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华上品·三湘都市报助学采访团与喻琰及其家人合影。

本报8月16日讯 一座不大
的老式居民楼，一户简单的人家，
藏着一个男孩巨大的能量和坚定
的意志。“我头比较铁吧。” 这个不
撞南墙不回头的男孩一句话道出
了十二年苦读的种种。近日，龙华上
品·三湘都市报助学采访团来到株
洲男孩喻琰的家中，今年高考，他以
理科629分的成绩被华南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本博连
读8年制全英创新班录取。

面对难题，不撞南墙不回头

初次见面， 喻琰1.85米的身
高吸引了采访团的目光， 虽稍显
腼腆， 但喜爱与人交往的性格使
他很快和采访团自然地交谈起
来。喻琰的父亲在外打零工，收入
微薄；母亲因车祸导致十级伤残，
父母离异后他和父亲、 奶奶一起
生活。 连续三年的高中寄宿生活
让他更加懂事、自立。

在别人眼中学习优秀的他，
却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学
生，只有在面临学习中的难题时，
他总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我就不相信，我解不出难的
题！”喻琰抱着这样的信念，“头比
较铁”的他闯过了化学奥赛考题、
数学高考真题等一道道高墙，翻
过了一座座别人不曾到达的高
山， 得到了自信的做题思维和独

有的答题技巧。

参赛遇阻，全力冲刺高考

不可免俗， 喻琰也曾碰见来
不及翻越的高山。 高一他便斩获
了省级化学奥赛二等奖， 渴望拿
到一等奖的他在高二再次参赛，
却没有成功。 没拿到想要的奥赛
成绩、 高校自主招生门槛提高和
名额大幅缩水等状况让喻琰备受
打击， 自己辛苦付出没得到预期
的回报， 他开始怀疑自己选择化
学奥赛耽误了太多时间。

但这时喻琰的班主任告诉
他：“忘记你所学的奥赛知识，回
到高中的学习， 你一样能很出
色！”他的奥赛教练也鼓励他：“回
到高考， 要保持优秀， 并冲向顶
尖。”因为周围人的鼓励，他找回
了自信， 并以更大的努力投身高
考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比起选择学校，我对计算机
专业更感兴趣。”面对即将到来的
大学生活他表示很期待， 他希望
能在大学里交到如兄弟般的朋
友， 也憧憬着毕业后能够留在像
北上广深那样的大城市， 并把家
人接过去。

“我向往有压力的生活，这样
自己才永远不会懈怠。”喻琰说。

■通讯员 谭纯良 高明 黎积忠
曹新 记者 刘镇东

本报8月16日讯 随着我
省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专科批
投档录取开始， 我省今年的高
校招生录取工作已进入倒计
时。今天上午，高职专科批平行
一志愿投档分数线出炉， 今年
我省高职专科批文理科的投档
分数线均为200分。记者梳理发
现， 不少远超三本线甚至是二
本线的考生， 以高分投档进入
高职院校。这些都意味着，以高
分读高职不再是“新鲜事”。

据统计， 文科达到或超过
三本线的院校有： 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517分、 中国民航大学
514分、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01分、浙江金融职业学院497
分、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496分、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495分；理科达
到或超过三本线的院校有： 深圳
职业技术学院439分、 南昌大学
432分、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427
分、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425分、湖
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中外合作
办学专业）416分、 湖北中医药高
等专科学校415分、中国民航大学
414分、上海第二工业大学414分、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414分。

省内高校中，长沙民政职院文
科491分、理科412分，湖南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文科470分、 理科397
分，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普通专
业）文科465分、理科387分，长沙航
空职业技术学院文科457分、 理科
404分，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
院文科453分、理科391分，湖南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文科453分、 理科
382分，以及吉首大学、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湘南学院等本科院校的专
科专业投档线也较高。

为何考生愿意以高分读高
职？ 湖南启善尚行生涯规划研究
中心首席专家欧阳文邦老师认
为， 近年来一些高职专科院校在
招生质量、专业实力、人才培养和
社会声誉等方面优势越发明显，
这使得部分高中生“非本科不读”
的择校观念正在转变。

根据我省安排， 高职专科批
今年安排了两次征集志愿。 第一
次填报时间为8月19日8:00-18:
00； 第二次填报时间在8月22日
8:00-18:00。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黄禧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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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龙华上品·三湘阳光助学行动第五批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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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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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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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前四批公示的学生陈平、罗瑾、陈婵旸、尹
子怡因受到社会资助，故放弃本次资助，孙宝花因个人原因，主动放弃本次资助。

龙华上品·三湘阳光助学行动组委会
2019年8月16日

编号 市县 姓名 性别 高考成绩 录取院校 专 业
1 慈利 朱广益 男 515（理） 湖南警察学院 侦查学
2 溆浦 向晴 男 616（对口） 湖南工业大学 材料类
3 溆浦 舒志华 男 570（理） 北京工商大学 财务管理
4 龙山 张一君 女 549（文） 延安大学 法学
5 溆浦 荆荣 女 525（文）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6 株洲 孙泉彬 女 459（理） 湖南女子学院 酒店管理
7 株洲 周文欣 女 541(文） 湖南警察学院 法学
8 株洲 尹玉玲 女 485（理） 河北金融学院 贸易物流
9 株洲 夏子清 女 617（理） 中南大学 机械自动化
10 株洲 吴沐林 女 602（理） 吉林大学 地质勘探
11 茶陵 段郁平 女 541（理） 南华大学 工商管理
12 株洲 袁嘉琪 女 560（文） 衡阳师范学院 历史
13 株洲 汤琳芝 女 546（理） 西南石油大学 会计管理
14 株洲 杨子茏 男 512（理） 吉首大学 医学
15 株洲 罗永杰 男 532（理）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6 株洲 周婕妤 女 450（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数字媒体艺术
17 株洲 陈颂宇 男 446（文） 衡阳师范学院 音乐学
18 株洲 易紫霞 女 565（文） 湖南工业大学(地方专项) 英语

编号 市县 姓名 性别 高考成绩 录取院校 专 业
19 株洲 沈妍 女 452（文） 湖南农业大学 环境设计
20 株洲 涂誉 男 461（理）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英语
21 株洲 晏希 男 561（理） 中国民航大学 土木工程
22 株洲 李子怡 女 532（文）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英语师范
23 株洲 张璐瑶 女 557（文） 湖南理工学院 秘书学
24 株洲 刘毅 男 545（理） 中南民族大学 材料学
25 株洲 唐宁 女 488（理） 长沙学院 生物制药
26 攸县 刘卡特 男 425（文） 湖南工业大学 体育
27 攸县 陈淑良 女 560（文） 衡阳师范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8 攸县 刘思 女 614（理） 四川大学 环境工程
29 攸县 旷彩丽 女 565（文） 衡阳师范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30 攸县 刘瑶 女 556（理） 长沙理工大学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31 攸县 向新纪 女 525（文） 湖南医药学院 护理学
32 攸县 刘武成 男 578（理） 湘南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33 攸县 刘熊唯 女 504（理） 湖南理工学院 应用化学
34 攸县 刘晋涛 男 553（理） 湘潭大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械
35 攸县 罗泰 男 558（理） 长沙理工大学 道路桥梁与度和工程
36 攸县 易仲仁 男 489（理） 兰州财经大学 投资学
37 醴陵 彭枫 女 542（理） 湖南科技大学 物联网工程
38 醴陵 张茜 女 551（理） 长沙理工大学(地方专项)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39 醴陵 熊依依 女 538（理）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土地资源管理
40 醴陵 方楠 男 655（理）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临床医学8年本硕博连读
41 醴陵 易纪星 女 528（文） 怀化学院 国际贸易与经济
42 醴陵 陈睿 男 555（文） 河北经贸大学 经济贸易
43 醴陵 荣梅家 男 527（文） 吕梁学院 新闻学
44 醴陵 邱邓紫薇 女 546（文） 湖南文理学院 商务英语
45 醴陵 童鹏 男 530（文）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旅游管理
46 醴陵 丁伟 男 566（理） 长沙理工大学 通信工程

2019龙华上品·三湘阳光助学行动第五批拟资助学生名单公示

“我向往有压力的生活，这样永不懈怠”
他父母离异，高一获省级化学奥赛二等奖 憧憬大学毕业后留在大城市，并把家人接过去

湖南高职专科平行一志愿投档线出炉，多所院校投档线超三本

高分读高职不再是“新鲜事”

学子档案
姓名：喻琰
高考成绩：理科629分
录取院校：华南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