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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同行携手同行，，再创辉煌再创辉煌
——我校召开2019年校情通报会

2019 年 2 月 18 日上午 9 时，我校在江南大

厦三楼二教室召开了 2019 年度上半学年校情

通报会。此次会议的主要议程包括校情通报

会、招生动员、宣贯师德师风建设活动以及新学

年学校安全工作。全体教职工参加了本次会

议，副校长何乐新主持会议。

首先，校长董廷从招生就业、短期培训生产

经营和教学改革等十一个方面，向全体教职工

通报了学校 2018 年全年工作。同时，董廷校长

也向大家详细讲解了学校 2019 年的工作目标

和工作思路，号召全体教职工努力实现提质量、

促转型、稳提升、创平安和抓党建五个工作目

标。

校长助理王金祥向全体教职工做了 2019年

招生动员。副校长张强对于招生工作的动员安

排进行了详细补充，并对 2019 年的招生工作提

出了新的要求和希冀。

副校长何乐新对新学年学校安全工作进

行了部署安排，安全工作一直是学校各项工作

中的重中之重，新学期学校也将继续秉持安全

第一的理念，安全生产，安全教育。

副校长李辉学就在全校开展师德师风建

设活动，对全体教职工进行了动员和培训。

最后，学校对 2018 年度获得各级单位奖项

的优秀教师进行了表彰。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是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

年，也是学校实现五个年度目标的冲刺之年，希

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学校的建设与发展，

积极建言献策，为学校发展迈上新台阶添砖加

瓦，做出贡献。

（文/图 王静茹）

我校成功举办2018-2019
学年第二学期班主任培训

为了进一步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提

升班级管理水平，2019 年 2 月 18 日下午，

我校召开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班主任

培训会，全校 23名学历班班主任参加了本

次培训，培训由学生科科长吴红主持，由

副校长何乐新主讲。

何校长首先对全体班主任认真负责、

积极进取的工作态度表示了肯定及感谢，

认为班主任是我校的“顶梁柱”，起着非常

大的作用。同时，他也要求班主任要做到

“看住人、管住心”，尤其是要重视学生的

心理问题，让学生感受到老师的关心和温

暖，促进他们健康成长。何校长认为学生

在校安全是学生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他

要求班主任把对学生安全宣传、安全预防

工作关口要前移，避免不安全事故发

生。最后他希望班主任在新的学期能

够以满腔的热情、高度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开展工作，把班级管理工作做得

更好。

随后学生科科长吴红对班主任的

业务资料规范填写进行培训，她指出

通过近年来的培训，班主任的业务水

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可喜的，但是班

主任队伍中不断涌现的新生力量则要

求我们班主任业务水平也要不断更新

以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的要求、学生

的要求。

近几年来，我校始终坚持把抓好班主

任队伍建设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内

容，扎实推进班主任专业化发展，提高班

级管理水平，促进学校良好发展。

（文∕张岩 图∕何开源）

状元杯比赛专访
校报记者：这次两位同学代表

学校去参加比赛心里会不会有些紧

张？

沈习辰同学：比赛之前的训练

和比赛的时候都是很紧张的，比赛

的期间气氛很压抑也让我和吴绍文

同学更加的紧张。但是我们还是克

服心里的紧张每天认真的训练。

吴绍文同学：确实会很紧张，但

是我们还是会把重心全部放在比赛

的训练上。

校报记者：平时都是如何训练

的？比赛之前的训练会不会很辛

苦？

沈习辰同学：训练的时候，需要

每天都很认真的将比赛的内容重复

操作，找出最快，正确率最高的方法

然后加以改进，每天重复的练习。

每一次结束都会和我的搭档吴绍文

同学一起讨论我们的不足和还需要

改进的地方。

校报记者：虽然这次很认真的

准备了比赛，但是还是与获奖失之

交臂心里会不会非常遗憾？

吴绍文同学：非常的遗憾，也很

怪自己没有充分发挥。但是失败乃

成功之母，我们吸取了这次的经验

和教训，下次我们离成功会更近一

步。

校报记者：觉得这次比赛没有

获奖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沈习辰同学：其实我们在对于

发动机的拆装检测方面做的还是可

以的，但是在故排方面就是有很大

的不足导致我们丢了很多的分数，

然后在汽车电器方面也是有不少缺

点与不足，这导致我和吴绍文同学

没有拿奖也是很遗憾。

校报记者：经过这次比赛学习

到了什么？有什么经验想告诉大

家？

吴绍文同学：通过参加这次比

赛 ,我学到了许多在平时的学习中

所学不到和感受不到的东西。我学

到了很多自己专业以外的东西。同

时 ,参加比赛是对一个人各个方面

能力的全面锻炼 ,是一个自我提升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得到的经

验对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很

重要。我们更加的了解了比赛的各

项流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知

道了自己专业知识的匮乏 ,视野还

不够宽广 ,促使我更有热情的去学

习知识和运用知识，让我在未来的

学习生活中要更加勤奋努力。

（1606班 朱芷莹）

技能大赛访谈录 宝剑锋从磨砺出
技能赛场展风采

——我校杨为友、唐解语荣获江苏省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二等奖

3月 15日至 3月 17日，2019年

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新能源汽

车检测与维修项目在无锡汽车工程

学校举办。全省共有 12 个市 27 个

代表队参与本次大赛，各组选手经

过两天高水平激烈角逐，最终我校

杨为友、唐解语同学两位同学发挥

稳定，荣获省赛二等奖。

本次大赛作为新增中职比赛项

目，共分四个子项目：新能源汽车故

障诊断与排除、新能源汽车动力总

成拆装与检测、新能源汽车维护与

高压组件更换、新能源汽车充电设

备装配与调试。赛项筹备时间短、

项目多、难度大、安全风险高，对各

大院校的选手们来说，都是一次全

新的挑战。

一月底省赛方案一公布，校领

导便积极组织指导教师马强、成志

鹏对大赛方案进行研究并制定白天

与晚上高强度训练计划，选拔出杨

为友、唐解语两名参赛选手，进行大

赛报名及赛项训练。

在此期间，学校和企业多次沟

通以最快速度、最大能力提供集训

设备，并提供后勤保障。两位指导

教师结合省赛方案，对设备进行改

装和调试，尽可能的与大赛设备相

近，从而更准确的指导两位选手精

准训练、高效备赛。

两位选手凭借日益精湛的技

术和刻苦拼搏的精神。赛场上配合

默契，赛出水平、赛出风采。最终，

夺取佳绩，为学校争得荣誉，成为广

大学生学习的榜样。

（图/文 成志鹏）

汽车知识
汽车结构包括汽车车身、发动

机、底盘和电气与电控，其中发动机

被称为汽车的心脏。汽车发动机主

要分两大机构和五大系统分别是:

曲柄连杆机构和配气机构，五大机

构主要包括润滑系、冷却系、点火

系、燃油供给系和启动系，底盘主要

包括传动系、行使系、转向系和制动

系。

汽车的电器设备主要由蓄电

池、发动机、调节器、启动机、点火

系、仪表、照明装备、音响设备、刮水

器等组成。其中蓄电池和发动机为

电源设备，其他为用电设备。电子

控制系统主要包括：电控燃油喷射

系统、电控点火系、怠速控制系统、

排放控制系统、进气控制系统、增压

控制系统、巡航控制系统、自诊断与

报警系统、失效保护系统、应急备用

系统。 （1803班赵东霞）

招生简章

南京市公用事业技工学校
（南京市公交公司职工学校）

南京市公用事业技工学校是南

京公交（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省级

重点公办技工学校。学校以汽车检

测（汽车营销方向）、汽车检测（汽车

机电维修方向）、新能源汽车检测与

维修等为主打专业，坚持以培养合

格的汽车维修、新能源汽车检测与

维修人才为办学导向。建校四十年

来，学校为公交行业及汽车制造、销

售和维修服务企业输送了近一万六

千名毕业生，受到各用人单位及省、

市职业教育部门广泛好评，尤其受

到南京公交集团下属各企业的欢

迎。2019招生优质专业: 汽车检测

（汽车营销方向）、汽车检测（汽车机

电维修方向）、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

修等，热忱欢迎各位考生与家长来

我校咨询报名！

热忱欢迎各位考生与家长来我

校咨询报名，学校地址如下：

江南校区：鼓楼区新模范马路1

号电话：025—83114843、83114847

公交车：乘 1、8、22、25、28、30、

33、35、56 到玄武湖隧道站下；32、

50、74、83、114、117、756、162、D1路

到新模范马路东站下，至江南大酒

店旁公交停车场内。

地铁：新模范马路站下，至江南

大酒店旁公交停车场内。

浦口校区：浦口区兴浦路 218

号电话：025—58879112、58879108

公交车：乘 690、558 到大新华

府站下步行两百米到我校或乘

D12、31、34、54 路公交车到中山码

头站下，换乘轮渡过江后，乘校车到

南京市公用事业技工学校（浦口校

区），或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

学校网址：www.njgyj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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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通信：

1月 14日，我校在玄武

湖开展了迎新春环湖健身

活动，全校近百名教职工

报名参加。

1月 21日，中国汽车维

修行业协会刘瑞昕秘书

长、夏林副秘书长、王浩副

主任委员等一行 15 人，在

副校长李辉学、实训科副

科长马强和培训科副科长

张彦的陪同下，来我校比

亚迪南京新能源汽车维修

实训中心参观与交流。

1 月 22 日、23 日两天，

我校在江南大厦三楼老干

部活动室召开 2018 - 2019

学年第二学期教育服务策

划暨学习交流会，会后开

展了中层干部培训。校领

导及中层干部参加了此次

会议及培训。

2月 18日，我校在江南

大厦三楼二教室召开了

2019 年度上半学年校情通

报会。

2 月 18 日，我校召开

2018 - 2019 学年第二学期

班主任培训会，培训由学

生科科长吴红主持，由副

校长何乐新主讲。

2月 25日，我校在江北

校区校晨会上，对上学期

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学生

干部给予表彰。

3 月 1 日，我校与泰山

街道码头社区联合开展

“助人为乐情常在，雷锋精

神存心间”学雷锋主题活

动。

3月 13日，我校与江苏

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在

江北校区阶梯教室举行了

校企合作签约仪式。

3月 13日，山东省肥城

市高级技工学校党委副书

记、副校长温令自 ,党委委

员、副校长耿立迎等一行 8

位领导来我校考察交流。

3月 12日，我校同学们

来到长江北岸轮渡桥段，

与共建单位泰山街道码头

社区以及长航公安开展了

植树活动。

3 月 17 日，我校参加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

能大赛，杨为友、唐解语两

位同学发挥稳定，荣获省

赛二等奖。

1605 班 丁海玥

类 别

高技

年制

（3+2大

专）

中技

三年制

中专

三年制

专 业 名 称

汽车检测

（汽车营销方向）

汽车检测

（汽车机电维修方向）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车维修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车维修

（维修与装配方向）

汽车运用与维修

招 生 人 数

40
（江苏天泓冠名班）

40
（江苏天泓冠名班）

40
（开沃南京金龙冠

名班）

40
（比亚迪冠名班）

200
（含：高中毕业生

40名）

40
（比亚迪冠名班）

40
（开沃南京金龙冠

名班）

40

40

就 业 方 向
主要输送方向：江苏天泓汽车集团、交通运输、城市公交等企

业；从事汽车销售、汽车维修等工作。第五学期末，由用人单

位择优双向选择。

主要输送方向：江苏天泓汽车集团、交通运输、城市公交等企

业；从事汽车销售、汽车维修等工作。第五学期末，由用人单

位择优双向选择。

主要输送方向：开沃集团南京金龙、城市公交、交通运输等企

业，从事新能源汽车维修、检测、销售及交通运输类管理等工

作。面试合格后录取。

主要输送方向：比亚迪、城市公交、交通运输等企业，从事新能

源汽车维修、检测、销售及交通运输类管理等工作。面试合格

后录取。

主要输送方向：城市公交、交通运输类企业，从事汽车销售、维

修、检测及交通运输类管理等工作。

主要输送方向：比亚迪、城市公交、交通运输等企业，从事新能

源汽车维修、检测、销售及交通运输类管理等工作。学历模

式：3（中技）+2.5（开放大专）

主要输送方向：开沃集团南京金龙、城市公交、交通运输等企

业，从事新能源汽车维修、检测、销售及交通运输类管理等工

作。学历模式：3（中技）+2.5（开放大专）

主要输送方向：城市公交、汽车制造及汽车销售等企业，从事

汽车制造及汽车销售与装配等工作。

学历模式：3（中技）+2.5（开放大专）

主要输送方向：城市公交、汽车制造及汽车销售等企业，从事

汽车维修、销售、制造等工作。

学历模式：3（中专）+2.5（开放大专）

更多招生信息更多招生信息，，请关注请关注

我校微信公众号公众号我校微信公众号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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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我爱我的祖国，遍地开满的花朵。

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片芳香。

祖国啊，你广袤千里，地大物博，似雄鸡屹立，昂

首放歌。

祖国啊，你奋发图强，国威赫赫，日出东方，朝霞

喷薄。

无论是鲜血换来的光荣，

无论是充满了高傲的虔信的宁静，

无论是那远古时代的神圣的传说，

都不能表达我对你的爱与寄托。

祖国，愿你永久蒸蒸日上，胜利永久属于我们伟

大的中国。

我爱你我的母亲——祖国 1703班 何欣妍

我和我的祖国
提起我的祖国，它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曾经的

它诺诺无为，被侵略者无情的踩在脚底下，在它身

上留下了悲痛的脚印，使它的命运从此走向了黑暗

的路程。为此它的子女留下了刺眼的鲜血，但是我

们的祖国并没有因此而堕落，而是从衰落到强盛，

经历了几十年的励精图治，现在的它已一步步走向

了辉煌的时代。

我的祖国，地大物博，风光秀美孕育了瑰丽的

传统文化，大漠收残阳，明月醉荷花，广袤大地上多

少璀璨的文明还在熠熠闪烁。

祖国更重于生命，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土地。

我相信，我和我的祖国明天会更好！加油！

1801班 姜欣雨

我
和
我
的
祖
国

五千年，风风雨雨；

几世纪，浴血奋战，多少

朝代，兴衰进退；多少智

慧，成就了文明的深遂。

地球似一叶扁舟，

荡漾在浩瀚无垠的宇

宙，在这蔚蓝的生命之

舟上，在它古老的东方，

生存着这样一个国度，

它叫中国。巴比伦的销

声匿迹，天竺国的日渐

衰落，尼罗河谷地的名

不见经传，似乎让人们

忘却了那四大文明古

国。然而，随着历史长

河的流淌，还有一个并

没有衰落，它就是中国。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几

代人的精心努力，又有

多少殷红的鲜血，才换

来今天强盛的祖国。

我曾领略秦始皇陵

兵马俑的大气磅礴，饱

览气魄，聆听长江三峡

的嘹亮赞歌……无处不

在歌颂伟大的祖国，歌

颂她壮美的山川，也歌颂她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

我骄傲、我自豪，只因为我是炎黄子孙，我的祖国是中国。上下五千

年，英雄万万千。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是每个龙的传

人永恒的心愿！因为祖国，我有了快乐；因为祖国，我学到了知识，得到

了收获。 1804班 钱术雅

听 春

当春带着她特有的新绿，

海一样地漫来时，真能让人心

醉；当春携着她特有的温煦，潮

一样地涌来时，也能让人断魂。

春，绝对是一桢浸染着生

命之色的画布。

新绿、嫩绿、鲜绿、翠绿，满

眼的绿色呀，温柔着我们的视

线。还有那星星般闪动的一点

点红、一点点黄、一点点粉、一

点点紫呀，也惊喜着我们的目

光。

于是，开始在春天漫步。

踩在她松软的泥土上，才知道生命的温床可以如此地平实。只要

季节的老人飘然而至，所有沉睡的种子，都可以在这里孕育，并赋予生

命一种变换的姿态。

春，绝对是一幅饱蘸着生命繁华的画卷。

无论是破土而出的，还是含苞待放的；无论是慢慢舒展的，还是缓

缓流淌的；也无论是悄无声息的，还是莺莺絮语的，只要季节老人把春

的帷幕拉开，他们就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这里汇演自然那神奇的

活力。

于是，开始在春天漫游。

披着柔媚的春光，让略带甜意的风，从身边掠过。就会领悟到春

的气息里，其实包含着一种最令人感动的柔情。也会觉得大自然就是

一位奇特的母亲，她竟选择在万物萧条的冬的尽头，将千姿百态的生

命孕育而出，让它们踏着那最为柔媚的第一缕春光，相拥而至，把无限

的生机带给人世。

春，也是一拱彰显着生命神奇的画廊。

你看，每一种生命都有自己特定的形态，而每一种特定的形态，都

包含着特定的生命信息。无论是高大的，还是弱小的，都要经历着有

生也有死的历程，也都有稚气和成熟的时节。无论是引人注目的，还

是平淡无奇的，都要沿着那特定的时令轨迹，在自己特定的生存空间

里，完成一段生命的壮举。也无论是否有名有分，无论是生在富饶的

家园，还是长在贫瘠的沙土，所有所有的、所有的在春天萌生的万物

呀，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用尽全部的热情，谱出一曲生命的颂歌。

这就是春，因着萌生在这里的生命的齐奏，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

一种神奇的美丽。

1505班 李智颖

春天的故事
春天，是个鸟语花香的季节。

紫色的二月兰是南京理工大学一道

独特的风景。每到二月兰盛开的季

节，总会吸引众多学生和游人前来

欣赏。

为了一睹她的芳容，我便来到

了这里。进入校门没多远，就看到

一大片花海。二月兰是淡雅的紫

色，神秘而迷人，远远望去像一位亭

亭玉立的少女。近看有四个花瓣，

花蕊从中冒出来，黄澄澄的。时不

时还有一股香气散发出来，引来一

群又一群蝴蝶停在她的头上，久久

不愿离去。小蜜蜂也在辛勤忙碌

着，在花丛中飞来飞去，总想把最好最香的花蜜采摘回去。

漫步在小路上，片片淡紫中散发出阵阵芬芳，令人心旷神怡。我仿

佛置身仙境，如醉如痴。

二月兰是以多制胜，不像梅花，一枝傲对大雪。正因为她的“怒

放”，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片花海的美，还有那浓浓的春意。

1603班 杨阳

公用技校之窗公用技校之窗

阳春三月，丽日晴空，

暖风拂面，春姑娘迎着轻

盈的脚步悄悄地来到了人

间。学生科张岩老师带领

我们学生会成员来到江北

的阳光广场参加植树活

动。

植树活动开始，我们

很激动，拿铁锹，搬树苗，

挖树坑，运树苗，大家不怕

苦，不怕累，干得很起劲，

铁锹卖力地刨坑，一下、二

下、三下……豆大的汗珠

从额上流下来，衣服已经

湿透了。你一铲，我一锹，

填上一层土再用脚使劲地

踩实，好让小树牢牢地扎

根在泥土里，我们几个人

围着刚刚栽下的小树，踩了又踩，

拔一拔试试，再踩几下，生怕踩不

实似的。种下一棵小树苗，种下希

望和快乐。

一棵棵树苗耸立于天地间，以

昂扬的姿态向人们宣布了自己的

一片立足之地。其实社会就好比

土壤，生命就犹如种子，需要用自己

的青春和血汗浇灌，最后才成长成

为一棵大树，因为我们种下的是希

望，收获的则是一片葱郁。

万里长江边，荒地变青山，绵

延起伏，一颗颗小树苗高傲的毅力

在蓝天之下，仿佛一个个身披绿纱

的少女，亭亭玉立，在微风下梳妆

打扮，又好像在欢乐的歌唱。我希

望他们长大以后能成为有用之才。

同学们，让我们都伸出自己的

双手参与到植树活动中来吧，为美

丽金陵做一点自己的贡献吧！

1802班 姜鸿宇

播种一片绿色建设美丽金陵
——侧记第41个植树节

雷锋，这个平

凡而又伟大的共产

主义战士，将他短

暂的青春完全献给

了党，献给了人民。

他的一生，平淡无

奇，没有做过什么

惊天动地的壮举，

但却成为人民心中

永远的英雄。 1962

年 8 月 15 日，雷锋

因公殉职，年仅 22

岁。雷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以其名字命名的雷锋精神，雷锋精神是

指以雷锋的无私奉献精神为基本内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

革命精神。它影响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在上个星期，我们

举行了学雷锋的活动，虽然这个活动很简单但是也让我们体会到了一

些平时所体会不到的事情让我们知道了学雷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做一天雷锋容易，天天把雷锋精神放在心里是不容易的。要把学雷锋

的路走到底，一是不能耳朵软，听到讽刺挖苦就打退堂鼓；二是不能有

功利思想，为了做而做，为了学而学；三是要有奉献精神，舒舒服服学不

了雷锋。现在我们的力量很小，做不了很伟大的事，但是我们可以背起

书包学习雷锋叔叔的钉子精神好好读书，将来报效国家。

1701班 高源

学
习
雷
锋
好
榜
样

雷锋的事迹家喻户晓，使我们记忆犹新的是他对群众像春天般温

暖、舍己为人的精神，掀起中国人名格外是青少年像他学习的热潮。

广义而言，已升华了名字，雷锋，峰是山峰的峰，激励他努力工作的动

力，勇敢攀登高峰，他的领导（齐贵春）在填写雷锋的入党申请书时，以

峰字致锋，比喻他才干、锐气。

雷锋因公殉职，纵观雷锋短暂的一生，他始终对生活保持着一种

积极主动的态度，他闪耀着敬业奉献的光芒和崇高的精神依旧长留人

间。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 1963年 3月 5日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并将每年的3月5日定为“雷锋纪念日”。 1702班 孙雪婷

雷锋
——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焉

如今，时代在变，但雷锋精神不变。

在学习中，我们需要有雷锋精神，雷锋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对待

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这句话诠释了他对于工作的热爱。学习亦是

如此，我们首先要爱学习，才能有充分的动力去学习，才能在学习中找

到快乐，从而找到学习的一些方法，更好的学习。在生活中，我们也需

要有雷锋精神。说到雷锋精神，人们可能更多的是想起他助人为乐的

事。的确，学习雷锋需要我们用自己的爱心，去感动身边的人，为他人

付出，不求回报，只有这样，才能让世界成为爱的世界。

学习雷锋好榜样，让我们在学习雷锋的日子里，努力为人民服务，

做好这个当代的活雷锋！ 1707班 顾德祥

学习雷锋好榜样

园丁情——连载3

不知不觉来到公交技校已经两年了，

在这里我学习到了许多知识，收获颇多。

而我最喜欢的课便是朱玲老师的电工。

面对一个全新的课表，我们心里最多

的就是迷茫，因为我们所学习的课程主要

都是以汽车为主，同学们对此并不是很了

解。所以上起专业课来也就很枯燥无味，

但是朱玲老师的课不同，她的课堂总是充

满欢声笑语。

每次上课前，朱玲老师都会进行课前提问，提问的内容都是上节课

所学的知识，在问到我们不会的问题时，老师就会将以前学习过的知识

结合图生动形象的，很有耐心的重新为我们讲解，帮助我们理解，巩固，

在每次提问中我们也都能将之前遗漏地方重新补回来，收获新的知识。

朱玲老师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分清右手螺旋定则，左手定则和右手定

则的区别，特地出了张小练习给我们写，同时，给我们总结了学习方法，

我现在还记得老师教我们的方法：平伸左手，使大拇指与其余四指垂直，

并跟手掌处在同一平面内，让磁感线垂直传入掌心，四指指向电流方向，

则大拇指所指方向就是电磁力的方向……我们跟随老师的动作学了起

来。。因为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下，我们不仅找到了学习的乐趣，也让我们

的师生情多了一份友情。

人生难得的一件幸事，便是在无聊的课堂里，遇到一个敬重的他

（她），从此走上了好孩子的道路。

1704班 梁潘 梁梦蝶

灵动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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