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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谢昀廷的过程中! 她和老
师的对白非常精彩"

谢昀廷#$我的问题特别多! 老师
总是被我%磨&得很惨' (

教语文的黄老师#)学生爱学习!

老师感到很欣慰!被学生%磨&!是一种
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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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昀廷身材高挑!留着齐耳短发!

看起来非常精神' 与很多追求时尚的
少女一样!上网*看电视是谢昀廷的生
活乐趣之一!她喜欢看电影!+哈利,波
特-已经出品的电影她几乎全都看过'

她有自己的微博! 和同学聊天时热议
)达人('

最令同学们佩服的是! 谢昀廷能
够把学习时间和社团活动都安排得井
井有条' 她从初一开始当班长!还是海
口一中初中部的学生会主席! 学校举
行运动会*合唱比赛*演讲比赛等大型
活动时!她常常要担负策划任务'

谢昀廷和)一等奖(很有缘分' 在
初中期间! 她连续三年参加全国中学
生英语能力竞赛获一等奖' 她参加全
省科技创新大赛!以一幅名为+城市保
护伞-的科幻画获全省一等奖' 她在学
校所策划的活动!也经常获评一等奖'

在学校运动会上! 她还拿过体育百米
赛跑第一名'

海口一中初中部的陈小梅老师对
谢昀廷印象深刻' 她说!谢昀廷从初一
进校读书!听课非常认真!积极主动回
答问题!做作业非常认真!她的字迹很

工整!看起来很舒服' 她的作业本!但
凡错的地方!都会用红笔改过'

教语文的黄老师谈起谢昀廷!说
了一句很诗意的话)心有多远!便能走
多远(' 她认为!谢昀廷中考夺冠和平
时勤奋认真有关' )她是个追求卓越的
人! 经常在学校文娱活动上担任主持
人!班级合唱*演讲比赛中!她同样表
现突出' 她责任心强!做事很尽心!比
如说!学校办运动会!别的同学提前一
周练!她会提前一个月练' (

作为班长兼学生会主席! 谢昀廷
要抽出不少时间从事组织工作' 她一
直尽职尽责!从来不抱怨什么' )我先
把学习时间安排好!提高学习效率!课
下的时间便可以自由支配了' (谢昀廷
说! 参加和组织各种活动提升了自己
的协调和组织能力! 是有利于个人成
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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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昀廷的父母在医疗行业工作!

一人当医生!一人当护士!父母对工作
认真负责!潜移默化间影响到女儿!谢
昀廷的学习态度一直很严谨' )无论我
考得好或考得差! 父母并没有特别奖
励或责罚我! 他们认为过程比结果重
要!平时努力去学习就行了' (

谢昀廷在介绍学习经验时说!要
勤奋*要认真!无论是对于自己喜爱的
科目! 或是不太热衷的! 都要认真对
待' 她平时对自己要求很严格!遇到不
懂的题目!会千方百计将其搞懂!发现
薄弱环节绝对不会轻易放过! 想方设

法查漏补缺'

谢昀廷的英语成绩一直很出色!

她从小开始学剑桥英语和新概念英
语!经验是#大胆开口说英语!多练英
语对话'

她把自己数学成绩优异归功于老
师的引导!)教数学的梁老师鼓励大家
积极创新! 上课时支持同学们寻找不
同的解题思路!从各个方面开拓思维!

让我们深受启发' (

)学语文要背熟要求背诵的句子*

段落!特别是古诗文' 基本知识点都在
课文上! 学语文要靠积累! 语感要流
畅' (谢昀廷的经验是!不能为做题而
做题!要注重综合!总结各种题型的规
律' 比如做阅读题要擅长从所给材料
中找出答案!仔细揣摩命题人的想法'

她最喜欢的学科是地理!)看世界
各地的地图! 如同自己亲临其境感受
各地风光' 学地理时!我喜欢按记忆来
画地图!比如画出中国地图之后!再在
对应位置上标出各省份的名称' (

回首初中生活!谢昀廷用)多姿多
彩(四个字来总结' 她说!海口一中学
习氛围很浓!同学之间关系融洽!大家
经常在一起展开讨论! 共同寻找疑难
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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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完中考之后! 谢昀廷感觉考
得并不理想!虽然期望能夺满分满星!

但是并不笃定' 她的老师们说!她得全
省第一!并不是因为运气!而是在大家
的意料之中'

据其班主任王春燕老师介绍!平
时考试!谢昀廷不仅总分排第一名!各
学科经常得满分' 她属于各学科均衡
发展的学生! 无论是语文* 数学* 英
语等 )主科(! 或是音乐* 美术等
)副科(! 均样样出色' 在初中三年!

她的成绩一直很稳定! 总是稳坐第一
名宝座' 只有一次考生物时出了点意
外! 漏做了一页题! 那次考了第二
名' )她的好学是出了名的! 上课听
讲* 做作业都很认真! 有时候连课间
活动时间也利用上! 把课堂笔记整理
得工工整整的' 她不仅自己学习能力
强! 还热心帮助别的同学'(

说起谢昀廷)磨老师(的功夫!有这
么一桩事例#有一天中午放学!她在楼下
遇到化学老师!开始请教问题!而后又追
到办公室问!一直问到中午##$%'

谢昀廷)磨老师(很有心得' 她说!

经常看到老师被同学们围得严严实
实!为了不浪费老师的宝贵时间!又能
满足自己的求知心! 她从来不打无准
备之仗! 而是会把学习中遇到的各种
问题拿本子记下来! 看到老师有空就
赶快追上去问'

)她确实很喜欢问问题' (教化学
的李老师说!昀廷问的问题很有深度!

把问题整理得很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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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教过的最让我省心的学
生了!我感到非常骄傲' (&月#'日!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 罗道皇的班主任冯
树华骄傲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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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一件洗得有些泛白的(恤!配一
条七分牛仔裤!外加一双拖鞋!这是&月
#'日中午! 记者在澄迈老城中学一间办
公室内见到的罗道皇' 他安安静静地坐
在老师和母亲的身边! 记者问一句他答
一句')从初一到初三!他每次考试!每门
功课都会在#%%分以上' (冯树华说!罗
道皇从初一到初三均在她的班上! 她对
罗道皇的学习情况最了解'

因为学习好! 罗道皇一直是老师
的好帮手! 不仅经常耐心地给同学讲
解难题! 而且经常给同学们介绍自己
的学习方法' 有时候!学校还会专门组

织他向全校学生传授自己的学习方
法' )他是个会学习的孩子!从来都没
有看他加过班' (冯树华说!罗道皇让
老师很省心! 而且给全班同学都起到
了榜样作用'

)其实我还是有压力的!长期保持
第一也是件难事!需要不停地努力' (

罗道皇说!学习的时候!一定跟着老师
走' 他会在每节课前做好预习!提前把
所要学的内容自学一遍! 然后紧跟老
师的步骤走!这样学起来比较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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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澄迈县老城大亭村委会
富巷村的罗道皇!在家中排行老幺'父
亲一直在老城镇上踩三轮车! 母亲是
一名临时工! 两人均只有初中文化水
平' )他很爱学习!从小就喜欢从外面
找来各种课外书看' (罗道皇的母亲徐

英春说! 儿子学习好在村里是出了名
的!作为母亲!她为有这样一个儿子感
到骄傲'

#'日下午! 记者和罗道皇一同来
到他家' 一幢一层平顶房!一共有四个
房间' 由于家中人口多!房间显得有点
拥挤!但收拾得很干净' 罗道皇就睡在
客厅! 床边的书桌上摆满了各类学习
书籍!客厅的墙壁上贴满了他的奖状'

)太多了!没有全部贴出来' (母亲徐英
春一边说! 一边从抽屉里翻出罗道皇
上初中以来获得的各类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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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听英文歌曲!最喜欢的
外国歌星是加拿大歌手艾薇儿' (罗道
皇说!上初中以后!从姐姐那里接触到
英文歌曲后就迷上了' )经常听英文歌
曲不仅可以放松自己! 而且能够提高

自己的英语水平' (罗道皇说!一般男
生对英文很头疼! 但是老城中学的学
生英文都不错!同学们都爱学习英语'

除了爱听英文歌曲外! 罗道皇另外一
个爱好就是打羽毛球'

)我们学校今年能够取得这样的
成绩! 我们感到很自豪'( 老城中学
校长秘书王芳说! 除罗道皇取得全省

并列第一名外! 还有两名同学的中考
成绩分别名列全县第二和第三' 据了
解! 澄迈县老城中学是一所教学设施
相对落后的普通农村中学! 近几年每
年都有#%%多名初中毕业生被省* 县
级重点中学录取' )%%&年! 该校学生
王徐生曾以'#分#$个星的成绩获得全
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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