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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丘敏华 实习生

卢辉源）

日前，第 52 届国际化学奥林匹

克竞赛结果公布，中国队四名学生获得

了三金一银的佳绩。 其中，华南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

（以下简称 “华附 ”）

古云天

同学获得金牌，中国第一、世界第三。 接

下来，古云天将进入北京大学元培学院

继续深造。

“平时练习的题更难，竞赛题目

太简单了”

据悉，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是考

验全球高中生化学水平的最高赛事。 受

疫情影响，本届化学奥林匹克竞赛改为

了网络远程考试， 于北京时间 7 月 15

日至 7 月 30 日在超过 80 个国家里举

行，共 300 多名高中学生参与。 古云天

以中国第一、 世界第三的佳绩夺得金

牌，这也是华附的第 3 枚国际化学奥赛

金牌、第 16 枚国际奥赛金牌、第 18 枚

国际奥赛奖牌。

对于此次化学奥赛的题目，古云天

说，赛前都是照着难题练，难度比竞赛

的题目难很多，最后竞赛时觉得题目确

实很简单。 今年 4 月，古云天以冬令营

决赛第一名的成绩入选中国代表队，代

表我国中学生参加第 52 届国际化学奥

林匹克竞赛。 而实际上，他在高中之前

未系统接触竞赛。

古云天告诉记者，自己是初三时爱

上化学的，“因为化学可以解释很多东

西，当学习了更高深的理论之后，就不

用靠经验去解释， 也不需要死记硬背，

觉得很有意思。 ”

实际上，古云天在高中前并没有专

门接触竞赛。 据介绍，古云天在高一开

学后感到了压力。 他说：“因为刚进华

附，我发现初中学习已经落下一大截。 ”

直到上高二， 古云天才参加第 32 届中

国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由于实验部分没

有做好，最后只拿了银牌。“这是我遇到

的比较大的挫折，挺难过，后面就暗自

下决心一定要更努力”。

“该玩的时候认真玩，该学的时

候认真学”

从高一没拿到省奖的“小萌新”，到

高二入选省队， 从高三考取全国第一

名、入选 4 人国家代表队，古云天靠的

是自律、勤奋和强大的执行力。

班主任陈向丽表示，古云天对未来

的发展有着清晰的规划并有很强的执

行力。 虽然高一刚进来时不拔尖，但他

懂得乐学、苦学、巧学，早上 5 点多就起

来学习，努力追赶其他同学。 此外，即使

将很多精力投入到奥赛里，他也能很快

地回归到常规学习中。

化学竞赛组教练、化学科组长徐文

忠介绍，古云天对化学竞赛有很高的热

情，返校复课后，早上 6 点多就开始在

化工实验室里坚持自学， 直到晚上 10

点半才回宿舍休息。

“我初中在一所民办学校住宿，学

校管理非常严，每周日晚上上学一直到

下周六下午才回家。 ” 古云天笑着说，

“当时又没有手机， 就只能逼着自己学

习，逐渐就习惯了。 ”

除了爱学，古云天也爱玩，如下棋、

打球、 游泳等，“该玩的时候认真玩，该

学的时候认真学。 ”此前古云天给自己

定下的目标就是， 在华附的种种活动

中，认真用心地玩。 班主任陈向丽介绍，

古云天的生活作息和饮食非常规律，早

睡早起、常吃水果。 每天下午都去长跑，

还有丰富的爱好兴趣，积极参加学校的

各类活动。

“他的事情他自己负责，家长做

个甩手掌柜”

这样的牛娃是怎样养成的？ 古妈妈

坦言，儿子在深圳读小学，没有特意找

学区房，是就近入学，当时调皮好动，成

绩并不好，但小学只要打好基础、养好

习惯就行。

古妈妈介绍， 古云天初二开始发

力，考试经常第一名，拉开第二名三四

十分，相当于没有竞争对手，所以那时

学习比较松懈。 到了华附，看到这么多

优秀同学，就有追赶的动力。

古妈妈表示，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

中，比较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他的

事情他自己负责，家长做个甩手掌柜”。

古妈妈说， 古云天参加什么培训班，买

什么参考书都是他自己决定的，“我们

只负责付款，而他不想去培训班就可以

不去。 只要方向是对的，是他自己作出

的选择，我们都会支持他去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孙小鹏 实习生

郑植方）

7 月 31 日， 中山大学 2020 年

强基计划考核在广州校区南校园举行

（辽宁考生进行线上面试， 考试安排将

另行通知考生）

。 考核包含面试和体测

等， 其中面试题目与联系时事热点，出

现与疫情内容相关等题目。

考场内：考题特别，注重临场发挥

为切实保障广大考生和考务工作

人员的健康安全，确保强基计划面试和

体质测试顺利进行，当天考生严格按照

准考证安排分批报到。

据了解， 这次强基计划的考试分

为面试和体测。 面试采取专家、 考生

“双随机” 抽签的方式， 测试全程录音

录像。 体质测试安排在面试考核结束

之后进行。

有考生告诉记者，面试是 7 人左右

一组， 不同科目的考生在同一个组，先

进行自我介绍，再轮流回答自己抽到的

题目，最后可以对别人的题目补充自己

的见解。 大部分考生反映，抽到的题目

都是自己没有做过准备的，更注重临场

发挥和表达能力。

提到与高考相比的不同之处，有考

生说：“没有参加高考那么紧张，强基计

划和报志愿是两回事， 但难度是很大

的。 因为强基计划对课外知识以及本专

业的要求是更加高的，不像高考考查的

是课本的知识，所以需要自己在课外有

非常多的知识储备。 ”

参加数学类考试的张同学说，他抽

到的题目是关于多面体，这不在他们的

课堂学习范围内，但他结合平时看的一

些数学科普类视频进行了作答。 参加物

理学类考试的吴同学也表示，原以为是

解答物理题，结果抽取到的题目却是评

价邓稼先先生的事迹， 这让他感到意

外。

也有抽到其他科目内容考题的学

生，比如参加汉语言文学

（古文字学方

向）

的张同学和文同学就都抽到了哲学

类的题目。“我抽到的问题是艺术能否

被超越。 我回答的是艺术不能被超越，

科技只能模拟人的思想，但不能模拟人

的情绪。 ”张同学说道。文同学说：“我的

题目是宗教的意义。 我说是道德上的教

化作用，趋人向上。 ”

不少参加汉语言文学

（古文字学方

向 ）

考试的考生表示，笔试的古汉语翻

译有点难度，只能先把简单的内容先翻

译出来，比如日期和地名之类的。 有考

生表示，自己考前有先查阅古汉语相关

的资料，但恰恰没有了解古汉语翻译的

内容。

除此之外，强基计划的题目和时事

热点紧密联系，疫情等内容出现在面试

题目中。 有考生告诉记者，她抽到的题

目是： 如果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出来了，

世界将会怎么样？ 这名考生说：“因为比

较关注疫情， 疫情的新闻看了很多，对

题目的回答感觉还可以。 ”

考场外：支持孩子参加，为孩子

感到骄傲

据了解，中山大学今年强基计划招

生计划为 150 名。 招生专业包括数学与

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生

态学、汉语言文学

（古文字学方向 ）

、历

史学、哲学、基础医学等九个专业，每个

专业招生 15-20 人。

上午十点多，已有不少家长冒雨等

在中山大学门口。 从河北来的鲁阿姨表

示，对于孩子参加强基计划，她是很支

持的。 孩子小升初、初升高都是通过自

主招生，所以对这个渠道有好感。 她觉

得今年是强基计划元年，这两年国家对

基础学科也十分重视。

“我儿子是那种比较有家国情怀的

孩子，我儿子的原话是，难得国家的需

要和我个人的爱好相吻合， 如果有人

上，为什么不能是我。 ”鲁阿姨骄傲地

说，“我觉得小男孩能说出这句话，我也

挺自豪的。 ”郭先生也表示，孩子从小就

对物理感兴趣，家里也很支持，在参加

强基计划和专业选择的方面，家长都尊

重孩子的想法。

据了解，根据此前的安排，学校将

于 8 月 5 日前公布录取名单并公示录

取标准。 被正式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生

源所在省

（区 、市 ）

后续高考志愿录取；

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加生源所在

省

（区、市）

后续各批次高考志愿录取。

中大今年强基计划招生150名

疫情相关内容进入面试题

中国队四名学生在第52届国际化学奥赛夺三金一银

华附学子古云天中国第一世界第三

古云天

(

右一

)

与另外两名获奖的同学。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