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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彭小芳
高考成绩：
文科545分
录取院校：
湖南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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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赵芝芝
高考成绩：
文科523分
录取院校：
邵阳学院

本报8月19日讯 今天，2020
年考研时间正式确定。 根据《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
规定》，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初试时间为2019年12月21日至12
月22日（每天上午8:30-11:30，下
午14:00-17:00）。超过3小时的考
试科目在12月23日进行（起始时间
8:30， 截止时间由招生单位确定，
不超过14:30）。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包
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
所有参加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
考生均须进行网上报名， 并到报
考点现场确认网报信息、 采集本
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同时按
规定缴纳报考费。 网上报名时间
为2019年10月10日至10月31日，
每天9:00-22:00。 预报名时间为
2019年9月24日至9月27日， 每天
9:00-22:00。 考生应在规定时间
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
行报名。

网上报名时间充裕，建议广大
考生合理安排报名时间，避开报名
初期、末期高峰，避免网络拥堵影
响报名。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再
修改报名信息。

2019年12月14日至12月23
日， 考生可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
登录“研招网”自行下载打印《准
考证》。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
证》 及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初试
和复试。 为帮助考生了解招生政
策，各研究生招生单位将于9月19
日至23日在“研招网”上开展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
周活动， 届时有关研究生招生单
位将在线回答广大考生提问。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黄禧燕

本报8月19日讯 暑假
临近尾声，明天，数万名长
沙初一新生将迎来分班考
试。提醒各位考生，一律凭
小学生学籍手册参加考试。
由于考生众多，家长及车辆
不准入校，请各考生及家长
在考试期间，尽量选用公共
交通，提早出门。

闭卷考试，网上评卷

本次考试由长沙市教
育局统一命题、统一制卷、
统一编制考场、统一阅卷、
统一发布成绩。 语文科目
考试时间为 8：30-10：00；
数学科目考试时间为10：30
-11：30， 考试形式均为闭
卷，考试范围为小学语文和
数学课程标准内容。

同时，考试采用网上评
卷，请所有考生带好0.5mm
黑色签字笔、2B铅笔和橡
皮、作图工具，答题时不要超
出规定的区域， 不要折叠试
卷。考试前应把书籍、笔记等
资料， 放在监考教师指定位
置；答卷时，除作图需用铅笔
外，一律用签字笔书写；未经
监考教师同意， 不得离开考
场；独立完成试卷，不准互相

交谈、核对答案；不得窥视他
人试卷。

严禁分重点班

长沙市教育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分班考试成绩作
为初中学校平行分班的唯
一依据，任何学校不得另行
组织其他相关考试，更不得
在分班考试过程中另行增
加奥数、 附加题等考试内
容。 考试成绩不公布给家
长，只下达学校作为平行分
班的唯一依据，家长只获取
分班结果。初中学校必须严
格按照“之字路”平行分班，
不得以其他任何依据进行
分班。所谓“之字路”是均衡
编班的一种形式，比如一个
年级10个班，学生90分以上
的10人， 分数从高到低，每
个班分一个人；80至90分10
人，分数从低到高，每个班分
一个人，以此类推，保证每个
班入学新生的成绩都是均衡
的。严禁初中学校分重点班、
实验班、特长班等，长沙市教
育局将对各区县和学校分班
情况进行督查， 督查结果纳
入年终绩效考核。
■记者黄京实习生黄禧燕

大山里的这两个女孩拥有同一个梦
赵芝芝：直到高三才慢慢走出丧母之痛 彭小芳： 父母在田间劳作的身影刻在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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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去世前，赵芝芝的家庭
很幸福， 父母一起卖凉菜挣钱，生
活没有很艰难。 但在她高一的时
候，母亲患白血病，永远离开了她。
赵芝芝还记得，母亲最开始查出病
情的时候， 家里人一直瞒着她，后
来才知道， 在发现病情的一年里，
赵芝芝的父亲带着母亲辗转到各
地看病， 但最终还是没能治好。赵
芝芝说：“在妈妈去世后的那一个
月， 每天晚上都会做很多关于妈妈
的梦，直到现在，提到妈妈我还是会
想哭。”说到这，赵芝芝几度哽咽。

“妈妈去世后的这两年我觉得
挺辛苦的， 爸爸一直在外打工，奔
波劳累，高三下学期我才从悲痛中
走出来一点点。我的班主任也一直
激励我，告诉我只有好好读书才是
回报父母最好的方式。” 赵芝芝最
擅长的科目就是数学和政治。高中

三年，她整理出了两本数学错题本
，错题本上有详细的题目分析，她每
看一遍就画一颗五角星， 合理利用
时间做题，灵活发散。政治则是走路
都在背知识点， 吃饭睡觉的时候就
会回想做的题和知识点的内容。

高三全班都在一起努力的氛
围让赵芝芝很难忘，每个和室友一
起熬夜学习的夜晚都让她很怀念。
她感叹：“这种日子以后都不会再
有了吧。”

即将踏入大学校门的她，有着
明确的目标。因为进入的是学校的
预科班， 得先读一年才能选专业。
赵芝芝告诉记者：“这一年对我来
说至关重要，高考成绩我不是很满
意，但是我会通过努力学习，在一
年后选到一个师范类的专业，我想
毕业后可以回乡当一名教师，不再
让父亲为我操心。”

江华瑶族自治县的猴子脚村，有一个叫赵芝芝的女孩，在
经历母亲的离世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好好读书，将来找个稳定
的工作，好好报答家人。同县的塘头坪村，另外一个女孩彭小芳
同样也在努力奋斗着，她一直坚信有付出就会有回报。

近日，龙华上品·三湘都市报助学采访团来到这两位阳光
学子的家乡，探寻她们背后阳光向上的励志人生。今年高考，
赵芝芝以文科523分的成绩被邵阳学院录取，彭小芳则以文科
545分的成绩被湖南文理学院录取，她们对于大学梦的追求从
未停止，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学有所成后，回到家乡
当一名教师，为家乡的教育发展做贡献（扫报眉右上角二维码看
视频）。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实习生 黄禧燕

阳光学子赵芝芝与奶奶（左上）。记者 刘镇东 摄;阳光学子彭小芳与母亲(左下)。 记者 王珏摄；
龙华上品·三湘都市报助学采访团与阳光学子赵芝芝及其家人合影（右图）。 记者 王珏 摄

和赵芝芝一样，彭小芳梦想也
是当一名教师，且已经选了师范类
的专业。在她眼里，虽然家庭贫困，
但她觉得，家里的困难不会成为她
的困扰，“我始终相信我家会变得
越来越好，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彭小芳是家中唯一一个大学
生，她有四个姐姐，三个姐姐在广
东打工，一个姐姐在家里。父母靠
务农为生， 是家中的主要生活经
济来源。虽然辛苦，但一家人都很
乐观， 彭小芳的母亲经常会因为
卖农作物有几十块钱的进账而感
到满足。

父母在绿色田地里的背影是
她从小到大深深印刻在脑海中的
画面。 无论是在暴晒的阳光下还
是倾盆大雨中， 父母辛勤劳作的
身影始终都在那片田地里。 彭小
芳还记得， 母亲总是为了多做一
点农活， 在夏天中午特别热的时
候都舍不得回家歇一会儿，“我让
她回去休息一下， 还总是跟我耍
赖皮，只知道喊我休息，双手一直
没有停下来。”

家里困难， 早早懂事的她受

母亲的影响很深。 母亲时常跟她
说，有付出就会有回报，母亲也一
直用实际行动影响着她。“穷人的
孩子早当家嘛，干家务活这是必备
的技能！” 彭小芳轻描淡写地对记
者说。记者了解到，自小学五年级
开始，她就将家中的家务活一一包
办，不上学时就跟着父母去田里干
活。彭小芳说：“我喜欢用双手去劳
动，用双手才能致富。”

高考后的这个暑假， 彭小芳
积极地去找暑假工， 做了发传单
等工作。她告诉记者，发传单一天
能挣50元钱，挺辛苦的，但是能跟
社会上不同的人接触， 锻炼自己
的胆量，也能帮家里减轻负担。现
在，她除了打暑假工，就在家预习
大学英语四级单词， 好好为大学
做准备， 也不想忘了高中所学的
知识。

“我大学要好好修炼！” 彭小
芳说，当老师是她的人生目标，大
学要好好学习如何当一名好的老
师。“等我学有所成后， 就回到家
乡当一名教师， 为家乡的教育出
一份力。”

毕业后想回乡当教师

当老师是她的人生目标

长沙数万名初一新生分班考试今日开考

考试成绩是平行分班的唯一依据

相关新闻

再过十来天， 长沙孩子即将迎来新学期。8月19
日，长沙市教育局下发长沙市普通中小学、职业技术
学校2019-2020学年度第一学期校历。 根据校历安
排，新学期将于9月2日正式开课，1月11日前结束期末
考试。整个学期只有19周，绝对属于“短学期”了。

新学期9月2日正式开学
长沙孩子即将迎来一个“短学期”

考研时间定了!
9月24日-27日预报名

彭小芳

赵芝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