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10日讯 大雨浇不
灭青春燃烧的热情。 今天上午，
3000余名高三毕业生齐聚长沙
世界之窗， 在暴雨中举行了一场
毕业派对。 他们站在高台上勇敢
地向家人、好友表达爱，在彩虹跑
道上奋力奔跑， 以青春的姿态奔
向美好的未来。

6月10日早上，长沙一场突如
其来的暴雨让出行的人们猝不及
防，而在长沙世界之窗，一群心中
有爱的少年依次登上“告白天台”，
在雨中向家人、朋友告白，大声说
出藏在心底的话。

“我妈妈的心里似乎总是住
着一个非常开心的小女孩， 我们
会一起去迪士尼，一起看烟花，一
起吃可爱造型的巧克力。 她也会
不断带我挑战新事物， 我们一起
潜水、 一起滑雪、 一起体验滑翔
伞。”来自长沙雅礼中学的陈思瑾

说，“爱需要大声表达，我的妈妈是
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妈妈，我爱
你！”“我要对我的爸爸说‘我爱
你’,谢谢你为家庭的付出，无论你
是什么职业我都爱你！” ……来自
长沙、株洲、湘潭等湖南各地的高
三毕业生勇敢说出心中所想。

活动当天，3000余名高三毕
业生与长沙老年合唱团共唱一曲
《少年》。 长沙世界之窗为高考学
子准备了一条尽情释放压力的彩
虹跑道与一场泡泡大战， 身穿雨
衣的高考学子在雨中互相投掷泡
泡， 空中洒落的彩色粉末在他们
的身上印下青春的色彩。 为给毕
业生提供一个释放压力的场所，6
月11日至30日， 长沙世界之窗为
2021届中高考毕业生、 大学毕业
生推出专属优惠票价， 凭准考证
或毕业证享受半价优惠购票。

■记者 周可 通讯员 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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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读初一时，我就
给自己未来20年的人生
写下了规划， 现在已经过
去6年了，还算挺顺利。”
6月10日早上9点， 在长沙
市雅礼中学办公楼， 记者
见到了吴一书。 为了准点
到达，一大清早，1810班学
生吴一书便穿着蓝色的雅
礼校服从家里出发了。

已经毕业， 为何还要
穿雅礼校服？“我觉得这是
我穿着最舒服的衣服。”吴
一书告诉记者，初一时，她
从老师的口中了解到雅礼
中学， 在她看来， 雅礼是
“个性”的海洋，是向往的乐
土，“当时我在课本上写满
了雅礼，从那时开始，我就
一直幻想自己在雅礼的生
活。” 有了目标就有了前进
的动力。

“进入雅礼中学后，我
的成绩在班上只算得上是
中等水平。”吴一书告诉记
者，她对英语特别感兴趣，
坚持每天去学校英语图书
馆，和外教、同学们交流，
并开始将斯坦福大学作为
自己的奋斗目标。

刚接手1810班时，班
主任胡洪来就对吴一书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多才
多艺，很有理想，并能朝着
自己的理想坚定地去努
力。”“我的英语当时并不
是很拔尖， 所以我会经常
在上自习的时候去图书馆

学英语。”吴一书说，为了
能够顺利申请斯坦福大
学， 她一个月内记下了托
福的八千个单词， 一年的
时间内啃完了三十本英文
原著， 并在选择的五门大
学选修课上拿下满分。

在学习上， 吴一书非
常“自律”，在生活中也非
常阳光。 吴一书在学习之
余， 常常奔波于校内各类
社团， 甚至组织来自全国
各地高中的伙伴进行社会
活动。2020年2月， 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 她积极参与
了学校团委为湖北募捐的
活动，“我觉得作为社会的
一份子， 我们也应该做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
联合中雅培粹一共募捐了
94万多元， 用它购买了大
量的防护服和口罩等，并
将其送到了湖北黄冈。”说
到这里， 吴一书脸上露出
了开心的笑容。

当记者问及以后的打
算时，吴一书毫不犹豫地
说：“我想当一名研究社
会学的学者。”在她看来，
作为一名学者不仅要能
在象牙塔里认真做学术，
也要融入社会，才能够创
造出自己的理论，把学术
做好。“我想周游世界，学
习不同国家的社会学方
面知识，然后回国完善属
于我们国家国情的社会
学理论。”

本报6月10日讯 “亲爱的
2021届毕业生朋友，你们将告别
校园迈入人生的新征程……在一
体化发展中‘成团出圈’的长株潭
向你们送上最美好的祝愿， 发出
最诚挚的邀请……”日前，长株潭
三市联合发布《致高校毕业生的
一封信》， 共同开启2021年长株
潭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活动。

根据《长株潭人社公共服务
一体化发展2021年工作方案》等文
件要求，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
季期间，三市联合开展“两个指导”
（就业指导和创业指导）、建立“三个
清单”（岗位清单、服务清单、活动清
单）、 组织三市高校座谈会及甄选
优质企业进校园招聘等活动，助力
高校毕业生在长株潭就业。

三市人社部门联合编制了三
市重点企业招聘岗位清单， 涉及

429家企业共1万多个岗位；并根
据各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 制定
了包括校园招聘会、 线上招聘会
和就业创业指导讲座在内的活动
清单。

三市人社部门还详细制定了
就业服务清单。首先，为有需求在
长株潭地区求职的高校毕业生提
供官方求职网站， 告知如何申领
《就业创业证》 和求职创业补贴；
其次， 为准备留在三市创业的高
校毕业生提供申请创业担保贷
款、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培训补
贴以及申报创新创业带动就业项
目的渠道；同时，为准备提升就业
技能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参加技能
培训、申领技能培训补贴、参加就
业见习的咨询等服务。 有需求的
高校毕业生可在线查询。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曾鹤群

吴一书， 一个在初一就给自己写下20年人生
规划的女孩，收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录取通知书以
及全额奖学金，今年湖南仅此一名；李凯文，一个阳
光帅气的男生，收到了牛津大学的橄榄枝。近日，长
沙雅礼中学这两名学生被世界名校录取的消息传
遍了“雅礼圈”。大家都认为，世界名校通知书的获得
离不开他们平日的拼搏。6月10日，记者走进长沙雅
礼中学，听听他们的故事。（扫报眉二维码看视频）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实习生 翁宝瑄 视频剪辑 郭文雯

“很多人羡慕我不用参加高考，其
实他们不知道，申请国外学校的过程和
国内高考一样艰辛。” 说起当时申请世
界名校时候的艰辛，1802班学生李凯文
告诉记者，今年申请季对于留学生来说
格外艰难，屡屡延期甚至取消的标化考
试，申请名校人数增多，录取率暴跌，没
有过硬的成绩和突出的才能，很难在众
多申请者中脱颖而出。

记者了解到，刚步入高一，李凯文
便开始着手为将来出国做铺垫。白天学
习生活忙碌，他就利用晚上放学后的碎
片时间进行口语练习， 坚持磨练发音，
收听大量听力材料；夜深人静时，仍独
自在自习室学习。“要拿下一个好成绩，
需要把自己沉浸在语言的环境内，不断
揣摩熟悉它。”在考前的几个月，李凯文
每天至少会花1-2个小时在口语训练
上，并且每一次训练后都会及时与老师
沟通，从而不断进步完善。“李凯文是一
个有英语天赋的孩子。” 在1802班班主
任高峻眼中， 李凯文算是他的得意门
生， 特地给他制定了专门的学习计划，
以保证其可以做到弹性学习，实现课内
课外两头均衡。

当然，除了课内的学习，李凯文为
了更好地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也为申
请国外大学积攒足够的社会活动履历，
他还担任着校内科创联盟副社长的职
位。 在雅礼中学丰富的社团文化熏陶
下，他参照网络上的知名实验来进行安
全改版的创新实验。高二时期，李凯文
向国际部的老师申请担任助教，利用自
身知识帮助学弟学妹们；此外，他还积
极参加各种各样的大型竞赛，热衷于剪
辑制作科学短视频等，开拓创新能力和
动手能力的同时， 也巩固了课业知识，
乐在其中。

当问及未来的规划时，李凯文微笑
着说：“目前还没想那么远， 我可能在国
外学与我兴趣相关的东西。现在，国内科
技发展迅猛，很多公司对新兴科技投资很
大，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加入他们的研
发部门，参与他们的研究，用科学知识来
回馈社会、回报祖国。”

12岁就立下未来20年人生规划

李凯文（左）与吴一书（右）。 记者 杨斯涵 摄

步入高一
就开始积攒社会活动履历

3000余名高考生的毕业派对
登上“告白天台”大声说爱

3000 余
名高 考生 在
长沙世界 之
窗参加 毕业
派对，在雨中
放肆奔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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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株潭重点企业招聘岗位清单出炉
有需求的高校毕业生可在线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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