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冯浕 美编：鲍勇
2018年10月29日 星期一06 民生·视点

这群C位出道的学霸是如何学习的
呢？作为寝室内天才型学霸汪舸表示，
自己属于劳逸结合。“我该玩的时候玩，
学习的时候集中精力，全神贯注。”而程
昊阳、田铠玮和韦一是努力型选手。虽
然在 205 寝室内每个人的学习风格不
同，但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特征就是刻苦
努力。

当然，学霸的生活除了学习之外，也
有他们最喜欢的休闲方式。寝室内，3位
钢琴小王子，剩下的几位有喜欢刷抖音
解压的，也有喜欢打游戏放松的。“有时
候也会全寝约着打游戏，但是集体活动
中最受欢迎的还是‘卧谈会’。”汪舸表

示，在205，每当第二天6个人没有课时，
他们就会在熄灯后开展小小的“卧谈
会”，从天文地理谈到时事政治，兴致高
时甚至会聊到深夜两点。闲暇时，六个
人还会在寝室“聚众”看《非诚勿扰》，猜
测嘉宾能否牵手成功是他们最爱玩的游
戏。如今，还有不到一年时间，6位学霸
室友就要各奔东西，对于剩下的时间，他
们都表示会格外珍惜相互在一起的时
光。“我们从入校开始，就从未对学业有
过一刻懈怠，我们寝室的每个人，真的都
很努力。”汪舸说，一想到不久的将来，大
家都要分别，心中还是有些感伤。

天府早报记者 王亚楠

学霸寝室全保研 三个清华一个北大
四川大学6位男生分别拿到17个国内名校的保研offer，曾协定“不抽烟，晚上12点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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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保研成功的他们，除了每日忙
碌日常学业之外，日常还会打游戏、练琴
等方式放松心情。这6个人来自不同的
学院、不同的省级，但相同的都是吴玉章
学院的学生。“程昊阳是计算生物学专业，
韦一是高分子材料专业，田铠玮是地下工
程专业，周鹤川是材料物理与经济双学
位，张梓轩是外国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专
业。”已经被保研清华的汪舸表示，自己寝
室里的同学因为专业不同，所以每次在寝
室大家谈的最多就是关于时政要闻、
经济上面的话题。而在学习上面，6位
学霸也是互相鼓励。汪舸说：

“寝室学习氛围比较强，相互之
间鼓励学习，稍微有松懈就会
有人提醒。”

“不同学科的同学在一起学习交流，
更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在205寝室，汪舸
对经济学颇感兴趣，他常在寝室里与辅修
经济的周鹤川和对金融学感兴趣的韦一
一起交流相关问题。并且为了能够相互
和睦相处，刚住在一起时，6个男生就商
量好了一些“君子协定”，例如不吸烟、晚
12点熄灯等等。对这些简单“公约”的坚
持，是他们和睦相处的根本。“我们6个人
的生活习惯不完全一致，但是我们会尽量

互相尊重。”比如洗漱时，大家会按先
来后到的顺序依次进行。总是
在自习室复习到最晚才回寝室
的韦一几乎永远最后一个洗澡，

对此，汪舸开着玩笑：“我们
这也是在照顾他嘛！”

距离2019年考研还有两个月时间，许多考生都在忙着最后的冲刺。
而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东园2舍205寝室内，6名来自吴玉章学院的男生
已经被集体保研。这群95后的6位男生，分别拿到17个国内名校的保研
offer，经选择后，其中一人放弃清华offer，准备出国；两人保研清华、一人
保研北大、一人保研中国科学院大学、一人保研到武大；他们中，有4人连
续三年专业成绩保持第一，两人获国家奖学金，两人获唐立新奖学金。

君子协定
不抽烟晚上12点就熄灯

互助陪伴
午夜守候室友到次日中午

在6个学霸里，选择放弃清华和中
科院offer的程昊阳正在美国参加竞赛。
对于为什么放弃清华和中科院的保研机
会？程昊阳表示，每个出国研究生都会
有所舍弃，自己从两所保研学校回校后，
还是想要出国。“我既然要出国，把两个
名额留着也没有太大用处，不如让给更
需要的人。”程昊阳说，虽然很多人觉得
放弃国内两所顶尖高校的保研是很遗憾
的事情，但是每个想要出国的留学生都
会有“赌一把”的经历。

别看程昊阳今年只有22岁，但却有
和年纪不相符的沉稳。“他是个非常有
责任感的人，并且有很强的敬业精神。”
在室友张梓轩的眼中，程昊阳爱钻研、
学习刻苦，并且很有天赋。“有一次我排
练钢琴的时候，左脚大拇指意外被钢琴

砸成了粉碎性骨折，”张梓轩说，当时被
送到医院后需要全麻手术，手术需要陪
护。当时已经是午夜，第二天上午没有
课的程昊阳问询后急忙赶到医院陪护，
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多，自己被推
出手术室时，程昊阳还在手术室外面等
着。“直到快中午的时候，他看我意识清
醒后，才急忙赶去学校，赶赴下午课
堂。”张梓轩说，因为这件事让自己特别
感谢程昊阳。

6位学霸在保研过程中经常互相帮
助，他们会在重要时间节点相互提醒，在
面试后分析经验。在一次次的分享与讨
论中，大家彼此促进，共同成长。对于如
今的“学霸寝”称号，周鹤川表示，他们是
我保研路上的领跑人，他们5个都是我
心中最佳室友的模样。

休闲方式
“卧谈会”聊到深夜两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