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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21 名学生登上 2014 年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名单，今日女报 / 凤网独家专访——

这些孩子因何被校长推荐上北大
作为国内最高学府之一的北京大学，在众多考生及家长的心目中不亚于“学术圣殿”。近日，北京大学公示了 2014 年“中学校长实

名推荐制”自主选拔录取候选人名单，湖南有 21 名学生光荣“上榜”，将在高考录取时最高享受到降至当地本科一批控制分数线录取的
优惠政策——对于成绩优异的他们而言，基本相当于“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北大”。

能够从同年级数百甚至上千名学生中脱颖而出，由所在中学校长亲笔签名推荐给北大，这 21 名学生绝对是幸运儿。但他们仅只是幸
运吗？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的采访报道将揭示“学霸”们许多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同时也带你探秘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
这一多少有些“神秘”的人才选拔机制。

由北京大学推行的一种自主招生政策，至今已实施 4 年。先由有意向的中学校长以学校和本人名义提交申请
材料，北大将根据办学历史、办学规模、办学条件以及生源质量等进行评审，确定有推荐资格的中学校长。

在面向社会公示的前提下，这些校长可实名向北大推荐优秀学生。每位申请“实名推荐”的学生都需接受初
步审核评价、学科基础面试、综合面试、随机抽查笔试、体质测试 5 个环节的考核。考核合格后可拿到北大的“优
惠券”，即在报考北大自主招生时能免除笔试直接进入面试，且在高考录取时获得不同幅度的降分优惠。2013 年
的优惠幅度包括：降10 分、降30 分、降 60 分和一本线多档优惠。

名词解释 “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

长沙市南雅中学

张仕锦：理科女生也能“文武双全”
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章

清清
“以后 我 将 坐在 这 里！”这

是 4 年前的暑假，13 岁的张仕锦
游北大时，指着校园里的一张桌
子大声说出的豪迈宣言。4 年后，
张仕锦成为湖南 21 名获校长实名
推荐上北大的候选学生之一，算
是离梦想迈进了最大一步。

这个有着一双明亮大眼睛的
常德女孩，3 年前考入长沙市南
雅中学理科实验班时，在班主任
老师潘治国的眼中并不算很拔尖。

“她入学考试的成绩只是二十多
名的样子。”张仕锦的母亲黄女
士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当
时她带着女儿前来长沙报考南雅
中学时并未抱很大希望，“甚至连
换洗衣服都没带，随时准备好走
人”。但女儿最终被录取，黄女
士说，这也许就是她与南雅的缘
分吧。

入学后，与几乎所有骤然离
开家庭庇护的十来岁少年一样，
张仕锦也经历了一段艰难的适应
期。“记得她当时还因为想家而哭
过。”但渐渐地，班主任潘治国
就看出了这个貌似文弱的女孩的
另一面。

“特别地努力、专注和坚持。”
潘志国称，张仕锦不是那种一目

十行、过目不忘的神童型学生，
加上来南雅后发现身边的同学都
很强，于是就更发奋了，“我留意
过，就连下晚自习后从教室走到
宿舍的这点时间，都经常被她利
用起来记单词”。而“业精于勤”
让张仕锦的成绩“稳居年级前五，
多次获得年级第一”。

张仕锦的父母都在企事业单
位的管理岗位，工作繁忙。谈到
女儿从小到大的学习经历，张母
黄女士用了“放养”一词，称家
里从未给过她任何学习压力，从
没 请过家教也没替她报 过辅导
班，“轻松愉快地学习就是我们
对她的最高要求”。黄女士记得，
女儿还在读小学时，因成绩突出，
有次自己被老师请去作为家长代
表当众 发言，因不知从何说 起，
女儿便特意准备了一篇讲稿让她
照着念……“所以她常说是她自
己把自己带好的。”黄女士笑言。

学习上从不施加压力的黄女
士夫妇，更为关注的是女儿心灵
的成长。夫妻俩即便再忙，也一
定会赶在每晚女儿入寝前来一次
通话，仿佛“这才是一天里最重
要的工作”。

张仕锦是理科生，但班主任
潘治国对她的印象是“文科修养
也不错，思维能力较强，中、英

文演讲口才尤其突出”。作为学生
干部、“南雅武术班”班长，她
还曾多次代表学校与美国、新加
坡等国的中学生 进 行 武 术交流
……这些都是张仕锦能从全校 20
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获得唯一的
一个校长推荐名额的关键，用南
雅中学教务处主任石向阳的话来
说就是“不光学习成绩要好，还
得综合素质高才行”。而记者留意
到，这是该校连续第 4 年向北大
推荐学生，前三年推荐的都是女
生，今年又是——对此，校方的
解释是 ：“并非偏爱女生，是她们
确实有这个实力，通过了层层选
拔，获得了最高分。”

据介绍，张仕锦的志向是将
来从事环保方面的研究和工作。
张母黄女士称，她很关注有关环
境污染的新闻报道，特别希望将
来能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改变这种
情况。对于女儿的选择，“我们还
是一贯的原则，即给她全部的自
由和信任”。

校长孙传贵推荐理由（节选）：
思想品德过硬，学习成绩优秀，

综合素质全面。作为“南雅武术班”
班长，在刀、剑、棍、拳等中华传
统体育项目上都颇有造诣，多次代
表学校进行武术交流。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凌晴 
在长沙市一中高三 20 班 班

主任于阳红看来，“非典型理科
男”是陈则尧最准确的标签。因
为他不仅能玩转各种公式、定理，
综合素质也相当“强悍”——这
号人物，仿佛正是为打破世人“理
科 男就只会 玩 转各种公 式和定
理”的惯常思维而存在的。

综观陈则尧的履历，那也是
“相当地强悍”：任湖南省学生联

合会副主席、长沙市一中校学生
会主席；曾获全国中学生英语能
力竞赛湖南赛区一等奖；被选拔
参加 2012 年全国数学之星夏令
营和香港大学暑期金融夏令营；
担任校武术队队长，在省青少年
武术锦标赛上表现出色……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作为一
名理 科 生，还有着 较 高人 文 素
养。” 班 主 任 于阳 红评 价 认 为，

陈则尧代表了理工科学生的新形
象：既勤于钻研学习，又乐于参
与社会类活动。

在班级内部的分享会上，这
个大男孩的话题面非常广，时而畅
聊西方精英文化，时而细说人生
信仰追求，时而大策南海局势……

“随时随地，他都能对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领域的大事小事侃侃
而谈，并且有着超乎同龄人水平
的见地。”于阳红深知这绝非一日
之功，“据我分析，这是他长期爱
好阅读报刊杂志、对时事信息保
持高度敏感打下的基础。”

在长沙市一中，陈则尧的突
出表现有目共睹，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的多位老师都毫
不吝惜对他的溢美之词 ：“他多
次在国旗下讲话，在开学典礼上
发言，在学生会换届选举时作工
作报告，给人深刻印象！”

长沙市一中

陈则尧：见多识广的“非典型理科男”

校长赵雅茜推荐理由（节选）：
各科成绩均衡，主科成绩优

异。乐于助人，勇于担当，善于垂范，
多年来一直坚持用节省出的零花钱
不定期资助边远山区贫困儿童。是
一中学子的杰出代表。

长沙市一中

姚欣敏：连教参也敢质疑的“学霸”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凌晴
在外人眼中，能从“学霸”云

集的长沙市一中脱颖而出，被校长
亲自推荐上北大，姚欣敏肯定是“学
霸中的学霸”。事实上，小姑娘有
个更“著名”的称号叫“问题少女”。

“她极富质疑精神，多次就教
参（教学参考书）上的错误向老师
提出疑问。”聊到这个综合成绩居
年级第二、担任班级学习委员的得
意门生，班主任于阳红开玩笑地向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形容她，“让
老师们既省心，又偶尔‘头疼’。”

“具 有独 立 见解与批判性 思

石门县一中

熊睿：最有威望的“大哥大”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熊睿并不

算是个幸运儿——父亲在他念高二
那年去世了，留下他和妈妈相依为
命；但另一方面，家庭变故让他比多
数同龄人更早地学会了责任和担当。

“ 懂 事 ” 二字 是 被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问起对熊睿的印象时，
师生们脱口而出的一致答案。班主
任覃小爱至今记得在他刚接手这
个班时，作为班长的熊睿主动给他
发了条短信，大意为“老师您放心，
我会和您一起把班级搞好的”。之
前并不知道谁是熊睿的覃小爱，自
此记住了这个暖人心窝的孩子。

学校教务科副科长张岱帆是
熊睿的良师益友，两人经常一块谈
天说地。在他看来，“这个穿着朴
素、生活节俭的孩子很有骨气和志
向，他多次跟我说一定会通过自己
的努力走出困境”。

考虑到熊睿家里的特殊情况，
班主任覃小爱会不时问问他学习和
生活上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其
实覃小爱知道，即使有困难，熊
睿也不会开口提。“在他父亲去世
的前一个月，班上刚好有个同学的
母亲去世，同学们特意为此组织了
捐款。后来，他在父亲去世后专门
找到我，希望不要再举行捐款活动
了。”覃小爱分析认为，熊睿有此举，
一来是不想给同学们添麻烦，二来
也不希望私事过度地被人知道。

虽然家庭遭遇了不幸，但 乐
观开朗的熊睿并未被打倒，在舅
舅的资助下他得以留在学校继续读
书，因此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
学习机会。平时班上有些调皮的同
学不爱学习，熊睿看不惯就会去管，
有时甚至是很严厉地批评对方。

懂事的熊睿是班上名副其实的
“大哥”，而张岱帆告诉记者 ：“这

小子在全校都有一定威望咧！”原
来，成绩优异加上擅长体育运动，
让熊睿颇具知名度和召唤力——
平时有什么活动，只要他一吆喝，
很多同学都会积极响应。至于各种
学科竞赛，熊睿更不会拉下。在第
30 届全国中学生学科知识竞赛中，
他物理获国家级二等奖，数学获省
级三等奖，化学获市级一等奖。此
外还擅长书法、象棋等。

虽然这次获校长实名推荐，但
熊睿没有松懈。班主任覃小爱给
他的忠告是 ：“一切从零开始。要
真正靠自己的实力考上北大，降分
录取资格只是为以防万一。”

 校长侯宏泉推荐理由（节选）：
品学兼优，综合素质高，是我

校高三学生中的佼佼者。担任班长，
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正义感，工作
认真负责，组织管理能力强，能高质
量地完成班级各项管理事务。交际
能力强，懂事，我很喜欢和他聊天。

维”，则成为该校校长赵雅茜向北
大推荐姚欣敏的重要理由。

据传，姚欣敏很能把握学习节
奏，与多数同龄人一样，她在课余
时间也爱看漫画书，爱玩电游，几
乎每周都要“过把瘾”。直到进入
高三后，紧张感来了，这才玩得少了。

离高考越来越近，姚欣敏把目
标定在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她对生物学科有种天然的渴
望。”从一次班级分享会中，班主
任于阳红就知道小姑娘“心有所属”
了。分享会是该班的传统活动，通
常在每天下午上课前，由一名同学
进行十分钟的阅读分享交流。那次，
姚欣敏专门制作了一个题为《那些
奇葩的生物》的 PPT，生动地介绍
了陆地上、海洋中的许多罕见物种。
讲演时，她突出的数据记忆力、信
息处理能力令于阳红印象深刻：“一
个个复杂的数字，她都能脱口而出，
却不显累赘——我都听入神了。”

校长赵雅茜推荐理由（节选）：
个性阳光，真诚豁达，孝敬父

母，友善同学，富有爱国情怀。三年
来一直担任班级学习委员，能创造性
地开展工作，为班级成绩的提升并
稳定在年级最前列贡献了自己的才智
和力量。

（下转 A0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