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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章清清
“你来自农村？”
“是。”
“父母都是农民吗？”
“是。”

这是易涛在“校长推荐上北大”
面试会上，与主考官之间的对答。

“他回来后，我把他骂了一顿，说
你应该要发挥发挥啊，怎么就光回
答个‘是’呢……这孩子啊，就是
老实！”班主任王修华好气又好笑
地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提起易涛，不能不提他那一连
串闪闪发光的奖项：高一时，参加
全国中学生学科能力展示，一举获
得数学、物理、化学三个学科的省
级二等奖；高二时再次参加，数学、
化学分获省级二、三等奖；高三时，
参加全国中学生生物联赛获国家级
二等奖，参加全国高中物理、化学
竞赛，均获得国家级二等奖……

成绩的背后是易涛贫寒的家
境。所以，“每年学校都会提供奖

学金给他；有什么爱心捐助活动的
话，他也会是考虑对象”。

或许是因为深知学习机会来
之不易，易涛留给班主任王修华的
印象是“特别勤奋好学，舍得吃苦”。
王修华介绍说，自易涛上高三后，
他妈妈也来到城里打零工，但只能
租住在相对便宜的郊区。学校一
般是 7 时 40 分上课，但易涛每天
早晨 6 点半就会到教室自习，而除
高中课程外，他还已经在自学大学
教材了。让王修华印象最深的是易
涛的“犟”：有道数学题，易涛做
出来的结果与参考答案不一致，但
他深信自己没错，于是找到老师求
证。老师的演算结果与参考答案
是一样的。按说易涛该接受这个
答案了吧，可他仍不“死心”，在
他的坚持下，整个数学教研小组的
老师悉数上阵，这才发现题目竟有
两种演算方式——两个结果都是
正确的，而易涛的演算方式甚至比
参考答案提供的标准更简易清晰。

成绩优秀的易涛并不是 个书
呆子，他同时还是校篮球队队员、
校武术队队员。“唯一的缺点就是
不善言谈吧，性格有点内向。”王
修华称，这次，为助易涛顺利通过

“校长推荐上北大”的面试关，老
师特意请来演讲协会的专家给他
开“小课”，“要求他每天给自己写
一个小故事，再讲给我们听。刚开
始他一句都讲不出，急得直找厕所，
有些同学就堵在门口不准他去……
哈哈，能顺利通过面试，他是下了
不少功夫的，可以说是战胜了自己
才赢得这次机会。”

校长苏迎春推荐理由（节选）：
首先当然是学习成绩非常优秀，

获得过很多奖项。但他能最终胜出，
不单只是学习成绩优秀，个人综合素
质和综合能力才是我们最终考量的
重点。他本身家境贫寒，能够在逆
境中奋发图强、目标远大，是非常值
得肯定的。

●长沙市第一中学  
姚欣敏 陈则尧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郑佳慧 龙卓青

●长沙市雅礼中学  
舒亚若 贺雨岑

●长沙市长郡中学  
唐艾妮 黄琬怡

●长沙市明德中学 
 肖纯阳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黄舒婷

●长沙市南雅中学 
 张仕锦

●石门县第一中学  
熊睿

●桃源县第一中学  
陈沐坤

●湘西自治州民族中学  
王紫萌

●岳阳市第一中学  
余启航

●岳阳县第一中学  
汤聪

●怀化市铁路第一中学  
陈丽梅

●湘潭县第一中学  
吴尚泽

●冷水江市第一中学  
易涛

●宁乡县第一高级中学  
张玥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第一
子弟中学  

李恬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和许多“90 后”同龄人相比，

张玥显得格外安静与低调，喜欢
默默地看自己的书，计划好所有
事后按部就班去做。“稳重，情
绪从来不会大起大落”是班主
任黄四明对她的评价。  

得知自己获校长实名推荐上
北大后，张玥也没有表现出太多
惊喜，当同学们投来羡慕眼神时，
她依旧只是埋头看书。拥有较强
心理素质是决胜考场的重要因
素之一，在学校副校长刘科中看
来，无论学习成绩抑或心理素质，
张玥都是“难得一见的好苗子”。

只有一件事能够暴露出张
玥“动若脱兔”的另一面——练
武。因为爸爸是体育老师的缘
故，张玥从进高中开始参加武术
培训，渐渐爱上了这项外人眼中
有点“野蛮”的运动，并曾在比
赛中获得较为优异的成绩。此外，
张玥的奥赛成绩也很突出，数理
化均获得过省级以上奖励，还曾
在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中
获一等奖。

大部分成绩优秀的孩子都
有着很强的自主性，张玥也是这
样，学习从不需旁人操心，每个
时段该干什么她都自行安排得好

好的。对于班上成绩较差的同学，
也总是热心地帮忙答疑解惑。

刘科中副校长在接受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采访时，开玩笑地
说 ；“其实，我们原本不想推荐
她的——她成绩那么好，不需
要这些也一定能行的。”

虽然张玥曾获得省内 9 校联
考的第一名，但其实在高中三年
所有考试的综合排名中，她并不
是年级第一，比她分数更高的
还有两个同学。那为什么是她获
得了校长的实名推荐呢？刘科中
解释称，这是因为在县里几个
部门组织的辩论选拔中，张玥以
丰富的知识面、快速敏捷的反
应能力、优秀的表达能力获得
综合排名第一。

“ 这 孩子 的反 应 能 力 很 不
错。”负责北京大学在湘自主招
生工作的老师面试完张玥后，对
她如是评价。

校长欧阳才推荐理由（节选）：
志向远大，有较强自律性、

计划性，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公
益活动。具有独立探究精神及过
硬的学习习惯，思维活跃，视野
开阔，兴趣广泛，发展全面，成
绩优异且文理兼优。

这些孩子因何被校长推荐上北大
湘西自治州民族中学

王紫萌：“校园女神”的才艺不是神话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

中学里有这样一个说法：任何老师
都可以不看名字就挑出王紫萌的试
卷。如果以为老师是光凭高分辨识
出来的，那就错了，正确答案是——
工整得让人震惊的卷面。

“长得漂亮，有气质，也很懂
礼貌”是王紫萌予人的第一印象。
在“校园女神”称号大行其道的今
天，说她是全校男生心目中的“女
神”毫不为过。

据其父王富彬介绍，王紫萌很
有艺术天分，有些特长甚至是无师
自通而来的：作为校苗鼓队鼓手，
曾参加心连心艺术团在湘西的演
出；两年民族舞、四年拉丁舞、三
年爵士舞的习舞经历带给她诸多
荣誉，曾在湖南省重点中学文艺汇
演中获得一等奖……漂亮又才艺突
出的女孩想不受欢迎都难，王富彬

笑着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经
常有老师跟他讲，很多男孩给王紫
萌递纸条、写信。

发展才艺的同时还能让成绩
始终名列前茅，王紫萌有自己的一
套学习方法：先“死”后“活”，即
牢牢记死基本概念后再灵活运用。
在班主任王子夏看来，她学习上最
大的特点是主动，“每次老师还只
教到第一节时，她就已经把第二节
的课后练习给做完了”。

从初中开始，王紫萌一直保持
在年级前 5 名，但王富彬认为女儿
算不上勤奋，“她在家时很少看书，
周末不是看电视、上网，就是出去
逛街”。想提醒她看书吧，她却一
本正经地反驳 ：“把课堂上的 45 分
钟充分利用好不就足够了？”

王紫萌与许多理科生不同的
一点是，她的文科成绩其实比理
科成绩更好，有着深厚文学功底的

她曾多次在校级报刊上发表文章，
在省级征文比赛中获奖。而理科各
学科中，物理曾经是她的相对弱项，
到高三才迎来“突飞猛进”。

2013 年暑假，王紫萌参加了北
京大学的高中生夏令营。与来自全
国各地的中学生佼佼者们的相处，
让她觉得“自己简直弱爆了”，回来
后更加加强了学习。身为教育工作
者的王富彬倒不赞同女儿给自己太
大压力 ：“我从来没对孩子讲过一
定要考北大，北大考不上，还有其
他许多学校可供选择——只要能上
一所比较好的大学就可以了。”

校长王斌推荐理由（节选）：
志向远大，兴趣广泛，成绩优秀，

综合素质高，身心健康，孝敬长辈，
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具有较强社
会责任感；作为学生干部，充当了老
师的得力助手。

怀化市铁路第一中学 

陈丽梅：“留守孩子”的表率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凌晴    

“这个留守孩子不容易。”说起
陈丽梅，怀化市铁路第一中学 214
班班主任谌银生有些动容。

高三年级总共 700 多人，每次
考试都能稳居前 5 名—— 一米五
的个头，瘦瘦小小的陈丽梅，在师
生们看来“有着不一般的能量”。

自幼便父母外出务工，陈丽梅
是由奶奶抚养长大的。高中开始念
寄宿的她，哪怕只有一天假，都要
花上 3 个多小时，从怀化市区赶回
位于中方县铜湾镇的家中，看望年
迈的奶奶。

她曾有一篇周记，让作为语文
老师的谌银生眼鼻泛酸。

文章说的是：多年在外务工
的妈妈好不容易回家一次，临别
前，妈妈急着赶火车，而陈丽梅来
不及买票进站相送，只能目送妈妈
的背影消失在拥挤人潮中……“站

在大大的广场上，看着妈妈匆匆消
失的背影，我的眼泪扑簌扑簌就下
来了。”“这孩子重感情。”谌银生
说，“这鞭策着她始终严格要求自
己，保持优秀。”

在变得“更优秀”的路上，陈
丽梅没少付出。

每天中午下课后，同学们纷纷
拥往食堂用餐。陈丽梅却有个固定
习惯：非要在教室里“磨叽”20 分
钟后，再跑步前去。

谌银生曾好奇地问她为什么，
小姑娘道 ：“一下课就去的话，我
得花上 15 分钟排队。这时间不如
用来看书划算。”

读书，却不读死书、死读书。
去年下半年，已经进入高三的

陈丽梅作为学生会干部，全面组织
了高一、高二年级的辩论赛。三个
星期，从海选、初赛到复赛，再到
决赛，她事事悉心，把人员组织、

冷水江市第一中学   

易涛：战胜了自己，才赢得这次机会

现场布置、论题选定等各个环节
都完成得很是漂亮。评委、选手、
观众，无不对活动交口称赞。

校长余绍文推荐理由（节选）：
之所以推荐她，是因为这个主

动进取、富有爱心的女孩，不仅是“留
守孩子”中自立自强的代表，更是
全校所有学子的正面表率。

宁乡县第一高级中学

张玥：因为太优秀，“学校本不想推荐她”

联系采访这 21 名学生的过
程殊不容易，由于正处在紧张备
考的阶段，他们被校方与家长“保
护”得很好。但在尽量不干扰学
生正常作息的前提下，一些老师
和家长还是愿意与今日女报 /凤网
记者聊聊，毕竟“有些经验是可
以大家一起交流、探讨的”。

今年是北京大学“中学校长
实名推荐制”实施的第4 个年头
了。记得2009 年这项制度刚出台
时，曾有不少人表示担忧，认为
此举虽能“丰富高招录取方式”，
却也存在不少弊端与人为操作空
间。但对比之下可以发现，4 年中，
每年的具体实施方案都在作调整，
不难看出北大“不拘一格降人才”
的初衷与决心。今日女报 /凤网记
者对于北大招办某负责人的这样
一句话深表赞同——“当世界一

流大学把统一入学成绩仅作参考
指标之一，甚至把我们的‘高考状
元’拒之门外时，如果我们还在
推出一个又一个‘状元榜’，把高
考分数作为选拔录取的唯一标准，
这说明我们在如何甄别最优秀的
人才方面缺乏真正有效的经验和
方法。”

所以，这 21 名湖南学子“幸
运”就“幸运”在身处这样一个
多元的时代。当然，所谓“中学
校长实名推荐制”也只是一种尝
试，我们既希望该项制度能在制
度设计上进一步完善，在过程、
环节上进一步公开、透明，更希
望中国的高等学府有朝一日能彻底
打破“唯分数论”，最终实现“宽
进严出”，来切实提升全民族的教
育质量。

■链接

湖南21名“校长推荐生”全名单

■编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