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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故事
林万东

天朗风清，像未来的颜色

一个多

体力劳动，全家的经济来源都靠母亲在昆明的一

月前，清华大学

家工地搬砖背沙。承受着几倍于寻常家庭的压力，

的一纸捷报，辗转 2300
多公里，抵达云南省曲靖市阿都乡的贫困考生林
万东手中。那时的他，正大汗淋漓地在工地搬砖头。

这个有两名大学生的农村家庭并没有被击倒。
今年高考，林万东理科 713 分，通过清华大
学“自强计划”被自动化系录取。高考结束后，

林万东出生在云南宣威市阿都乡的一个山村

林万东曾去昆明的一处工地陪母亲一起打工。他

中，那里是深度贫困地区。家中姐弟三人，姐姐

在日记中默默写下：“唯有自强不息，才会有日

在上大学，弟弟还在念高一。父亲因病不能干重

后的无限可能。”

谢柏庭

IMO 满分金牌得主

在 2019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IMO）赛

华。 不 过

场上，中国队以 227 分总成绩与美国队并列世

由于年级不

界第一。这是中国队 8 年来再次全体队员摘金。

同，今年入学的仅有谢柏庭一人。

来自浙江乐清的谢柏庭和另外两名队友均获得了

早在 2016 年，谢柏庭就在全国高中数学联

满分，被媒体盛赞为“王者归来”。三位满分得

赛中获得一等奖。同时，作为全国联赛成绩优异

主均因入选国家队而获得保送资格并申请保送清

的选手，他获得了参加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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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O) 的资格。2018 年，谢柏庭获得中国数学奥

他科目也很强。他最爱的体育运动是跑步。谢柏

林匹克竞赛金牌，后从 60 位优秀选手中脱颖而出，

庭认为，适当的体育运动，既能锻炼身体，又可

入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集训队，一步步进入

以使大脑得到放松，从而提升学习效率。被录取

国际数学奥赛。

至清华数理类的他，将在大学生活中继续自己的

在高中学习生活中，谢柏庭不仅数学好，其

数学之旅。

马一波

被《从一到无穷大》激励
2019 年 清
华大学的招生宣
传片《从一到无穷大》

成为马一波的梦想，他渴望能进入这所大学学习。
“高考前，我看到了《从一到无穷大》。
看到有那么多贫寒学子通过努力考入清华，作

中，有一位学生韩储银。他在四年前通过“自强

为同样是农村学子的我，体会到了清华大学‘自

计划”来到清华。而今年，有一位新生因此受到

强不息’精神的力量，非常受鼓舞。”马一波

激励，也从他的母校平凉市静宁县第一中学考入

说。高考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清华大学数

清华，他就是马一波。

理类。“我一直喜爱物理，虽然成绩并不突出，

早在马一波高中入学的开学典礼上，静宁一

但是我相信这种热情会伴随一生。我希望以后

中的校长就讲述了韩储银自强不息，以全省第三

能走上科研的道路，在自己的领域内精耕细作，

的优秀成绩考入清华的故事。从此，“清华”也

作出贡献。”

周鹏宇

接过“绿色通道爱心大礼包”
被人民日报等媒体广泛报道的《爸爸，我考
上了清华大学，以后别再对我撒谎了》一文的主

病 之 事。 父

人公，也是清华大学九字班新生中的一员——来

母的良苦用心激励

自江苏省如皋中学的周鹏宇。

周鹏宇更加发奋读书，最终在高考中以 421 分（江

在周鹏宇高三的关键期，父亲查出罹患肝
癌，并已经转移到肺部。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学业，
父母决定对其隐瞒，但周鹏宇无意间还是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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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父亲患

苏总分 480 分 ）被清华大学机械航空与动力类
录取。
由于周鹏宇父亲长期治疗开销巨大，得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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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情况后，清华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老师

手中接受了“绿色通道爱心大礼包”。“绿色通

主动与周鹏宇取得联系，向他介绍学校的资助政

道”是清华的传统，新生在入学报到时如果存在

策，宽慰他不要担心上不起学的问题，并为他发

缴费困难，可以直接通过报到现场的“绿色通道”

放了来校的路费和前两个月的生活补助。新生报

申请无息临时借款用于缴费，顺利完成注册手续，

到时，周鹏宇在迎新“绿色通道”处从邱勇校长

成为清华大学的新生。

鹿泽宇

探索未知和自然的奥秘令人着迷
化生类新
生鹿泽宇出生于

笔法行文，也值得细细品味。在他看来，读书要
么不读，要么就要仔细琢磨。

2004 年，是 3000 余

鹿泽宇曾获得第 32 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

位新生中年龄最小的，既有充满活力的性格和表

（ 决赛 ）银牌，化学是他的最爱。未来他也想

达，也有一份超乎年龄的成熟认知。

继续在化学特别是超导体领域从事研究。鹿泽

见到鹿泽宇时，他正阅读邱校长赠给新生的

宇说，他从小就对数学、物理这些基础学科很

书籍《万古江河》。他说，通过这本书，能读到

有兴趣，探索未知和大自然的奥秘，对他有莫

很多课堂上无法了解的历史脉络和细节；书中的

大的吸引力。

孟繁锟

骑行 1700 多里到清华报到
今年开学季，来自九字班的“骑行少年”

北！酷暑

孟繁锟受到不少关注。他的老家位于安徽省阜阳

难 耐、 雷

市临泉县，高中就读于阜阳一中。今年高考他以

雨 交 加， 堵

685 分被清华大学机械、航空与动力类录取。

车、修路、扎胎、

7 月下旬收到录取通知后，早就想来一场远

饥 饿 …… 过 程 虽 然

距离骑行的孟繁锟提出：我要骑车去清华报到！

坎坷，但最终到达清华门口的那一刻，父子俩都

父亲孟涛立即表示支持，但因担心安全问题，

觉得太值得了。

最终决定陪儿子共同完成这个计划。
8 月 1 日到 8 月 12 日，父子俩跨越安徽、河
南、山东、河北，瞄准北京、瞄准清华，一路向

父亲将自己骑的自行车办了托运回家，儿
子的“坐骑”则留在了清华园。孟繁锟正式开
启了大学生涯。未来四年，他还将继续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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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双胞胎 携手入清华

张家豪和张家杰

今年录取的新生中共有 4 对双胞胎，分别是
来自四川石室中学的张家豪和张家杰，来自清华

戴蓓和戴蕾

选择了以自强炼傲骨、以厚德见百态，就意味着
选择了行胜于言、家国相牵。”

附中的卢逸名和卢逸杰，来自天津南开中学的戴

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的戴蓓、戴蕾则是双

蓓和戴蕾，以及来自福建龙岩一中的廖子健和廖

胞胎中唯一一对姐妹。姐姐戴蓓入读临床医学

子康。

类，妹妹戴蕾则是化生类新生。姐妹俩的容貌和

今年高考中，张家豪和张家杰两兄弟都考

专业虽然不完全一样，对起话来却是异口同声、

出了优异成绩。张家杰一直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格外默契。爱唱歌、爱画画、爱动漫、爱打羽毛

有浓厚的兴趣，从高中开始参加全国信息学奥林

球……作为理科生，姐妹俩的兴趣爱好丰富多彩，

匹克竞赛，并在 NOI2018 中获得银牌。高考后，

性格也非常活泼开朗。选择医学和化生专业，她

他通过了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堂班（智班）的选

们对紧张的学业强度已经作好了思想准备，尽管

拔。哥哥张家豪也曾在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拿到

如此，她们还是希望能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学生

银牌。在选择专业时，他选择了清华大学电子信

社团和社会工作，在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全方位体

息类。对于兄弟俩而言，“选择清华，就意味着

验清华的精彩与优秀。

武亦姝

“国民才女”入读新雅
2017 年
2 月，1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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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高考成绩出炉后，她以 613 分的好成绩入读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

的武亦姝在央

武亦姝表示：“清华大学严谨求实的学风一

视《 中 国 诗 词 大

直以来都吸引着我。无论是追逐人生理想，还是

会》第二季总决赛现场

过好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严谨求实、行胜于言，

大放异彩，凭借强大的实力和淡定的心态成功夺

从来都是最重要的品质，也是我希望能够一生践

冠，被誉为“国民才女”。今年，毕业于上海复

行的准则。能在这样一所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

旦大学附属中学的武亦姝参加了清华大学领军人

真读书的大学求学，在这里涵养自己的品行、开

才选拔，并因表现优异获得了降一本线录取的认

阔自己的视野，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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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洁

梦想伊始，一切皆有可能
作为近几年中国围棋第一人以及世界顶尖围

在 努 力

棋选手，柯洁目前已是世界围棋史上最年轻的“七

学 习， 每

冠王”，从四段直升九段，17 岁时已排名世界第

天都读书到

一。2017 年 5 月，他与人工智能机器人 AlphaGo

很 晚，“ 围 棋

的三盘大战，更是引起全世界的瞩目。

比赛和学习都非常

今年，柯洁以运动员身份被保送清华。在中
国围棋界，很多知名棋手以运动员身份进入清华

重要，只有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才能追赶
上来”。

大学学习。中国围棋世界冠军古力今年夏天刚刚

面对大学生活，柯洁希望沉下心，像大家一

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另一位世界冠军江维杰

样面对大学这个新起点、新征程。“梦想才刚刚

是清华大学 2017 级学生。

开始，未来的路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我会

柯洁说，“选择清华，就意味着要比别人
付出更多的努力”。新生报到前不久，他一直

努力与老师同学们好好相处，多向他们学习，不
断提升自我。”

冉宁可

酷爱计算机的中国迷
来 自 美

负责人。

国 的 冉 宁 可

冉宁可还是位中国迷，他从高中开始学习

（NICHOLAS

中文，已经有三年学龄的他可以流畅地用中文

MATTHEW RAMOS）

交流。冉宁可还自编了学习中文的程序 Fluent

高中就读于伊利诺伊州数理高中，这所高中在

Reader，并与周围喜欢中文的同学分享自己编写

诺奖得主 Leon Lederman 的倡议下创立，2019

的程序和学习心得。未来，他将在清华大学计算

年在全美公立学校中排名第一（NICHE 网站数

机类继续深造。

据）。在这样一所人才济济的学校，冉宁可不但

“我对软件开发很着迷，希望用数学这一强

各科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在学校内外的许多活动

大的工具解决计算机科学上遇到的很多问题。清

中表现出出众的领导才能。他曾连任高中学生乐

华大学的计算机学科很厉害，我期待今后能在这

团的团长，还是学校科学与计算机代码俱乐部的

一领域认真钻研。”冉宁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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