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生故事

暖心开学季，主播带萌新们看校园
湖南高校新生大数据：湖南师大最小新生15岁，中南大学有10个“张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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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上午，省税务局派驻
汝城县三合瑶族村帮扶工作队队
长李海波满脸笑意， 熟门熟路来
到村民陈春贱家， 将一笔升学奖
金送到他女儿陈丽英手里。 陈春
贱在一旁看着女儿， 目光里满是
骄傲，他相信，懂事好学的女儿大
学毕业后，生活一定会更美好。

陈丽英今年考上湖南农业大
学。 这是陈春贱家连续两年获得
升学奖金。去年，陈丽英的哥哥考
上华北理工大学。“尊师重教优秀
家庭”的金色牌子，挂在他家门楣
上，格外醒目。

李海波说：“去村民家办事，
最开心的就是去送教育奖金。看
到这些有出息的孩子， 就看到了
三合村美好的未来。”

三合瑶族村位于大山深处，
交通落后，村民文化水平低。2018
年初， 工作队来到村里， 产业扶
贫、消费扶贫、科技扶贫等多管齐
下， 村集体收入实现从零到50万
元的跨越， 村民年均纯收入增长
至9000元以上。当年，三合村实现
脱贫摘帽。

令李海波最难忘的， 是刚入
村摸底填表格时的情景。 当他递
上笔， 却有一半左右的村民露出
憨厚笑脸， 不好意思地说：“李队
长，我……不会写字。”

已经是2018年了，还有这么多
文盲？李海波吃惊之余，下定教育扶
贫的决心，“三合村不但要经济脱
贫，更要文化脱贫、精神脱贫。”

当年， 工作队开始教育激励，

不断完善教育激励内容。从小学到
大学，只要获得校级以上荣誉证书
或奖状，村里就予以奖励，每张奖
状100元。 考上重点中学和大学的
学生，奖金达到2000元至4000元。

与传统观念不同，工作队的教
育追求是“大教育”———不仅勉励
青少年认真求学，更要推动成年人
学习技术技能，获得驾照、挖机、厨
师等技能证书， 每个证书也有
1000元奖励。

李海波给陈丽英送奖金时，电
工黄余良正开着挖机，修筑村里的
一条新路。记者赶到施工现场，黄余
良熟练地操纵着两个操作杆，挖机
的大臂、小臂、挖斗上下舞动。休息
时，黄余良告诉记者，他目前考取了
驾驶证、电工证和挖机证，是村里证
书最多的成年人。

“奖励是手段， 目的是营造村
里重视教育的氛围，最终实现经济、
精神双脱贫。”李海波笑着说，现在
村里的每个家庭， 孩子们都争着拿
奖状， 成年人也在琢磨考个证，“学
了技术，还有奖金拿，谁不心动？”

实施教育激励以来，已累计发
放奖金30多万元。每年获得奖状奖
励的学生达300多人次， 获得技能
证书奖励的村民30多人次。

今年， 工作队即将结束3年的
扶贫工作， 但教育激励不会停止。
村里和工作队建立三合村教育激
励基金，规模100万元。基金拟委托
湖南汝城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每年收益预计7.9%，将用于
三合村的教育激励，确保形成长效
机制。

“10年、20年后，三合村会是什
么样的面貌？” 李海波说，“我一定
要回来看看。”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本报记者 卜岚

天南地北的大学新生
相聚一堂，身边的同学哪些
同一天生日？ 哪些姓氏最
多？近日，湖南部分高校发
布2020级的新生大数据。
“大数据”一发布，便引来很
多人关注。

男女生比例是许多新
生关注的焦点。 截至9月2
日，中南大学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招生面向全国共
录取8571位学子（含港澳
台学生和预科生），其中，机
电工程学院男女比例凭借
5.468的比例荣登宝座，而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则以
0.196的男女比例延续了往
年的传统，同时，湘雅医学
院临床医学（八年）的男女
比例达到黄金1∶1， 这意味
着未来在医疗行业我们将
看到更多属于女性的飒爽
背影。

湖南师范大学2020年
招生人数突破6000人，全
校男女比例为1∶2， 文学院
以近1∶6的男女比成为本届
靓妹最多的学院，体育学院
则以近2∶1的男女比成为本
届帅哥最多的学院；同时还
迎来了5对双胞胎姐妹花，
其中2对录取到同一学院同

一专业。
此外，记者从部分高校

大数据了解到，今年录取的
新生出生年份主要集中在
2002年。其中，湖南师范大
学2002年学生人数占总人
数的62.1%，年龄相差最大
15岁，最小的刚刚15岁。部
分高校大数据还为同年同
月同日生的小伙伴做了统
计：湖南大学7月18日出生
的新生有25人； 中南大学
10月1日出生的新生有45
人； 湖南师大10月15日出
生的新生有31人……

还有更有意思的，湖南
师范大学版《百家姓》出炉，
李、刘、张三大姓氏在姓氏
之争中斩获前三名，“李”姓
新生为420人，以压倒性优
势一举夺魁，其次是“刘”
姓398人，“张”姓319人，也
有茆、蹇、坑、郄、雒等稀有
姓氏； 在湖南大学，“李”姓
新生也独占鳌头，多达367
人，其次“王”姓新生358人，
“张”姓新生331人；在中南
大学新生中， 有10人名为
“张弛”，7人名为“杨帆”，5
人名为“杨洋”。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通讯员 陈蕊楠

三合瑶族村：学习有奖
学生读书好有奖，村民考证也有奖
已累计发放奖金30多万元

“终于圆了梦想，今后不管
什么困难， 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的！”9月12日，在湖南大学研究
生新生报到处， 一位坐在轮椅
上的学生特别引人注意。 他叫
龚后武 ， 一位因患有罕见
病———脊髓性肌萎缩症（SMA）
而与湖南大学两次失之交臂的
博士研究生， 现在他被该校信
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大数据人
工智能专业录取。 为了这个轮
椅上的同学， 湖南大学特别召
集5名志愿者来帮助他完成入
学报到。

3岁那年， 龚后武与双胞胎
哥哥龚前文都被查出脊髓性肌
萎缩症，当时多家医院的专家预
言他们活不过18岁。但这也没有
磨灭兄弟俩对生活与学习的追
求。哥哥现已是一家大型数据公
司的软件开发工程师， 而他，在
2012年被保送到湖南中医药大
学中医诊断学专业读研， 发表
SCI论文、EI论文7篇，今年还成功
被湖南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龚后武告诉记者，这是他第
三次报考湖南大学。为圆心中的
读书梦， 他一边上班一边备考，
坚持了3年。当记者问及“不觉得
累吗”？龚后武微微一笑说：“当感
到累的时候，我就会想想自己对
科研的那份热爱，也就不累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湖南
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
生导师金敏将手中的唯一博士
生指标给了他。

“很幸运，成长路上遇到了
许多愿意帮助我们的人。”他表
示会好好读书， 通过努力推动
科技发展，尽早解决一些难题，
为社会做出贡献。

又到了一年一度高校开学的日子， 很多萌
新从高中步入大学， 他们满怀憧憬地拥抱着新
生活。而湖南各个高校也纷纷创新迎新方式，以
丰富多彩的形式带给新生们别样的入学体验。
“我喜欢这个美丽的校园，希望在全新的环境中
完成人生蜕变。”刚踏进中南大学的新生陈同学
就表示， 爱上了这所即将生活4
年的校园。

对于还未踏进过大学
校园的新生们，面对即将到
来的大学生活，是不是异常
的期待？即将踏入的校园是
什么模样？未来的生活环境
如何？学校的食堂又长什么
样子？面对着萌新的诸多问
题，9月13日下午，长沙理工
大学为2020级新生准备了
一场直播，带领新生提前走
入大学校园。

记者了解到，此次直播
在@青年湖南微博、QQ、抖
音等平台同步进行。据活动
负责人介绍，这场活动就是
为了带领各位新生全方位
地领略魅力十足的大学校
园，通过主播“边走边逛”的
方式向大家实时直播未来
汲取知识的教室, 馆藏丰
富、 书香四溢的图书馆，聚
集各种美食的食堂以及温
暖有爱的寝室。此外，直播

也向各位新生介绍了衣食
住行、吃喝玩乐、学习方面
等指南。

南华大学则为新生准
备了装有日用品的爱心礼
包， 让新生在校仍能感受
到家的温暖，同时，为贫困
生设置了绿色通道并安排
志愿者协助其申请补助。
考虑到有新生提前报到的
情况， 各学院老师和志愿
者都提前在安排好的迎新
点等候。

为做好新冠疫情防控
工作，两个校区正门口都设
有热成像体温检测，并有志
愿者轮流值班，随处可见的
迎新标语和迎新志愿者们
的红袖章交相辉映。“有点
点累，但是能帮助到新生们
就很满足，见到新生们很开
心。” 这是志愿者们的共同
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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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有10个“张弛”、7个“杨帆”

被预言活不过18岁的他
圆了博士梦

9月 8日 ，
汝城县文明瑶
族乡三合瑶族
村，省税务局帮
扶工作队队长
李海波（右）查
看陈丽英获得
的各种奖状证
书。今年，陈丽
英考取了湖南
农业大学。
湖南日报首席

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