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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2岁的甘晓菲，出生于湖北武

汉，爸爸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工作，妈妈
在武汉重工工作，从小便立志要当一名
医生，2014年进入湖科就读卫生管理专
业。

早在大一时，甘晓菲就确定了出国读
研的目标，并把霍普金斯大学的图片挂在
床头。在校期间，甘晓菲连续3年获得学
校奖学金，专业课成绩平均分87分，在班
级名列第一，且一次性通过计算机国家二
级，高分通过英语四、六级，是学校里公认
的“学霸”。

大二时，甘晓菲参加卫生管理专业的
科研活动，曾参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熊昌
娥博士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
目研究工作，其中关于中国医院价值观课
题得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导师的关注；
2016年暑期，她受湖北省教育厅资助，赴
西班牙海梅一世大学游学访问。大三时，
雅思7.5分通过，GMAT（经企管理研究

生入学考试）680分。
甘晓菲坦言，她从小学到高中成绩都

是中等偏上，上大学后，学习能力突然变
强。

“我的学习笔记不是很多，但我很会
课后总结。”甘晓菲说，她跟其他同学交流
学习经验时发现，其他同学为了应付考试
都是拼命刷题，而她则是经常将做过的题
进行总结。“做完题后一定会将题目带到
课本里去，再将题目的重点知识和一些自
己认为不能漏掉的知识列入框框后记下
来，然后做一个重点内容的分析。”

这次考研，甘晓菲提前1个多月进入
临考状态，开始第一轮刷题，第二轮将题
和知识点进行总结，第三轮就是看前两轮
的复习笔记，进行查漏补缺。

“总结能将书本上的知识变成自己
的。”甘晓菲说，3月，她完成了霍普金斯的
入学资格面试，7月份，她便会带着她的医
学梦飞往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

不断总结，把知识变成自己的

24岁的梅亚园是随州人，就读该校
基础医学院2014级预防医学专业，今
年，他收到了清华大学医学部北京协和
医学院的邀请函。

梅亚园介绍，小学、初中时，自己成
绩一直都很稳定。一次上英语课时，英
语老师点名“批评”了他。

“你不能一直都在中间徘徊，只要努
力，相信会有更好表现。”就是因为英语
老师一句鼓励的话，梅亚园从此爱上了英
语，英语成绩也好过从前。

梅亚园高考因为其他科目没有考
好，家里人没有给他第二次机会，来到湖
科后，他便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

大一时，梅亚园便开始准备考研。梅
亚园介绍，每个学期，他都会给自己设定
学习目标。英语四、六级都是一次性通
过，他还积极加入学校社团、学生会等。

在学习方面，梅亚园每天坚持用手

机软件在“百词斩”上打卡记单词，他给
自己的任务是每天50至100个英语单
词。大三时，他加入到了学校的“we爱
在一起”项目组，在项目组里，梅亚园主
要负责知识问卷的讨论定稿。

为了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包括人
际交往能力，梅亚园还积极参加学校里
的很多才艺比赛等。通过学校的平台，
他有了很多次人生尝试。

别人在玩的时候，梅亚园也在玩，拿
他的话说：“我是个会玩的好学生。”他说，
考研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人生目标而已，
在完成这个目标之前，他想不断反省，不
断设立新的小目标，不断突破自己。

周末的校园里显得有些冷清，偌大
的自习室里也仅剩寥寥几个人，李婵突
然意识到肚子很饿，看了看时间，才知道
早已过了饭点，她决定收拾书包去食堂
吃饭。

今年23岁的李婵，出生于湖北宜昌，
家里有个哥哥，父母都是农民，她是湖科
基础医学院2014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
学生。

大二时，李婵受班里老师的影响，树
立了考研的目标。“从小没有报过一个培
训班，英语基础很差，考研花的时间最多
的便是英语。”李婵说。

为了能攻破英语大关，李婵每天都
是第一个到教室，最后一个回宿舍的。
每个周末，同班的同学或是出去旅游，
或是回家，一向人满为患的自习室很少
有人，而李婵却依然坚守。而大四几乎
没有课了，别人都在准备就业，李婵却

还是坚持着第一个到自习室，最后一个
离开。

她利用这样一个个零散的时间段，加
强学习英语，李婵说自己用了高考的力气
在考研。当得知自己被华北理工大学预
防医学专业录取时，李婵笑开了花，坦言
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更偏重于管理
一些，而预防医学更贴近生活，还可以
考公共医师资格证，从找工作和个人兴
趣出发，所以我选择跨专业考研。本专
业考研，我可能不会这么辛苦，但是为
了未来更好的发展，努力是值得的。”李
婵说。

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良好的寝室学
习氛围也帮助了李婵在英语上的进步。
今年，与陈婵同一个宿舍的沈宛颖考取暨
南大学、金玉芬考取江南大学、魏晓敏也
考取华北理工大学。

2 不断努力，把零散时间串起来 3 不断突破，把小目标变成大目标

教育热点

4日，从湖北科技学院传来喜讯，该校基础医学院2014级公共事业管理（卫生管理方向）专业的学生甘晓菲，收到了来自美国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为该校医疗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并获得两万美元的奖学金。

据了解，湖北科技学院自2001年开办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卫生管理方向）以来，已培养700余名毕业生，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地。

近年来，教研团队在教学上实行专业导师制，从学生入学开始便着手配备专业导师，对学生进行生活指导、专业知识培养，经过几年的

探索终于获得“大丰收”。今年，一个毕业班38人参加考试，有17人考取研究生。

这些“学霸们”在大学里都是怎样学习和生活的？当天，记者走进湖科校园，与其中的三位大学生面对面交流他们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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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讯
愁眉不展

小狗长了张悲伤脸

80万美元在璀璨星河中睡一晚

太空酒店接受预订

近日，德国一只看起来郁郁寡欢的斗牛犬“眉毛夫
人”在社交网站上引发轰动，如今它已经拥有3.2万名粉
丝。因为愁眉不展的样子，它被人们称为“全世界最悲
伤的小狗”。这种悲伤的表情来自它那无精打采的眉毛
和下垂的嘴巴。但是别被它的这种表情迷惑，实际上它
是一只幸福快乐的小狗。它的主人詹尼娜说：“你只需
要看它几分钟，就能看到它很开心的样子。”

神秘“骨室”

2500具遗骸层层叠放

近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位于英国北
安普顿郡罗斯维尔市的圣三一教堂下的藏骨所进行扫
描和重建。这间阴冷潮湿的藏骨所始建于中世纪时期，
被认为是英国中世纪时期遗骸保存最为完整的藏骨所
之一。存放于此的2500具尸骨被层层叠放在木架上，室
内光线良好，方便入内。

研究人员称，这一地下骨室看似好莱坞电影中的恐
怖场景，但对于朝圣者和祭拜先祖亡灵的当地居民来说
则更像是中世纪的纪念碑。当地居民一直认为圣三一
教堂中散落的残骸是纳斯比战役中的受害者或牺牲士
兵的遗体。

特殊罪犯

出逃毛驴被“活捉”

警察除了要惩治人间罪恶外，有时候还得和动物界
的“罪犯”斗智斗勇。无论是从围场出逃的毛驴还是私
闯民宅的鳄鱼，警察叔叔都要将它们“逮捕归案”，可真
是忙坏了。

图为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头毛驴从围场逃出后，被
警方及时捕捉，警察还让这头驴坐在警车后座上，并拍下
了它低头皱眉，仿佛十分羞愧的样子，看上去很是搞笑。
带走这头驴的警官说：“我只想快点带这家伙离开现场，
就把它塞进了警车，以免它伤到其他无辜的群众。”

图案奇特

新“纳斯卡线条”被发现

最近，考古学家在秘鲁发现了50多个新的“纳斯卡
线条”，其中一些比之前发现的最著名的纳斯卡线条历
史还早数百年。

这些历史性图案设计者可追溯至公元前500年至公
元200年生活在秘鲁的居民。这些巨型奇特图案符号是
他们在沙漠重新排列鹅卵石创造出的，其中一些图案非
常复杂，一些图案绵延数公里。至于为什么秘鲁的居民
会创造出这些数字和线条还是一个谜。 (本报综合）

人类一直对太空充满憧憬和向往，总
想亲眼见识地球之外的世界究竟是啥样，
相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创
始人埃隆·马斯克殖民火星计划的遥远，
体验太空之旅、入住太空酒店的梦想指日
可待。

据英国《卫报》报道，美国初创企业
Orion Span（跨越猎户座）公司日前在
太空 2.0 峰会上宣布了一项炫酷计划：
将在太空建造酒店——“极光空间站”
（Aurora Station），2022年开始接待游
客，每晚约80万美元。这消息太令人震
撼！

过把“当宇航员”的瘾

跨越猎户座公司称，他们计划2021
年发射“极光空间站”，其可同时容纳4名
游客和两名机组人员。这间开设在太空
近地轨道上的酒店将为旅客提供为期12
天的深度太空游，各种特色服务超乎想
象。

“太空酒店每隔90分钟绕地球一次，
游客一天内可观赏16次无与伦比的日出
与日落美景，还可透过窗户欣赏不一样的
南、北极风光，以及无尽深邃的黑暗。”跨
越猎户座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弗兰
克·邦杰表示。

那么，入驻太空酒店12天的时间能

做些啥？
邦杰介绍说：“酒店将在距地球320

公里的高空营业，全天处于失重状态。
届时住客在空间站内可体验像宇航员
一样的零重力飞行；从太空俯视地球上
自己生活的城市；被允许参与科学研究
实验，比如种植果蔬等，并能将成果作
为纪念品带回地球；可通过高速互联网
向朋友和家人直播自己在太空的生活，
晒晒朋友圈嘚瑟一下；待返航后，旅客
还能受到像宇航员凯旋一般的热烈欢
迎。”

邦杰说：“这种体验并非适合每个人，
‘极光空间站’将主要迎合那些对太空和
天文学知识充满好奇和热情的人。我们
出售的可不是‘嘿，我们去沙滩逛一下吧’
那样的服务，而是帮客户实现当一回宇航
员的特殊体验和经历。”

近千万美元差旅费物有所值

可以想见，这将是一次惊险、刺激和
浪漫的非凡之旅，价格一定不菲。据跨越
猎户座公司官网介绍，太空酒店推出全包
式体验套餐，每人支付950万美元（约合
人民币6000万元），相当于平均每晚花费
80万美元（约500多万元人民币）在璀璨
星辰中睡一觉。

邦杰表示这个价格已经不算高了，能

够做到人均1000万美元以下还要得益于
火箭发射成本的降低。现在太空酒店已
开始接受网上预订，押金8万美元，如果
将来你反悔了，不用担心，订金会全额退
款。

实际上，这个太空酒店是由该公司
自主研发的一个完全模块化的空间站。
国际空间站长109米，内部压缩体积为
916立方米；而这家酒店的空间站大大缩
水，只剩下160立方米，长约13米，宽约
4米，内部空间与一架湾流G550喷气式
私人飞机相当。但这主要是为了省钱，
缩减成本。而且，为了降低费用，该公
司将原本计划需历时24个月的培训缩
短至3个月。入驻“极光空间站”的客人
需先接受在线课程的基础培训，了解基
础航天、轨道机械和太空加压环境等知
识，然后赴公司休斯顿总部进行线下应
急培训。

雄心勃勃点燃太空商业

近年来在低地轨道的太空商业开发
相当活跃，美国阿克肖姆航天公司和比
奇洛航天公司均计划打造自己的商业
空间站，英国维珍银河公司、美国蓝色
起源公司、SpaceX公司等也正在筹划
其商业太空旅行项目。不过，像跨越猎
户座公司这样把平民送上太空，还能待

上近两周，在太空商业领域还真是前所
未有之事。

“我们希望未来人们都能进入太空，
去探索人类文明所能及的最后边界。”邦
杰称。

他在其对外发布的个人日志上踌躇
满志：“如果市场需求增长迅速，今后还将
考虑销售太空公寓，或者出租或转租，让
更多的人到太空旅行住宿。”他表示，之所
以宣布在太空开展豪华酒店业务，意在繁
荣太空商业。

自2017年2月7日，SpaceX的“重型
猎鹰”运载火箭在肯尼迪航天中心首次成
功发射，并完成两枚一级助推火箭完整回
收的创举，私营企业进入火箭航天领域有
了一个新的方向。

有观察家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马
斯克这个 IT 背景出身的企业家，真正
将 IT 产业的思维带到传统的科研领
域，趟出了一条新出路，也点醒了像
跨越猎户座这样的私营企业萌生对
太空事业的极大兴趣和热情，以期共
同完成将人类送上太空的承诺。而随
着特朗普政府重新调整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NASA）的一系列措施，允许
私营企业和国际合作伙伴与其“国家
队”密切合作的可能性或许会大大增
加。

(本报综合）

一个班38人报考，17人考取研究生——

湖科考研族的秘诀在哪里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通讯员 袁永军 田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