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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天才团”免高考敲开清华大门
师大附中教育集团4名学生入选“丘成桐领军计划”，他们如何在数学里找到乐趣
近日，清华大学2022年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
才培养计划（以下简称“丘成桐领军计划”）第一批
次入围认定结果公布，全省仅4名学子入选，他们均
来自湖南师大附中教育集团，分别是湖南师大附中
高三学子黄序时、刘子昂，高一学子李颐，附中博才
校区李钒祎。
在大多数人看来很枯燥的数学，他们是怎么学
习的呢？11月23日，记者为此进行了探访。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杨斯涵 刘镇东 黄京
通讯员 苏晓玲
扫码看视频

【关键词：坚持】
一而再再而三，失败激发“
前进动力”
“我觉得不管学什么，坚持
是最重要的。”11月23日，在湖
南师大附中校园内， 刚刚得知
自己入选“丘成桐领军计划”的
黄序时腼腆的微笑中透露着一
丝丝激动，他告诉记者，从高一
开始自己便向省数学奥赛队发
起冲击，可是事与愿违，三次冲
击三次失败，2021年丘成桐领
军计划的选拔， 他连初赛都没
通过。可他并没有灰心，经过简
短的调整后，当2022年丘成桐
领军计划发布网上报名时，他
想都没想再次报名， 终于功夫
不负有心人， 经过一个多月的
努力， 丘成桐领军计划向他抛
出了橄榄枝。
“当一次次冲击换来一次次
失败时，其实我也有想过放弃。”
黄序时说， 每当自己失落时，教
练就会第一时间找他聊天，学长
们也会为其讲述自己的故事来
鼓励他，“大家的支持让我觉得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坚持就变
成了一件平常的事情。”

班主任吴彩霞告诉记者，
黄序时虽然屡战屡败， 但老师
们丝毫不担心他。“他综合实力
非常好， 学科总分常年保持在
年级前十名，如果不参加选拔，
参加高考一样没有问题。”
和黄序时一样， 在师大附
中高一2101班学生李颐看来，
“坚持”二字最为重要。“别人都
觉得我是‘天赋型’选手，但我
不这么认为， 坚持就是取得胜
利的法宝。”李颐说，小学六年
级时，他便开始接触奥数，但是
一直成绩平平， 一次偶然的机
会， 错综复杂的几何图形让他
对奥数充满了兴趣， 随后便一
发不可收拾，题目越难，他的兴
趣越大。
“之前解一道题最长花费
了六七个小时的时间， 虽然耗
时很长， 但是解答出来的那一
瞬间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
值得的。”李颐告诉记者，题目
解答出来后的快感或许就是他
一直坚持学习数学的原因。

【关键词：自律】
注重劳逸结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李钒祎是一个从未参加
过 校 外学 科类 培 训班 ，‘纯 天
然’自主学习的孩子，这点非常
难得。”湖南师大附中博才校区
教练王健宇告诉记者。
李钒祎告诉记者， 自己从
小开始学习小提琴、 美术和游
泳，准备“丘成桐领军计划”的
前一个月都在坚持游泳。“功课
再多，时间再忙，我也会坚持游
泳，对于我来说，这不仅可以锻
炼身体，还让我能够劳逸结合，
更好地调整自己的心态。”
“有时候题目做不出来，我

就把这道题跳过去， 等后面题
目做完了再回过头来思考。”就
在今年， 刘子昂成功入选省数
学奥数队，在他心中，“自律”二
字已经根深蒂固，他说，在数学
竞赛中遇到难题是很正常的事
情，遇到情绪低落的时候，找父
母聊天， 到楼下散步都是调节
自己情绪的最好方法， 他告诉
记者， 虽然自己已经通过丘成
桐数学领军计划， 但还是不能
有丝毫懈怠，“12月就要参加国
赛了，我还得加油学习，为湖南
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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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耒阳市交通水利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减少注册资
本， 拟将注册资本由 192300 万
元减少至 187140 万元， 现予以
公告。 为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玉荣 15211888398

遗失声明
湖南联翼渣土运输有限公司遗
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证
号：430122203497，声明作废。

通

知

本公司原股东李坤生，原身份证
号 码 ：430481194707120777。 因
于 2017 年 7 月 13 日病逝，在公
司原投资股金人民币 20 万元，
占公司股份 1.67%，现通知股份
继承人李吉林 （李坤生长子）前
来参加公司股东会议， 会议地
址： 耒阳市金南路七家湾 25 号
公司办公室， 会议时间：2021 年
12 月 8 日上午 9 点。 会议内容：
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公司经营范
围，延长公司经营期限。
特此通知
耒阳市天缘环保节能燃油剂发
展有限公司

湖南师大附中黄序时（左一）、刘子昂（左二），湖
南师大附中博才校区李钒祎（左三）、湖南师大附中李
颐（左四）。
通讯员 供图

名词
解释

【关键词：方法】
写思路、做总结就是最好方法
数学在很多人眼中都是枯燥
无味的，真的是这样吗？有没有很
好的学习方法呢？
“数学天赋固然重要，但能在
数学竞赛的道路上取得成绩，还
是有一定的技巧。” 在李颐看来，
当面对一道问题时， 首先要详细
写好过程，每一步都有理有据，这
是训练数学问题严谨论证和表达
的最好方法。
“做完题还需要好好总结，把
做题的思路写出来。 模拟考试要
认真对待， 保持一定的紧张感。”
听到李颐的方法， 黄序时也忍不
住告诉记者， 其实学习真正重要
的是能力的提升， 而不是看了多
少书、做了多少题。
面对较难的问题，该怎么办？
刘子昂说：“对于较难的问题，要
敢于去磨，多花时间思考，有时花
上几个小时都不为过。 要有自己
的错题本， 经常反思总结。 要自
律，学习的时候绝对投入专心学，
玩的时候尽情地玩。”
在很多人看来， 数学就是要
刷题，而李钒祎却认为，同学们可
以适当地刷题， 而不是盲目地刷
题。刷题后一定要整理错题，反思
自身原因，并做好分析。同时，时
刻记录自己的灵感，“当做一道题
时，一些不经意间冒出来的灵感，
都值得被我们记录下来， 它很有
可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 院（
2021） 湘 0105 执 7412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湖南澳湘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长沙市
栖凤路 990 号世方水岸园 2 号地
下室车库的车位号为：-1082、
-1083、-1084、-1085、-1087、
-1088、-1089、-1090、-1091、
-1092、-1093、-1094、-1048、
-1049、-1050、-1051、-1052、
-1055、-1056、-1057、-1060、
-1061、-1065、-1067、-1068、
-1075、-1077、-1078、-1095、
-1119、-1120、-1122、-1123、
-1124、-1126、-1130、-1132、
-1136、-1149、-1161、-1163、
-1170、-1172、-1173、-1174、
-1175、-1177、-1045、-1047、
-1072、-1165 号等共 51 个车位
的产权，转移登记至申请执行
人湖南省博物馆的名下；将其
相对应的产权证号分别依次为
715212639、 715212640、
715212641、 715212642、

715212644、 715212645、
715212646、 715212647、
715212648、 715212649、
715212650、 715212651、
715212605、 715212606、
715212607、 715212608、
715212609、 715212612、
715212613、 715212614、
715212617、 715212618、
715212622、 715212624、
715212625、 715212632、
715212634、 715212635、
715212652、 715212676、
715212677、 715212679、
715212680、 715212681、
715212683、 715212687、
715212689、 715212693、
715212706、 715212718、
715212720、 715212727、
715212729、 715212730、
715212731、 715212732、
715212545、 715212602、
715212604、 715212629、
715212722 号的共 51 个 房 屋
所有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清华大学丘成桐数
学领军计划： 该计划是目前
国内唯一不通过高考、根据学科特
点量身打造选拔模式的数学顶尖人才
培养计划。面向崇尚科学、身心健康、成绩
优秀、 具有突出的数学潜质和特长并有志
于终身从事科学研究的全球中学生， 初三
到高三学生均可报名。该项计划致力于在
中国本土培养一批具备扎实的数理基
础， 并能够引领中国乃至世界基础
数学及其相关应用领域发展的
领军人才。

简讯

我省2021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基数为5460元/月
三 湘 都 市 报 11 月 24 日 讯
今天， 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我
省2021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缴费基数已确定为5460元/月，
从今年1月1日起执行。
据相关法律法规， 用人单位
职工应以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
收入作为缴费年度月缴费工资基
数，它的上、下限分别为上年度全
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

均工资的300%和60%。故，我省今
年缴费基数(含职工和灵活就业
人员) 上限调整为16380元/月,
下限调整为3276元/月,各地将据
此进行差额补收或补退。 另外，
全省2021年度退休符合职工基
本养老金领取资格人员请注意，
你们基本养老金计发基数为
6728元/月。
■全媒体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曾鹤群

携带宠物出境，这些规定要清楚
三 湘 都 市 报 11 月 24 日 讯
如何办理宠物出国的手续？需不
需要隔离？近年来，携带宠物出
行的市民越来越多，产生的问题
也与之俱增。今日，记者从长沙
黄花机场海关获悉，该关对如何
从中国大陆携带爱宠入境欧盟
做出了答疑。
据悉， 出境申报流程上，一
般宠物携带者或其代理人，应在
宠物出境前7天向所在地海关提
交以下相关材料并通过单一窗
口进行宠物出境网上申报，现场

注销公告
株洲市渌口区艺易艺术培训学
校（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43022
1MJJ7800711）经股东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 清 算 组 申 报 债
权。 联系人:易巧玲 13807332293

遗失声明
湖南 恒 伟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遗失 由 湖 南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2002 年 12 月 31 日核发的
工商营业执照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43000020042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汉威燃气安全技术有限
公司遗失衡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14 年 1 月 21 日 核 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400000089443，声明作废。

公

海关对携带人提供资料的完整
性、一致性、有效性进行审核。
据介绍， 具体资料包含：出
境宠物携带者的个人出境证明
（护照）、注射狂犬病疫苗之前的
宠物芯片注射证明。由当地动物
疫病控制中心或指定正规宠物
医院出具，且宠物年龄大于12周
后的狂犬病疫苗接种证书；欧盟
官方认可实验室出具的狂犬病
抗体检测证书。
■全媒体记者 卜岚
通讯员 张颖 李亚聪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批准，颁
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
证》。机构名称：长沙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科创支行
业务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
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
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
现；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
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
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
箱服务以及总行在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业务范
围内授权的业务
机构编码：B0192S243010168
许可证流水号：00957249
批准成立日期：2021 年 11 月 02 日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尖山路 18
号中电软件园二期项目 B 区
B2 栋 101、102、103、104 号
发证日期：2021 年 11 月 15 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联系电话：0731-85150181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耒阳市城市和农村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减少注册
资本，拟将注册资本由 49069 万
元减至 44969 万元， 现予以公
告。 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玉荣 15211888398

遗失声明
衡阳市蒸湘区大盛建材经营部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住房出租
长沙市人民中路地质中学旁有
两室一厅房子出租， 精装修，家
电家俱齐全，交通方便，可停车。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3875869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