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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颖华

8月14日，历时4天的第28届全国中学生
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在河北衡水圆满结束。萧
山中学的邵承骏、沈扬，在教练黄云光老师的带
领下，分别以全国第3名和第23名的好成绩，从
来自全国各地的240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跻身金
牌榜，同时，入选国家集训队，保送清华大学。

此次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共产
生金牌72枚、银牌72枚、铜牌96枚。浙江省获
得了7枚金牌，其中，杭二中2枚、萧山中学2枚、
镇海中学1枚、富阳中学1枚、诸暨中学1枚，这
是浙江省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

据了解，比赛限定每所学校最多只能有2名
学生参加比赛；获得全国前50名的学生入选国
家集训队，随后通过清华大学现场面试，方可获
得保送名额。萧山中学两人参赛，双双获得金
牌，并入选国家集训队，保送清华大学，创造了
萧山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

有意思的是，创造这一佳绩的邵承骏和沈
扬，不但是萧山中学高二（1）班的同班同学，而
且两人都来自义桥，都是义桥镇教师子弟。邵
承骏的妈妈是渔浦小学的老师，邵承骏的爸爸
和沈扬的爸爸妈妈则都是义桥二小的老师。

两人双双斩获金牌，入选国家集训队并保送清华

第28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14日揭晓，萧山中学的邵承骏和沈扬，分别以
全国第3名和全国第23名的好成绩跻身金牌榜，两人都来自义桥。

固执坚守，终而无悔

我很荣幸自己进入了萧山中学，很荣幸
自己参加了生物竞赛，感谢萧山中学给予我
莫大的机会，感谢“光哥”（教练黄云光老师）
一路风雨相随。两年多的学习，构成了我高
中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我的高中
生活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初入生物
竞赛时的懵懵懂懂，凭借着一腔热血，凭借
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不断地深入
学习。一路上，有苦有泪，有甘有甜，磕磕绊
绊，却也始终不肯停下自己的脚步。也许，
正是这一份执着，这一份热血，支撑我走到
现在，走向未来。

临国赛的前几天，想到即将要与全国各
地240名考生同台竞技，我才更深刻地认识
到，我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甚至比一个普通
人更胆小。入考场的紧张、焦虑、不安充斥
了我的内心世界，如魔咒般萦绕在我心头，
久久不能散去。这样的紧张心理，与考场上
谁都能听到谁的操作、进度的恐怖氛围，造
成了我理论考试时的仓皇、实验考试时的狼
狈不堪。

考理论时不时看错题目；生化考试时分
光光度计意外失灵；离心机因紧张没去好好
调平，结果发出巨响引来监考老师；生态考
试时把小球撒了一地，诸如此类失误数不胜
数，给我带来了让我近乎崩溃的巨大压力。
然而，既然已经踏入考场，已经走到了这一
步，就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便一往无前，以
不留遗憾。

以上是我想说的。固执坚守，终而无
悔。最后，我还是要由衷地感谢给予我大力
支持的“光哥”、老师、同学及学校。

——邵承骏

■记者 朱颖华

8月15日下午3点多，记者见到了
刚刚获得第28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
匹克竞赛第3名的邵承骏和他的爸爸。

在萧山中学图书馆4楼的生物竞赛
教室里，提前半小时就到达约定地点的
邵承骏正专心地摆弄着窗边的一台显微
镜。一副黑框眼镜，一件T恤衫，眼前的
邵承骏就是一个安静而内敛的大男孩。

历经2个多月的南征北战

说到获得全国金牌、进入国家队和
保送清华，邵承骏依旧是一脸淡定的神
情。其实，波澜不惊的背后蕴藏着近2
个多月来的层层历练和辛勤汗水。

今年5月，浙江省2019年生物学联
赛成绩揭晓以后，排名第一的邵承骏就
开始了向国赛全力冲刺的艰苦征程。先
是到杭州参加杭州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
的集训，随后接受省队选拔，入选省队后
又到湖北武汉参加为期25天的学习，再
到江西南昌参加为期10天的学习，然后
回到浙江大学培训，一路马不停蹄。

好事多磨。终于到了要踏上河北衡
水参加最后比拼的日子，他们又遇上了
台风“利奇马”。8月10日，取消高铁后，
邵承骏由父亲托朋友开车送到安徽芜
湖，与浙江省的另外7名参赛选手一起
包车赶往目的地，到达河北衡水时已经

是11日凌晨2点。11日下午理论考核；
12日一整天的实验考核；13日参加组委
会活动；14日上午公布比赛成绩，下午
接受清华大学现场面试，面试通过后与
清华大学现场签订保送协议。

至此，2个半月的南征北战终于有
了最好的结果。

经过2年多的执着坚守

邵承骏与生物竞赛的缘分，源于个
人内心深处对生物学的热爱，始于校生
物竞赛班的一条招募短信。

还在渔浦小学读书的时候，邵承骏
就表现出对生物、化学等知识的浓厚兴
趣。到了初中、高中，他对生物的热爱更
为强烈。身为义桥二小教师的邵爸爸说
道：“承骏就喜欢思考生物方面的问题，
平时看的都是与生物相关的书籍，家里
关于生物学的书能摆满两个课桌。”邵承
骏自己也说：“我喜欢生物，生物跟我们
的生活息息相关，让我时刻想去探究。”

2017年 3月进入萧山中学提前班
后，一条校生物竞赛班的招募短信引起
了邵承骏的兴趣。一直喜欢生物、化学
的他，顺理成章地报名参加，成为了生物
竞赛班的一员。邵承骏清楚地记得，开
班的第一节课，大教室里坐了近百名同
学。此时的他没有想到，与他一起坐在
教室里上课的这近百名同学，在此后2
年多的大浪淘沙后，最终只剩下了三四

个人，而他则是其中之一。
生物竞赛之路充满了挑战，也充满

了许多未知的因素。邵承骏一路走来，
遇到了不少坎坷。能够走到最后，得益
于他始终抱守初心，执着坚守，才收获了
最后的胜利。

2018年，在已经获得了浙江省一等
奖的情况下，考虑到竞赛对正常学习精
力有所分散，家人建议他把竞赛放一
放。那个暑假，邵承骏没有和同学一起
去参加竞赛辅导，但他整个假期都抱着
生物学的书籍自学。坚守初心的邵承
骏，打定主意，坚持到底。他说：“不拼到
底不甘心，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底。”
正是这样的坚定，扭转了家人原本的想
法。爸爸妈妈决定全力支持他，不管最
后结果如何，陪承骏一起享受努力的过
程。“陪伴是最好的教育”，邵爸爸说，“我
们相信，坚持到底就是收获。”

站在新的起跑线重新出发

采访快要结束时，趁着记者与邵爸
爸交谈的间隙，邵承骏从教室的书架上
挑选了5本生物课外书抱在手里，准备
带回家钻研。

虽然已经保送清华大学，没有了高
考升学的压力，但新的挑战已经摆在面
前。接下去，邵承骏马上要迎接国家集
训队的筛选。下学期，国家集训队会通
过几轮考试，从50名学生中选拔出4人

参加国际比赛。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
好士兵，能够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比赛，
是邵承骏和教练黄云光共同的梦想。
等到寒假的时候，邵承骏打算一边训
练，一边为清华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做些
准备。因为寒假过后，他就要去清华大
学上课了。

一路走来，邵承骏和父母都感慨良
多。他们说，取得这样的好成绩要由衷
地感谢给予大力支持的老师、同学及学
校，特别是一直被大家称为“光哥”的教
练黄云光老师。在这2年多的生物竞赛
之路上，是“光哥”带着他们一起学、一起
练，陪他们到各个地方参加培训，在全国
的夏令营中同吃同住同听课。训练时，
他是教练；生活中，他是家长；私下里，他
是同学们最信任的“兄弟”。在艰难的跋
涉中，在成功的欣喜中，都有着“光哥”的
温暖陪伴。

邵承骏说：“国家集训队的50人差
距都不大，但我会更加努力，尽全力一
搏。固执坚守，终而无悔。我不想给光
哥丢人。”

■见习记者 王洁

8月16日，记者在萧山中学图书馆
见到了沈扬，印象中标准理工男的范儿，
阳光自信，在谈到生物竞赛相关话题时
会立刻两眼放光。

说到此次竞赛成绩，这个17岁的大
男孩连声表示：只是运气好。但翻看沈
扬一沓的各色三好学生证书以及各类竞
赛证书就知道，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绝不
仅仅是他说的运气这么简单。

2017年，沈扬以优异的成绩被提前
保送至萧山中学，一进校就加入了生物
竞赛班。教练黄云光是学校特意从福建
请过来的名师，之前带出不少学生被保
送至国内顶级高校，其中不乏代表国家
参与国际生物学竞赛并取得不俗成绩
的。同学们都喜欢叫他“光哥”。

此后，沈扬在生物竞赛班一路披荆
斩棘。在参与密集的生物竞赛训练的同
时，沈扬也没落下学习，一直保持着年级
前几名的成绩。

做你感兴趣的事情

如何兼顾竞赛与日常学习？因为是
竞赛，沈扬他们学习的教材全都是大学
生物科学类专业使用的大部头，兼顾竞
赛与日常学习，需要比一般人更多的辛
苦。但沈扬说，自己并不觉得生物竞赛
的道路多么辛苦，相反，他觉得竞赛充满
着不可思议的奇妙和乐趣。“我觉得生物

竞赛训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
我本身对这个领域很感兴趣，所以学习
起来并不会让人感到痛苦，接触越多反
而觉得越有魅力，更愿意将课余时间花
在竞赛上。”

在教练“光哥”眼中，沈扬是一位热情
而有想法的男孩，“他学习的时候非常专
注，能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上课的时候
你能发现，他对生物竞赛是发自内心的喜
欢，因为他听课的时候眼睛里有光。”

而这也与沈扬从小受到的教育不无
关系。因为作为小学老师的妈妈从小讲
的最多的就是——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至于怎样在兼顾竞赛的同时安排好
日常学习，沈扬表示，主要是要有自己的
学习计划。“学习什么自己要清楚，不要
等老师来安排，因为老师的讲课计划是
要考虑大多数同学的，不要被别人的节
奏带乱了。”

关于学习有规划有节奏这件事，沈
扬妈妈也笑谈，沈扬确实算是一个有自
己规划的孩子。因为父母都是义桥镇的
小学老师，加上又是义桥人，所以一般寒
暑假，沈扬都会回义桥老家。回老家前，
他都会做好假期计划表，安排好假期里
要做的事情，然后一件一件去完成，比如
在暑期前两三天把作业写完。

对于从小生长的义桥，沈扬说，可能
是因为地处三江交汇处，义桥带给自己
更多的是一颗自由、开放的心，因为身边
的亲戚朋友，从来没有要求他一定要做
到怎么样，或者说是一定要取得什么样

的成就。
“特别是我爸爸妈妈，虽然他们都是

老师，但他们一般不会过问我的成绩，唯
一对我有要求的是，学习的时候要专注。”

而沈扬的生活可不是只有学习和竞
赛，文艺细胞也不缺的他，不仅学了多年
书法，而且学了7年笛子，在初中时就已
经拥有少儿笛子十级证书。

教师家长的教育经

真的如沈扬所讲，父母一向不关心
他的成绩吗？

沈妈妈肯定了沈扬的说法，“一般不
问他的成绩，只关注他的学习状态。”

因为夫妻俩都是小学老师，用沈妈
妈的话讲，见过了太多成功或不那么成
功的教育例子，所以在沈扬很小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他的教育方向达成了一致：
尊重孩子，做孩子的朋友，学习生活的引
导者。

沈妈妈认为，最好的教育就是陪伴
孩子！不问成绩不是不关心孩子，相反，
她时刻关注孩子。

沈妈妈说，在沈扬读小学的时候，他
们夫妻在义桥教书，所以每天早上是全
家的亲子时间，她会在家煮饭，全家人一
起吃早饭，然后再去上班，沈扬则自己去
学校。

小学开始的那几年，沈扬的成绩并
不理想，特别是三四年级写作文的时候，
但沈妈妈一直坚持鼓励的方法，全篇写

得不好，就挑其中写得好的句子，鼓励沈
扬下次努力写得比这个更好。同时送沈
扬加入萧报小记者团，让他多参加活动，
写活动感受，鼓励他向报社投稿，训练他
的写作能力。

升入初中后，沈扬主动报名竞选校
长助理，视野更为开阔，等到被保送至萧
山中学后，沈妈妈逐渐感觉到，自己慢慢
在视野上已经跟不上儿子的节奏。

“真的是很感谢沈扬的教练‘光哥’，
他不仅是教练老师，有时候还兼任家
长。如果说我们家长是鼓励沈扬做自己
喜欢的事情，创造属于他自己的价值，那

‘光哥’就是帮助他实现梦想的那个人，
碰到他也是我们沈扬的运气。”

沈扬父母希望，已经站在更高平台
的他，能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创造自
己的价值，真正做对别人有用的事情。

而沈扬，尽管已经被清华大学录取，
却依然没有丝毫松懈，他将继续在萧山
中学完成高中学业，打牢基础，为明年初
入学清华做准备。

对这个17岁的男孩来讲，保送清华
并不是终点。

邵承骏：做喜欢的事情，坚持到底就是收获

沈扬：兴趣是最大动力，父母只要求“专注”

日常训练，挑灯夜战

赶路途中，见缝插针邵承骏（右）、沈扬（左）与教练黄云光一起征战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

沈扬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比赛归来迅速投入学习的邵承骏

赛后感言

对手很强，
但我们一定不会退缩

所谓胜人者力，自胜者强。高中两年里
的课业学习繁重，没有人能从10微升的移
液器中挤出更多的时间（源自于某学长），再
加上竞赛的压力更是如此。然而有幸的是，
在高中邂逅了生物竞赛和我的老师“光哥”，
于是这漫长的征程中也是多了无穷的乐
趣。在文化课的学习时，我抓紧时间充实整
体的知识体系；在生物竞赛的过程中，我尽
可能地掌握基础的理论，从而将生命科学的
核心内容了然于心，同时，还能和小伙伴们
一起辩论。这种快节奏的生活虽然很累，但
也能提高人的斗志，磨砺自己的内心。

在去年的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中，我
的成绩并不理想，但在父母和“光哥”的无私
帮助和鼓励下，我终于抓住了今年去参加
国赛的机会。也许是因为体验过失败，让
我学会了珍惜，去坦然地接受结果。国赛
的准备过程很忙碌，却也别有一番滋味。
武汉，南昌，浙大，我们一次次转战，在日日
夜夜的准备中成长。我们的对手很强，但我
们一定不会退缩。

也许是在泰然和煎熬并存的复杂情绪
之中，终于收到了应有的结果。

结束，亦是新的开始，没有绝对的成功，
当然也没有绝对的失败。

新的征程，扬帆起航！

——沈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