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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家孩子”保送清华北大秘诀在哪
记者带你看“学霸”养成记：孩子是父母的缩影，离不开父母的言传身教
白T恤、黑裤子、短头发……看起来和普通的高中
生并无差别，但实际上却是成绩优异的“学霸”。通过参
加竞赛，他们成功获得了北大和清华的“pass卡”。
他们到底有什么绝密大招？6月25日下午，三湘都
市报记者走进长沙市一中，倾听刘宇轩
和杨景程两位保送生的学路历程。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吉盛杰

成功解剖鲫鱼被保送北大
刘宇轩：从小喜欢古典音乐和美声的阳光少年
在长沙市一中，高三22班
的刘宇轩算是一位名人了。
2018年8月，第27届全国
中学生生物学竞赛在长沙市
一中举行。来自 29个省 、市 、
自治区的 30支 代表 队共 240
位选手参加比赛， 争夺前50
名保送清华、北大的名额。最
终， 刘宇轩因为成功解剖鲫
鱼 ，拿到 保送 资 格。当 时 ， 整
个湖南省有7人入选，其中长
沙市一中有2名。
“比赛过后我就已经确定
了保送资格， 然后就选择了北
京大学的元培学院。 之后的学
习、生活就过得相对轻松，因为
不用高考了嘛。”刘宇轩告诉记
者，保送之后，他先和家人一起
去西藏旅游了十天， 放松了一
阵，之后就又回归了学校，在学
校为他们保送生专门安排的教
室中自习。
“
主要是自学大学的
教材。 目前高数书已经看完了
一半，基础经济、政治、英语也
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采访中，记者发现，虽然

刘宇轩仅有17岁，但他非常健
谈，且浑身隐约透露着一股淡
淡的“老干部”风。
“我爸妈都是公务员，他
们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包括我
的学习态度、为人处世、兴趣
爱好等。”刘宇轩说，父亲的性
格是忠厚且有责任感，对生活
并没有过高的要求，关注的都
是眼前事和眼前人。“在我爸
爸的影响下，我对比赛结果就
没有很大的得失心。抱着轻松
的心态参赛， 专心做好手头
事，没想到最后竟然还取得了
很不错的成绩。”
在日常生活中，刘宇轩的
兴趣爱好也处处透露着父母
的影子。据了解，他爱看的书
是《道德经》，爱听的音乐是美
声， 爱好的运动是乒乓球，平
常也不打游戏更不追星。
“在我爸妈的熏陶下，我
从小就喜欢听古典音乐、交响
乐和美声，还曾特意和父母跑
到了KTV去练唱美声。” 刘宇
轩笑说。

保送清华后，他又成奥赛国手

刘宇轩一家人。 长沙市一中供图

高招防骗

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

没有任何人可以“用钱买分数”
本报6月25日讯
每年高考
招生录取期间，不法分子打着种种
幌子，进行以谋取钱财为目的招生
诈骗活动。今天，省教育考试院特
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普通高
校招生录取中， 没有任何人可以
“用钱买分数”；没有任何人在高校
招生中享有特权；除了省教育考试
院，没有其他任何机构可以进行普
通高校招生，不要轻信招生诈骗分
子的花言巧语，以免上当受骗。
哪些招生诈骗行为比较常见？
应该如何防范？三湘都市报记者进
行了梳理。

杨景程：自律乖男孩，高中从未上过培训班
同样是通过竞赛拿到的
保送资格，但与刘宇轩的健谈
比起来，杨景程则显得有些内
秀。
2018 年 12 月 ，2018 年 第
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 （决
赛）暨冬令营落下帷幕，凭借
出色的表现，杨景程PK掉250
余人，获得了保送清华大学的
名额。
“保送资格确定之后，我
也放松了一小段时间，看看小
说、打打‘吃鸡’，不过我并没
有放松备战第51届国际化学
奥林匹克中国代表队队员选
拔赛。”杨景程说。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2019
年3月， 杨景程比赛终于出了
结果，他成功入选，成为4名IChO （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
赛） 中国国家队选手之一，也
是湖南唯一的一名。
“入选 IChO中国 国家 队
选手之后，我将代表中国去国
际上参赛， 为国家争荣誉。所
以我现在基本还是会和以前
一样自觉自习，一方面是预习
大学的课程，另一方面则是备

战国际竞赛。”杨景程说。
“我上高中起就没有参加
培训班了，基本上都是靠自觉。
当初选择化学竞赛的一大原因
就是觉得化学的未知领域更
大，更值得探索。”说起自己的
学习习惯，杨景程如是说。
杨景程告诉记者，爸妈的
工作都非常忙，自己从小都是
爷爷奶奶带的，现在他依然和
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爷爷是位军人， 浑身都
散发着严谨的气质，这也影响
了我做化学实验时候的心态。
奶奶走的则是和蔼可亲的路
线， 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生
活。有时候，他们两位老人家
还会故意一个唱红脸、一个唱
白脸来教育我。”
相比爷爷、 奶奶的陪伴，
爸妈对杨景程的影响更多地
体 现在 人 生 观 和 价 值 观 上 。
“我爸妈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会
回来陪我吃饭。我有心事的时
候也很乐于和他们沟通。他们
通过自己工作的认真、 负责，
教会了我如何去做一个有格
局、有远见的人。”

杨景程在做实验。 长沙市一中供图

伎俩一：
冒充高校招生人员行骗
骗子自称为某高校招生人员，
携带有某高校招生宣传资料，见了
考生和家长， 滔滔不绝地吹嘘，诱
骗学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取得家长
信任之后， 又强调录取的难度，并
暗示自己可以帮忙。家长为了孩子
的前程，慷慨出手，结果上当受骗。
【防范提醒】 录取工作全部实行
异地远程网上录取，通过计算机网络
传输信息，按志愿和分数由计算机来
排序投档，不受任何人为因素影响。

伎俩二：
混淆教育形式蒙骗
高等教育的办学形式是多样
的。一些不法分子故意混淆普通高
校招生与自学考试、 成人高考、网
络教育等不同招生类型，拿自考助
学班、网络教育班的入学通知书蒙
骗考生及家长。
【防范提醒】 网络教育、成人教
育、 自学考试也是高等教育的形
式， 但跟普通高等教育有区别，入
学门槛较低，网络教育、自学考试
等形式不需要高考分数即可就读。

招生骗子最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打
考生和家长的主意。高校《招生章
程》注明了招生学校的校址、办学
层次、办学类型、颁发学历证书的
学校名称及证书种类等重要信息，
考生和家长只要详细查阅，就能避
免上述混淆概念的欺骗手段。

伎俩三：
声称“低分高录”哄骗
骗子自称是招生院校或省招
办某领导的熟人、亲戚，声称自己
有办法让不够本科一批录取控制
分数线的考生录取到本科一批院
校，只上了专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
线的考生录取到本科专业，从许多
考生手里骗取大量钱财。
【防范提醒】 省教育考试院严
格执行批次录取分数线和有关政
策，不录取不符合政策规定的考生；
除了国家和我省规定的照顾政策
外，没有人在高校招生中享有特权。

伎俩四：
谎称“内部指标”诱骗
有不法分子通常把自己“装
扮”成某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工作
人员，或吹嘘自己神通广大，与高
校领导有“关系”，可弄到高校招生
的内部指标等。
【防范提醒】 我省实行网上远
程录取，省教育考试院严格执行国
家和省下达的招生计划，即便是招
生院校投放到我省的机动计划，也
只能从高分到低分投档录取。

伎俩五：
假冒军校招生诈骗
近年来，军队保卫部门与地方
公安机关连续破获多起假冒军队
院校招生诈骗案件。一些考生家长

心存侥幸，希望花钱托人找关系上
军校，结果造成“财学两空”。
【防范提醒】 军校招生没有计
划外名额，军队和武警部队不允许
任何个人私自携带招生公文，招生
过程不存在向考生或家长展示公
文这一环节。有关军队院校招生的
详细信息，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
考”网站等查询。

伎俩六：
以特殊类型招生为幌子行骗
一些骗子以“自主招生”、“高
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等
特殊类型招生为幌子行骗。利用特
殊类型政策，声称可以搞到特殊类
型招生资格，然后拿假资格证书蒙
骗考生家长。
【防范提醒】 具有特殊类型招
生资格的高校均在教育部“阳光高
考”网站公布了特殊类型招生章程，
获得资格的考生均在该网站公示，
未经公示的考生不具备录取资格。

伎俩七：
利用所谓假
“
预科生”进行诈骗
国家规定不允许超计划、无计划
招生，以假
“
预科生”名义进校后不能
办理录取手续，不能电子注册和取得
学籍， 近几年少数高职高专院校，承
诺“先上车后买票”，“专科进本科
出”。一些不法分子借机而动，四处搜
罗生源，向违规招生高校推介，向家
长收取巨额好处费、信息费。
【防范提醒】 除了省教育考试
院外，没有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可
以办理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手续。按
教育部规定，湖南省考生只有经过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办理正式录取
手续， 才能取得普通高校学籍，毕
业时才能获得普通高校的学历文
凭证书。
■记者 黄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