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霸”文理兼修

作为此次冬令营年龄最
小的选手之一，罗恺的“识别
度”很高———一脸稚气，胖嘟
嘟的脸蛋很是可爱。从小他就
表现出对信息学极其浓厚的
兴趣，小学上了编程班后成绩
也很突出。很多家长担心喜欢
计算机的孩子会沉迷游戏，但
罗爸爸很民主，采取的是“君
子协定法”。“比如，对玩游戏的
时间提前进行约定，某些容易
上瘾的游戏也明令禁止，其余
的时候就给予他充 分的信任
和自由。”就这样，罗恺在父母
的引导下，钻研起了信息学。

在罗恺眼里，信息学是一
门既枯燥又好玩的学科———
枯燥的是每天要对着电脑思考
各种运算方法； 好玩的是即便
复杂的编程和算法， 生活中还
是不乏各种与信息学息息相关

的案例。比如，火车的调度，如何
让其各行其道、 节约时间和成
本、实现旅客出行的优化等，都
可以通过信息学来解决。

难得的是，这个全校闻名
的“小小理科男”艺术细胞也
很“发达”，钢琴、架子鼓样样精
通，还特别喜欢唱歌。平时，为了
能把兴趣爱好和学习兼顾好，
罗恺会特别注重学习效率。“该
花多久时间完成什么任务就一
定要做到，不能拖沓。”

信息学备受关注
罗恺的教练、雅礼中学信

息学廖晓刚老师告诉记者，湖
南中小学生的信息学水平位
于全国前列，在去年的全国信
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还获得
了团体总分第一的好成绩。值
得一提的是， 在浙江的新高
考中，以信息学为基础的技术
科成为高考选考科目，而且选

考的人数特别多，一些学校甚
至出现信息学老师紧缺的现
象。廖晓刚介绍，尽管在湖南，
技术还不是新高考的选考科
目，但信息技术已纳入合格性
考试14个科目中的一个，也肯
定会被越来越多的湖南学子
所关注。

“教育部出台的新课标对
信息技术教学也提出了新要
求，以前的计算机教学，我们
传授的都是打字、office、ex-
cel等操作， 但现在却强调编
程、算法、数据结构。”廖晓刚
分析，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变
化，是因为在人工智能时代，
将计算机当作一种工具来进
行教学，往往会出现滞后性，
难以适应瞬息万变、 层出不
穷的各种软件。 但真正的信
息学研究可以让计算机更
“聪明”， 使其优势性能发挥
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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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减资公告
根据 2018 年 2 月 9 日湘西倍益
康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
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减至 210 万元，现予以
公告。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本公司联系方式：18867204550
联系人：时维齐

注销公告
汝城县田庄乡兴丰农村土地托
管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注
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湘晖
电话：15869802114

遗失声明
湖南建安弱电工程有限公司（纳
税人识别号 430102068209118）
遗失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地方
税务局颁发的外管证，跨区域
涉税事项报验管理编号：长芙
地税 外证（2005）26605 号，
金额：56600 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中富进房地产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王晓 18670587710

遗失声明
长沙龘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53516
97591B)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张嘉倪（父亲： 龚小鹏，母
亲：张舜）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75098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汝城县南洞乡创亿电子厂遗失
汝城县工商局 2013 年 11 月 3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1026000010458，声明作废。

◆王思雅（父亲：王鹏，母亲：李
园）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06301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鑫龙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丁晓玲，电话：13307486803

遗失声明
汝城暖水镇北水村机制沙厂遗
失汝城县工商局 2013 年 10 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 4310260000099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汉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代 码 ：91430103MA4L7572
6H）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代码 4300164320，号码：
1119769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飞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
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李意群,电话 13707493968

遗失声明
桂阳县酷坤汽车服务会所（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021M
A4L2T5729 ）不慎遗失公章
(编号：91431021MA4L2T572
9 )财务章，长沙银行预留私人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中视华夏文化艺术品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人：文莉
联系电话：17352802008

遗失声明
王惠遗失长沙电信分公司岳麓
分局以下网点发票： 森晨专营
店遗失 3 张， 编号 00052091－
92，00052248；武坪品牌店遗失
2000 张， 编号 02267001－
02269000； 兴和物业遗失 2000
张， 编号 01124001－01126000；
益信立和平移店遗失 2000 张，
发票编号 08160001－08162000，
收据 1000 张， 编号 10149001－
1015000；宇麓专营店遗失 2000
张， 编号 02339001－02341000；
以上发票声明作废。

◆危志民(父亲：危超群，母亲：
秦杨先)遗失由吉首市人民医院
签发的《出生医学证明》一本，编
号：G430408542，声明作废。

◆陶阳熳（父亲:陶亮,母亲:易
芬)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70525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钢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陈刚，电话 13874867103

◆赵锦辉（父亲：赵敏，母亲：尹
秀莉）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D4303155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商协园林苗木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税号 93430300MA4L
6L5N3Y）遗失空白作废湖南
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发票代
码 4300164320，发票号码 1540
6669、1540667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车神传媒有限公司股东会
于 2018年 1 月 30日决议解散公
司并于同日成立了清算组。 为
保护本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债
权人应当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毛丽君 13507322503

遗失声明
永恒网吧遗失长沙市互联网
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安全合格
证副本，编号：长公网安（证）
43010513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中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张，
发票代码 143001420660 发票
号码 015317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普欧酒业有限公司遗失开
福区国税局核发的国税税务登
记证副本及开福区地税局核发
的地税登记证副本， 税号：
43010556352329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嘉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陈栋，电话 18673132278

注销公告
长沙熠熠地坪工程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严福，电话 13467640000

遗失声明
湖南省誉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祁阳县分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31121MA4P8GU
K9B）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五龙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肖立勇，电话 13407492888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彭玉洁花卉经营
部遗失银行开户行许可证，核
准 号 J5510015459801， 开 户
行为交通银行长沙高新支行，
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
9943010401545980A，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巨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刘俊 ，电话 13574099056

注销公告
湖南科创食品工程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龚靖翔，电话 13755069218

遗失声明
平江县恒香食品有限公司遗失
平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11月 1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
0626MA4L1J5F54，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隆回县鸿福水稻种植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决议向公司登记
机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520 万元减至 400 万元人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
本合作社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联系人:袁德南 13787399209

遗失声明
张家界祥和春旅游食品有限公
司遗失张家界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 2016 年 12月 1日核发
的食品生产许可证旧证（副本）
及明细，许可证编号 SC123430
8020515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宇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株洲市工商局 2002 年 8 月
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 430200200085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智联品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罗涯夫，电话 13317313122

◆彭启延（父亲：彭西西，母亲：李
桂兰）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N4303281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容县民生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由华容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5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623
00000159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长恒食品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杨长坤，电话 15575990698

注销公告
株洲坤达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谈华，电话：13873127668

遗失声明
湖南友乐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不慎遗失临湘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城西信用社核发的银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72
0003112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攸县福乐食品厂遗失攸县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7年 1 月
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2430223MA4
LAG3W2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希恩葆德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张静 电话 15975710106

注销公告
广州市润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衡阳分公司（注册号：91430407
MA4M5KT51J）经股东决议拟
定注销，请债权人于此公告登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
报债权。 联系人：王仲明
电话：15386022333

遗失声明
杨珍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芙蓉分局 2007 年 11 月 7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2600049038，声明作废。

◆何宛优（父亲：张妙，母亲：何云
香）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922515，声明作废。

◆曹洪翔（父亲：曹智成，母亲：邓
益）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G430731134，声明作废。

◆江紫熙（父亲：江辉拥，母亲：谭
陵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752085，声明作废。

◆彭嘉颖（父亲：彭西西，母亲：李
桂兰）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149509，声明作废。

◆谭皓轩（父亲：谭虎林，母亲：马
思婷）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776670，声明作废。

◆吴思宇（父亲：吴红波，母亲：李
艳华）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051150，声明作废。

◆宋曾洋（父亲：宋欢，母亲：曾
娟）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136156，声明作废。

◆王菲羽（父亲：谢法贵，母亲：王
倦莲）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207089，声明作废。

◆欧阳芷慧（父亲：欧岳新，母亲：
罗爱霞）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L430387443，声明作废。

◆谢亦轩（父亲：谢建锋，母亲：陈
婷）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224195，声明作废。

◆蔡雨瑶（父亲：蔡孟利，母亲：姜
伟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1076894，声明作废。

◆张鹏遗失湖南腾众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机动车销
售统一发票（抵扣联、报税联、
注册登记联）1 份， 发票代码
143001720660，号码 01008215，
声明作废。

◆胡子文（父亲：苗志明，母亲：
姚友群）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567293，声明作废。

◆尹梓铃（父亲：尹健东，母亲：
申利）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1044420，声明作废。

◆程龙遗失众诚汽车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驾乘人员意外伤
害综合保险保险单， 保单号
0000003441第二联，声明作废。

◆陈亦卓（父亲：陈涛，母亲：罗
佩）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188627，声明作废。

◆何诗语（父亲：何荣波，母亲：
徐海燕）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Q430289005，声明作废。

◆刘静妍（父亲：刘重才，母亲：
唐亚婷）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751111，声明作废。
◆尹欣洁（父亲：尹玉保，母亲：
徐欢）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01862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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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冬令营在长沙闭幕

14岁伢子战胜各路高手摘金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近几年，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许多
名校对像罗恺这样的信息学高手格外青睐，在高考和自主招生中都
给予了很大的优惠政策，这也使得许多家长都热衷于让孩子学习信
息学，并参加竞赛。但长沙市中雅培粹学校校长李亮认为，信息学和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这四门学科一样，可以发现和培养创新拔尖
人才，但却不能将其当作升入名校的“捷径”。“孩子可以将其当作培
养兴趣的舞台，特别是在学习训练的过程中磨练意志，培养攻坚克
难的品质，这才是受益终身的。”

2月9日，全国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冬令营在长沙闭幕。在这场汇集全国各重点
中学信息学高手的切磋较量中， 长沙市中雅培粹学校初二年级的罗恺一举成
名———凭借 突出的成绩，获得全国金牌，并有望成为国家队的预备队员。他也是此
次冬令营中唯一 一名获此殊荣的初中生。

三湘都市报记者从活动现场获悉，随着新高考的启动，信息学已越来越受到湖
南学子的关注；与此同时，每年都有不少信息学“学霸”收到名校抛来的橄榄枝。但
教育专家却认为，不管信息学多热，家长和孩子不能将其当作升入名校的“捷径”。

不能将信息学当作升名校的“捷径”

全国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冬令营长沙闭幕，长沙市中雅培粹学校初二年
级罗恺（中）获得全国金牌。图为罗恺与校长李亮（右）、教练廖晓刚（左）合影。

记者 黄京 摄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张娜 通讯员 曹志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