奖学金”。 凭借着优
美的嗓音，被学校的老师和同
学称为长沙的“民歌小天后”。
专业考试上，张铎凡获得了解
放军艺术学院专业成绩全国
第一名、中国音乐学院专业成
绩全国第三名、中央民族大学
专业成绩全国第四名的好成
绩。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铎
凡很淡定。 两岁开始学舞蹈，
三岁开始学英语，四岁开始学
电子琴， 到后面的学声乐、钢

琴，张铎凡说这些都少不了妈
妈的鼓励和支持。2012年开始
学习民族声乐， 因为自己喜
欢，就一直坚持了下来。

当被问到专业学习和文
化学习是否冲突时，张铎凡觉
得没什么问题，因为自己比较
会安排时间，除了高三的集训
外，基本上没过多的影响正常
学习。

张铎凡告诉记者，自己在
2015年有幸成为著名花腔女
高音歌唱家吴碧霞的弟子，
“吴老师那么多本科学生，能
看上我这个高中生，我真的很
幸运也很感恩。” 在去年的教
师节上，张铎凡还和她的恩师
受邀在中央电视台合作演唱
了一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 罗佳玉 罗翠

本报6月24日讯 长沙妹坨黄依
萌在师大附中可是个风云人物，担任校
学生会主席，经常主持学校大型活动，学
习成绩也不错，文科总分625分，并获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分优惠加分。

“我最大的兴趣和爱好是话剧表
演和播音主持。”依萌说，还在读幼儿
园的时候， 她就喜欢上了奇志大兵的
相声， 买了好多他们的相声CD跟着
学。热爱一个东西，就全身心投入，尽
量做到最好。 依萌这样说， 也是这样
做。 她拿了第四届全国中小学生语文
素养大赛国家级金奖； 荣获“奔跑吧
少年” 全国校园主持人大赛国家级金
奖等。获奖证书一大堆，这个学生会主
席好牛喔。

高考数学依萌考了146分，而之前
她总在120分左右徘徊。 依萌介绍，考
前一段时间每天刷题， 保持题感。“有
一本高考模拟试卷，我每天都要花2个
小时，像高考那样按时做完一套，6月6
日晚上还在做， 因此保持了良好的应
试状态。”

虽然才十几岁， 但依萌已总结出
了人生宝贵经验：要学会选择，学会坚
持。 从小起， 她没有跟随大流去学奥
数、作文或钢琴之类的，而是跟随自己
的内心，选择自己喜欢的并一直坚持。
她一直想去北京读大学， 终于如愿。
“我想选择的专业是汉语国际教育，我
将发挥我话剧表演、播音主持的特长，
争取毕业后到孔子学院工作， 向世界
传播汉语。”

■记者 贺卫玲 通讯员 伏炎安

不随大流的学生会主席：
学会选择 学会坚持

本报6月24日讯 高考放榜， 师大
附中1403班的一个“六人学习小组”
考出了傲人成绩：段彦琛668分、周炼
浩677分、刘妍668分、张堇然645分、
匡舒磊652分、钟欣睿658分，均为理
科卷面分。并且段彦琛获北大“博雅计
划”40分的优惠降分， 周炼浩获清华
“领军计划”10分的优惠降分， 张堇然
获得香港大学自招名额。

记者从师大附中了解到， 学校推
行学习小组制度， 六人一组， 互帮互
助，每个学生有一个优势科目，并配备
一个导师进行点对点的指导。 “一个
清华、 一个北大、 一个港大是肯定的
了。”该学习小组的导师，同时也是班
主任的陈淼君老师难掩激动的心情，
他表示这个结果也在意料之中。“我们
弄这个学习小组， 就是为了让大家互
帮互助，共同进步。”

“不管是在小组还是在班上，我都
是起着搞笑的作用。” 小组中的“开心
果”周炼浩去年在清华的暑假夏令营中
得到了最高评级。今日下午，面对各方
赶来的记者，这个阳光男孩显得幽默健
谈，“我的答题方式有点特别，高考数学
我是先把大题做了，再做小题，这样我就
没那么紧张了。” 提及理想的学校和专
业，周炼浩表示想去清华的计算机系。
■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 罗佳玉 罗翠

“六人学习小组”
全部上645分

长沙“民歌小天后”：
因为喜欢，所以坚持

本报6月24日讯 为了同
学们和校长之间有一条畅通
的沟通桥梁，他组织了让媒体
争相报道的“与校长面对面”
活动；他从学校的淘宝义卖活
动中得到启发，成功组织在贫
困山区捐建了4所周南希望图
书室；得知学校学长身患白血
病无钱医治时，他组织号召全
校募捐，一共募捐到20余万元
……这便是长沙市周南中学
特立班、获评“全国最美中学
生”的郑博匀高中三年的“成
果”。 这个活跃在校园各个角
落的阳光男孩， 成绩也很不
错，今年高考理科619分，高出
一本线114分。“其实， 各种活
动并不会耽误太多的学习时
间， 关键还是要学会管理时
间。”

在个性十足的新生代学
生中，老师眼中的郑博匀“不
傲气、很圆通，又低调。”最让
班主任老师陈湘川欣赏的是，

他仿佛有一个开关，读书的时
候很专注，跳街舞演话剧的时
候又可以嗨起来。他曾带领着
全班同学在课余时间排练了
一个月的街舞，最后获得了校
园文化艺术节的一等奖。“这
个街舞的不同之处在于结尾
的设计，把我也安排进去了。”
陈湘川老师说，大家跳得最热
烈的时候，我严肃地背着双手
走了进来， 全班同学集体倒
地。这一场景让人记忆犹新大
笑不已。

“我喜欢唱歌跳舞演话
剧， 梦想着成为一名演员。但
我的父母只看成绩。” 郑博匀
笑言。 也可能正因为这样，为
了在兴趣爱好和繁忙学习中
达到平衡，他会将时间很科学
地进行分配。 郑博匀表示，未
来想进银行工作，或者做一名
与电子科技人工智能有关的
技术人员。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刘恋

“全国最美中学生”超一本线114分
兼顾学习和兴趣，时间管理很关键

李城工作照。

张铎凡生活照。

·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