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3日讯 “麻
烦告知一声：杨贵兰的录取
通知书遗失在长沙的104
路8181号公交车上。 现放
在新汽车西站调度亭里，可
以找工作人员拿走。”近日，
这则消息刷屏了长沙人的
朋友圈。不过今日，记者与
104路公交车队负责人核
实， 该事件并非发生在长
沙，而是事发重庆。

8月13日，三湘都市报
记者联系了104路公交车
车队队长曾杰。曾杰表示，
8月12日上午9点， 公司已
经对104路公交车的监控

视频进行查看， 发现长沙
并没有车牌号为 8181的
104路公交车，经过总部确
认，公交车为重庆公交。

通知书是否物归原
主？ 据媒体采访的重庆大
学城市科技学院招生办相
关工作人员表示， 杨贵兰
同学是在8月9日乘坐104
路公交车时， 不慎将通知
书遗失的，但没想到，马上
就有人转发了消息， 并在
网上形成接力， 让她在当
天就找回了通知书。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王孝清

心痛

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也是朱龙
兴成长过程的营养剂。 为了成为更好的
自己， 他从进入高三开始， 将自己学习
上、生活上一些点滴记录在一本名叫“每
日反思（必做）”的本子里。他说 ，这是和
自己的对话。

反思本有什么用呢？朱龙兴说，每日
的记录会让他的头脑保持清醒， 每一次
的反思都会给他带来一些不同的认识，
看到自己的不足并及时改正。“人生本身
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通过反思可
以让我变得更好。”

在孤独中自我反思， 在苦学里寻找
乐趣。 朱龙兴对未来有着非常明确的规
划。他认为，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必须要
不断学习，打造更好的自己去迎接未来。
“家庭、人生都需要我去做些什么，从而
改变现状。”

近日，在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龙华
上品·三湘都市报助学采访团来到了阳光学子朱龙兴的家中。
一进门， 简易木床上放着的折叠小桌就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朱
龙兴说，这床和小桌就是他的卧室加书房了。

在床边角落有一本反思本， 他在封面上这样写着：“给我高高
飞起来！”今年高考，他的确“飞”起来了。18岁的朱龙兴取得了
理科630分的好成绩，被华南理工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录取（扫
报眉左上角二维码看助学视频）。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拍摄 何佳洁 顾荣 剪辑 王珏

朱龙兴还记得， 高三的时候，
母亲有一次上夜班时高血压突然
发作，差点没救过来。爸爸在上班
不能离开岗位，朱龙兴当晚立马赶
往医院，却因为第二天要上学而不
能多陪母亲一会， 这让他愧疚不
已。 小朱暗暗发誓：“作为儿子，在
妈妈生病时没有陪在身边，学习上
就更不能出一点差错。”

朱龙兴用成绩证明了自己。在
读书期间， 除了一次排名年级第
二，他都稳坐年级第一。

“因为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朱龙兴告诉记者，学习本身是一个
很枯燥的过程，但如果将学习转换
为兴趣，从各个方面寻找出它有趣
的地方， 那就成了一件轻松的事。
比如解答出数学难题的成就感，或
和自己比赛在规定时间完成题目，
这些“小快乐”成了他学习的动力。

“想要学得好， 苦中作乐很重
要。”朱龙兴说，现在回头看看自己
咬牙扛过来的那些路，依然让人非
常兴奋。

在江华瑶族自治县，龙华上品·三湘都市报助学采访团与朱龙兴及
其家人合影(大图)。阳光学子朱龙兴和母亲（小图）。 记者 王珏摄

A06 民生 2019年8月14日 星期三
编辑/王卉珍 美编/叶海琳 校对/苏亮

“每日反思”的苦学少年“高高飞起来”
大姐辍学打工成他心中一个坎，发誓“学习不能出一点差错”，今年高考取得630分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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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龙华上品·三湘阳光助学行动第二批
50名拟资助学生名单确定， 组委会予以公示，
接受社会监督（名单附后）。这50名品学兼优的
阳光学子是组委会从众多报名申请者中经严
格筛选确定的，每人将获得5000元资助。助学

金发放时间为8月下旬，请受助学生看到公示后及时与本报联系确认。其余资助学生名单将
在近日分批公示。截至8月6日,2019龙华上品·三湘阳光助学活动已停止接受申请。

2019龙华上品·三湘阳光助学行动第二批拟资助学生名单公示

编号 市县 姓名 性别 高考成绩 录取院校 专 业
1 桃源 朱廷伟 女 556（文） 重庆文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2 麻阳 滕婉琴 女 627（文） 浙江大学 社会科学试验班

文化348
专业263

4 道县 周玲玲 女 522（理） 南华大学 机械类
5 长沙 王政梁 男 566（理） 海南大学 材料类
6 新化 曾奇 男 522（理） 南华大学 环境工程
7 临澧 邱丹 女 425（理） 西南石油大学 表演专业
8 长沙 彭宇翼 女 557（理） 湘潭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9 益阳市 舒卓勋 男 478（理） 湘南学院 网络工程
10 临澧 陈紫菱 女 524（理） 湖南师范大学 生物科学
11 江华 何红燕 女 534（理） 南华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12 江华 左文玲 女 499（理）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13 江华 伍志帆 男 471（理） 湖南工学院 安全工程
14 江华 蒋情 女 470（理） 湖南城市学院 经济统计学
15 江华 邓朝雪 男 455（理）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园艺
16 江华 朱恩明 男 470（理） 湖南工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7 江华 欧阳文丽 女 541（文） 湖南工程学院 旅游管理
18 江华 唐思思 女 534（文） 邵阳学院 商务英语
19 江华 吴观振 男 524（理） 湖南科技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0 江华 黄明珠 女 535（文） 河南工业大学 金融学

文化364
专业225

3 �麻阳 付怡琳 女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音乐学

21 �江华 李涛 男 邯郸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编号 市县 姓名 性别 高考成绩 录取院校 专 业
文化481
专业248
文化345
专业281

24 涟源市 高雪琴 女 627（理） 中山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25 沅陵 张勇 男 679（对口） 湖南农业大学 教育技术学
26 沅陵 全家伟 男 624（对口） 湖南师范大学 机械工艺技术（师范）

文化396
专业234

28 沅陵 杜俊杰 男 581（理） 湖南师范大学 化学（师范）
29 湘潭 冯晓庆 女 465（理） 湖南科技学院 制药工程
30 桃源 邓勤攀 男 494（理） 湖南警察学院 治安学
31 岳阳 许泽梁 男 505（理） 湖南理工学院 物理学（师范）
32 汉寿 曹静 女 562（文） 滨州医学院 中医学
33 常宁市 王娣 女 554（理） 南华大学 临床医学类
34 新化 邹妍 女 498（文） 长沙学院 软件工程
35 益阳市 胡周浩 男 543（文） 吉林农业大学 社会学
36 临武 曹小凤 女 552（理） 湖北工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37 长沙市 袁泉 男 512（理） 吉首大学 软件工程
38 长沙市 卢淳慧 女 581（理） 北京林业大学 林业工程类
39 双峰 朱伟平 男 671（理） 北京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
40 汉寿 周杰 男 549（理） 海军航空大学 海军飞行学员
41 临澧 骆振 男 637（理） 华中科技大学 自动化类
42 慈利 庹晔子 女 571（文） 湖南工商大学 新闻传播学类
43 吉首市 谷鉴岚 女 546（文） 北京联合大学 音乐学
44 汝城 叶雅凤 女 471（理） 湖南科技学院 生物技术（师范）
45 汝城 卢航武 男 544（理）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46 茶陵 段甲生 男 529（理） 南华大学 土木类
47 衡阳 刘帅 男 505（理） 武汉轻工大学 电子信息类
48 临武 曹艳华 女 506（文） 湖南信息学院 财务管理
49 汉寿 王嫚 女 617（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类
50 新晃 姚俊颖 女 543（理） 湖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22 �溆浦 戴娅妮 女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23 �长沙 张梓裕 男 怀化学院 体育教育（师范）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设计学类27 �沅陵 燕玉涵 女

姓名：朱龙兴
籍贯：江华
高考成绩：理科630分
录取院校：华南理工大学

学子档案

朱龙兴家租住在县城的一套
老房子里，家中有三个小孩，父亲
残疾，在建筑工地打零工，是家庭
经济主要来源； 母亲有高血压，在
附近酒店打零工补贴家用；大姐已
结婚，二姐正在读大四。

朱龙兴6岁那年初入小学，彼
时正是二姐进入初中、大姐进入高
中的时候。三个孩子的学费和各项
开销，把这个本就困难的家庭压得

喘不过气来。 大姐作为家中的长
女，为了弟弟妹妹主动放弃了继续
读书的机会，去外面打工。

但当时家里人瞒着朱龙兴，年
幼的他并不知道大姐放弃了学业，
直到初中才知道真相。这件事成了
他心中一个坎。他说：“大姐的成绩
非常好，如果继续读书，她肯定也
能够考上一个好大学，就不会像现
在这样在外打工那么辛苦了。”

大姐为了弟弟妹妹辍学打工

动力 学习上不能出一点差错

未来要扛起家庭重担反思
“杨贵兰的通知书掉在公交车上”？
真相：事发重庆，她当天就找回了通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