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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声琅琅伴青春书声琅琅伴青春
一个个温馨而美丽的早晨都在师生们朗朗

的书声中开启，或高亢激昂，或深沉婉约，阵阵

书声成为校园里最美的声音。学校组织全体师

生参与的首届“书声琅琅”早读评选活动使得春

日的校园更显生机和活力！

一日之计在于晨，对于学生来说，清晨是最

清醒、记忆力最好的时候。为了培养学生早晨

大声朗读的习惯，充分调动同学们的学习积极

性，激发学习热情，同时也为了让书香溢满校

园，我校学生科 2019年 4月，精心组织了早读评

比活动，利用早晨的一段黄金时间，给学生充分

读书的自由，用琅琅的书声唤醒沉睡的思维，带

着饱满的热情进入到紧张活泼的学习状态。

关于早读，学生科要求每位班主任教师：按

时到班，不迟到；能和学生一起诵读；不做与早

读无关的事情。要求学生：早读任务明确；不在

操场逗留，及早进班，以班级人数多少为准；不

做与早读无关的事。每位都要做到坐姿端正

（或者挺立），精神饱满；声音响亮，感情投入。

学校安排专人坚持不定期巡查并记录每班读书

情况并进行评分。此项活动自 4 月开展以来，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每个班级，每位同学都精神

抖擞，全神贯注。1707 班班的赵祥老师更是坚

持每天和学生一起创新晨读，师生感情饱满，声

音响亮，朗读形式新颖。

早读比赛不只是一种形式，它彰显着我们

对待学习和生活的态度，更反映出我们的文化

内涵与底蕴，反映出“学如春起之苗，不见其长，

日有所增”的信念。此次早读比赛，将成为南京

市公用事业技工学校的常态，不仅仅让早读成

为师生的一种习惯，还要成为师生的一种追求，更

是师生们读书的境界、学习的境界、做人的境界。

经过一个月的早读比赛，评委老师仔细打

分，根据比赛方案规则，最终决出了本次比赛的

奖项。“书声琅琅”早读比赛获奖班级如下：

“书声琅琅”早读比赛班级获奖名单

江北校区：第一名：1707赵祥

第二名：1803陶路路

第三名：1802沐金龙

江南校区：第一名：1605盛媛媛

第二名：1602谭菲晓

第三名：1604何娟

第四名：1505吕余忠

第五名：1503朱闯

第六名：1603王静茹

校报编辑部

书香校园朗朗书声
你闻到书香了吗？你听到朗朗的读书声了

吗？你看到那气势磅礴的学生们了吗？这就是我

们的学校，我们的书香校园，我们学校的“早读比

赛”。

学校的“早读比赛”开展在四月份，是从早上

的 8：30-8：55 这段时间内进行的，虽说只有短短

的二十几分钟，但每个班级都拼尽全力和感情，专

心投入这场比赛中。一段段洪亮，整齐的诗句，犹

如在乐谱上舞动的音符，围绕着整个校园，不得不

感慨这场比赛让每个人都充满活力，斗志昂扬。

早读应该把心静下来，这样才能把一首诗、一

曲词、一篇散文读好，否则再动听的诗、再好的词、

再美的散文也会被读杂了的。通过此次早读活

动，我有这样一些体会：

1.提升了我们早读质量，学生的诵读能力，感

悟能力有了提高。

2.让我们养成良好的早读习惯，让学生享受

晨读乐趣，打造“书声琅琅”的书香校园。

3.诵读经典美文，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

陶和感染，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本次“早读比赛”我们班表现也算佷不错的，

我在每一位同学身上都看到了积极向上、认真、阳

光的可贵精神。

莎士比亚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通

过早读，我想与书交朋友，让它带着我在蔚蓝的天

空里展翅翱翔，带着我在浩瀚的海洋中搏击风浪。

使我在风雨中成长，变得坚强，在我的成长路上撒

下絮绕缕缕书香！ 1801班 姜欣雨

关注1+X制度
近日，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

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要把职业教

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

展中更加突出位置，对接科技发展

趋势和市场需求，完善职业教育和

培训体系，优化学校、专业布局，深

化办学体制改革和育人机制改革，

以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为导

向，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特别是企

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着力培养高

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鼓励

大企业办职业教育。

要发挥企业的办学主体作用，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举

办高质量职业教育，各级人民政府

可按规定给予适当支持。建立公开

透明规范的民办职业教育准入、审

批制度，探索民办职业教育负面清

单制度，建立健全退出机制，鼓励职

校生考多类证书。

从 2019年开始，我国将在职业

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1+X”

（“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制度试点工作，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试点工作要进一步发挥

好学历证书作用，夯实学生可持续

发展基础，鼓励职业院校学生在获

得学历证书的同时，积极取得多类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拓展就业创业

本领，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这无疑对我们职业类学校是个

好消息，会有更多的学生进入有目

的性的学习。也大大加大了我们职

业类学校学生的就业率，同样加大

了我们学习的积极性。国家需要我

们这些专业性人才我们也需要国家

对我们这些技术类学生的肯定！推

出 1+X 这个制度就是最好的肯定，

国家还是很需要我们这些蓝领类人

员。未来专科学生不会比本科学生

差！

1605班 王立芮

我们的实习周

比亚迪教学实习周
在上周我们去比亚迪旗下的工

作点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教学实习，

和以往的教学周不同的是我们这次

不在学校。这次实习分别设置了 4

个点进行实习：沙洲、雨花南路、河

定桥、天印大道。在这段时间里，我

学到了很多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

也认识到了自己很多的不足，感觉

收益非浅 .以下是我在实习期间对

工作的总结以及一些自己的心得体

会。

来比亚迪实习期间，心境有时

还显浮躁，做事偶尔还会粗心，这两

点是在日后须不断努力改进的。相

信通过踏踏实实做事，谦虚低调做

人，自己会在比亚迪得到很好的成

长，也会为比亚迪的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也深刻体会到了团队的力

量和魅力。公司的企业核心价值观

是：平等、务实、激情、创新。在去公

司的第一天，老师们就教导我们不

迟到不早退，一定要守时，做人一定

要正直、要实事求是，诚以待人懂得

人品对一个人来说的重要。我充分

的体验到了如何待人。总之，在公

司的一周时间里，我们脱离了学校

的庇护，开始接触社会、了解我们今

后工作的性质。不但增长了专业知

识，还学习到了不少为人处事的方

法。

感谢学校给我们这次宝贵的实

习机会，同时也要感谢老师对我们

的细心指导。本次实习所学到的这

些知识很多是我个人在学校很少接

触、注意的，但在实际的学习与工作

中又是十分重要、十分基础的知识。

通过本次实习我不但积累了许多经

验，还使我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

这段经历使我明白了“纸上得来终

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真正含

义。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终归是浅

薄的，要真正理解书中的深刻道理，

必须亲身去躬行实践。

1606班 朱芷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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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通信：

4月 2日，我校联合共建单位泰山街道

码头社区开展“缅怀先烈、铭记历史”祭扫

蒙难将士纪念碑活动。

4月 3日，江苏天泓汽车集团人力资源

部领导来我校面试首批“天泓冠名班”学

生。

4 月 17 日，江苏省建设教育协会隆重

召开 2019 年年会暨 2018 年度建设教育工

作先进单位表彰大会，我校荣获江苏省建

设教育协会 2018年度“先进单位”称号。

5 月 8 日，丰富多彩的比亚迪冠名班

“企业教学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我校模范马

路校区成功举行。

4月至 5月，学生科组织全体师生参与

首届“书声琅琅”早读评选活动。

5月 15日，“2019年度江苏天泓冠名班

开班仪式”在江南大厦三楼会议室举行。

5月 17日，由南京市总工会、南京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南京市交通运输局、

共青团市委联合主办，南京市交通运输工

会、南京市汽车维修行业管理处、江苏南京

长途汽车客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

2019 年度南京市职工职业（行业）技能大

赛汽车新能源客车维修机电工技能竞赛在

南京拉开帷幕。我校成志鹏老师获得了本

次大赛二等奖、王建老师获得本次大赛优

胜奖的好成绩

5 月 31 日，我校携手江南客运有限公

司开展运营调度冠名班“企业教学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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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香校园
高尔基曾经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书，不仅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老师，它在人

生路上伴我们成长。

我的房间里摆满了各种书籍，每天，我都会细

心地“照顾”它们。学校里也飘散着书香：草坪上，

同学们站着、躺着、坐着，津津有味地阅读；操场

上，书香四处飘散，那清淡的书香，把同学们笼罩

在欢声笑语中；教室里，许许多多有趣的书摆放在

“图书角”中，好像在呼喊：“快来读我吧！我肚子

里的知识可多了呢！”

我和大多数的同学一样，都是一个“小书迷”，

每天抱着书，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有时，我坐在座

位上读起来，有时连同学大声叫我，我也没有丝毫

察觉。

有一次，我做完作业了，就随手拿起一本书阅

读起来，我仿佛忘记了我在哪儿，而是沉浸在书的

世界里：那里有可爱的笨狼，爱说谎的小木偶和聪

明的列那狐以及爱动脑的阿凡提和善良的好心眼

儿巨人。读书也对我的写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以前糊涂的“流水账”现在此次获得“优”。大大提

高了我的成绩。

我爱读书，是它陪伴我学习；是它陪伴我成

长。我更爱我这个书香漫漫、充满欢声笑语的“书

香校园！” 1701班 马辰航

图说实习周

实习周第一天，老班讲述实习注意事项 指导老师带学生介绍比亚迪 e5
纯电动汽车电池组

比亚迪K9F客车整车认知 介绍比亚迪e5纯电动汽车高压配电箱

1705班 周昊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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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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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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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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的祖国
1949 年 10 月 1 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

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伴

随着音乐的响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

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

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

的国家。

2019年 10月 1日是祖国 70周年恰逢我奶

奶的 70 岁的生日，这两件事在一起是多么高

兴而又兴奋的啊！回忆过去，奶奶感慨万千，她仍记得过去的一些事，奶奶的青年

时代是伴着祖国的成长走过来的。历经艰辛，几多磨难，她小时候家里不太富裕，

但是已经有足够的粮食吃，以前每家每户家里买电视机的人还很少，如果有一家有

电视机那么街里街坊都会看。那个时代一件衣服穿好几个年头，直到穿成左一个

布丁，右一个补丁，还舍不得扔。每当说到这时奶奶都会伤心的留下了一滴滴眼

泪。70年后的今天，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家用电器家家都有，室内家具样式新颖，

穿的，有红，有绿；用的，应有尽有；生活真是有滋有味，还有交通运输方面有重大的

改变，街道不拥挤，变得有秩序，让我们“条条道路通罗马”，吃的，有鱼，有肉。想起

每当我在饭前掉下饭粒，奶奶总要说我几句，还总是说起当年饿饭时的情形，告诫

我要粒粒皆辛苦。回想起过去的饱经风霜，尝变酸甜苦辣，现在的生活可真是幸福啊！

我们朝气蓬勃、天真可爱，是祖国的骄子，是新时代的脊梁。梁启超在《少年中

国说》中写道：“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

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未来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青年的竞争，

中国作为泱泱大国，要雄于世界，就要靠年轻人，作为新时代的接班人要把爱国主

义精神转化为奋斗的动力，追求梦想，为祖国作出贡献扛起新时代的大旗！

祖国经历了 70年沧海桑田，翻天巨变，伟大祖国也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一跃

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历史性跨越世人瞩目，现如今我们的祖国

的国际地位上逐渐提高。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东方巨龙正逆鳞腾飞！中

国已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成了全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人民的生活

水平逐渐提高，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行。

光阴如水，岁月如梭。家国情怀会融入我的血脉，不变的是中国心，爱国情，我

是中国的一员，我爱我的家！我爱我的国！ 1802班 姜鸿宇

烟雨梧桐 别样南京
早晨，走进学校的大门，听到的是同学们朗朗的读书

声。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三棵法国梧桐树，高高地矗立在校

园中，从远处眺望，梧桐树像威严肃立的哨兵挺立在那儿。

夏日强烈的阳光照射在梧桐叶上，闪着绿色的金光，它的叶

子都舒展着，尽情吸收着阳光和雨露，它的叶子真绿啊，像

是一片片无暇的翡翠；它的叶子真亮啊，仿佛是一块块晶莹

透亮的水晶，叶子大的像外婆摇曳的蒲扇，显得格外生机盎

然。微风吹过，几片梧桐叶从树梢上悄悄地落下，像美丽的

蝴蝶在风中飞舞，盘旋，最后轻轻地飘入大地母亲的怀抱…

中国古代传说凤凰“非梧桐不栖”，梧桐对于中国文化有着

重要的作用，作家丰子恺的同名文章《梧桐树》堪称佳篇。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1872 年，一位法国传教士，在南京

石鼓路种下了南京第一棵法国梧桐树，开创了南京行道树

栽种历史。1929年为迎接孙中山灵柩修中山路和陵园大道

的时候，又陆续种下 2万棵法国梧桐，遮天蔽日的林荫大道

与中西合璧的民国建筑成为南京的景象，几十年来，万株大

小不等的“法桐”，逐渐成长为一条条优美的林荫大道，每到

夏天，火炉南京，赤日炎炎，格外烤人，而在“法桐”大道上，

却是绿荫成廊，遮天蔽日，轻风拂面。

据历史记载，由于宋美玲特别喜欢法国梧桐，蒋介石爱

妻心切，特意从法国引进两万棵梧桐树种，从美龄宮一路种

到中山北路，梧桐树高大挺拔，高贵有气势，是祥瑞的象征。

为了迎接孙中山奉安大典，时任南京特别市市长的刘纪文

主持修建了一条从下关码头至中山陵，奉安大典孙中山先

生灵柩经过的码头——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

路——东郊——中央路与中山南路，种上了从苏州杭州精

选的英国梧桐和雪松，83年来，这些参天古树早已和南京城

融为一体，郁郁葱葱的绿色让这座古城更显高贵威严，但又

不失古朴雅致。

凡事抱着一种美好方式去看待，在枯燥的历史中，用一

些浪漫的故事来点缀，每座城市都有它的气质和修养，金陵

这座古城因树而美，因梧桐而与众不同。

1702班 孙雪婷

每期一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

tics for a New Era

【重要讲话】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

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The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should be used to educate people and guide students to

strengthen their confidence in the path，theory，system，and cul‐

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boost patrio‐

tism.

——2019年 3月 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相关词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

confidence in the path，theory，system，and culture of so‐

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601班 杨阳

英雄谱民族魂

岁月的长河里，无数英烈前仆后继，为争

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促进世界和平而

英勇献身，他们以鲜血浇灌理想，用生命捍卫

信仰，构筑起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今天要讲的国民革命军的将军王甲

本，字立基，1901 年 8 月出生于云南平彝

（今富源县）。1918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

炮兵科，历任排长、营长。1929年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 51师 151旅旅长。1937

年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8军98师副师长。先后参加了鄂西会战，第一、二、三次

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战役，屡立战功。后升任第79军军长。

1944年，日军为挽回败局，发动意图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9月，

日军以 10 余万兵力分三路进犯广西。79 军奉命在湖南零陵、东安一线阻击日

军。9月 7日，王甲本带领军部直属部队进驻湖南东安县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探

知这一消息后，数千日军化装成友军和农民，向王甲本军部驻地袭击。王甲本亲

自率领军部手枪排拼死反击，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激战中王甲本被日军刺中腹部

牺牲，后被追晋为陆军中将。

在为了民族复兴，为了给我们带来安稳的生活，无数的英雄付出了自己宝贵

的生命，我们要向这些英雄缅怀，谢谢他们给我们带了的平静安稳的生活

1703班 许诺

公用技校之窗公用技校之窗

四月是读书月，我校开展了

“书声琅琅”早读评选活动。老师

也常说“早读可以让你一天有一个

良好的状态作为开头，并且能够增

强自信心。”

一日之计在于晨，对于学生来

说，清晨是最清醒、记忆力最好的

时候。一直以来早读已经成为我

们每天必做的事情。当我读到“春

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这首从小背到大的诗句，现在更能

让我们学会感谢老师的无私奉献，

对更多无私奉献的人心怀感激；读

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这句比喻绝境中的希望和转

机，给人以安慰和鼓励的诗句，让

我在绝境中重拾信心，有继续努力

下去的勇气；还读到“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老大徒伤悲”这样用

来告诫我们，要趁年纪还轻，好好

学习，不要到老了的时候，一事无

成，这样只能留下悲伤、悔恨的诗

句 ......

早晨是一天中的黄金时间，用

朗朗读书声来唤醒沉睡的思维。

早读读到了一篇文章叫《宁静以致

远》，读完这篇文章让我明白宁静，

是一种典雅的气质，一种古朴的情

怀，更是一种生命的态度。文章写

到：有的人崇尚“鹰击天风壮，鹏飞

海浪春”的豁达与豪迈，那是一种

生命激跃的姿态，然而，“行到水穷

处，坐看云起时”的古典与浪漫更

能深入人心，扣人心弦。豪放是种

美德，含蓄则是种性格。就在这种

含蓄的静穆中，那份清幽淡雅的幸

福渗透出了生命的悠远和旷达，而

这正是宁静以致远的禅机。没错

这便是宁静以致远；在读《分享与

分担》中我明白了，不管是分享或

分担，你都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它

不是一种义务，不是一种随心。它

却凝聚了心灵的美好，是我们中华

民族的伟大传统。它们让你不再

无初可依，不再赤裸裸的展现于天

地间。所以它们是美丽的，是高尚

的。这篇文章告诉我即使我只是

一粒尘土，一株小草，一片落叶。

但我却能顶天立地于天地间。

早读便要大声读出来“旧书不

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书中

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1704班 梁梦蝶

书声校园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早读

是学生学习生活中的黄金时间，“书读百遍，其

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能吟”，

为了让同学们提高早读的效率，能够背诵和朗

读经典课文和古诗，从四月份开始，我校决定举

行早读比赛。

清晨，我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学校。到

班不一会儿，就开始早读了，同学们整齐的坐在

课桌旁，只见今天领早读的我气宇轩昂地走上

讲台，高喊一声“早读”，接着就开始领着大家早

读了，声音时大时小，但每一位同学都认真而整齐的读着，脸上洋溢求

知的笑容。教室里传出的同学们抑扬顿挫的读书声，十分有韵味。真

好，每天，书声琅琅把整个校园变得那么的神圣。

我喜欢同学们的读书声，和同学们一起读书让我和他们立刻变得

精神抖擞。比赛期间每个班的读书声比火车的声音还要大都非常认

真。那一声声的读书声传出了同学们对知识的渴望，读出了同学们对

理想的追求。那美妙动听的读书声伴随着同学们的每一天，让我们获

得了大量的知识，懂得了许多道理。

比赛结果出来时，当得知获奖时，我和我们班每一个人内心充满了

喜悦和自豪，但是现在，我更多的感觉是一份责任和压力。中国有句古

话：“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意思是说，如

果一千个人同心同德，就可以发挥超过一千人的力量，如果一万个人离

心离谱，恐怕连一个人的力量也比不上！这就是合作的力量，这就是团

队的力量，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团队精神。

最后，早读比赛虽然结束，但我在书中，尝到了昔时人已没，今日水

犹寒的凄凉，看到了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释然，感受到

了粉身碎骨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坚韧，懂得了花开堪折直须折，

莫待无花空折枝的劝诫。书真是我们成长的阿拉伯神灯啊！书籍是人

类的阶梯，是我们成长的桥梁，是构成我们精神的一份子。请拿起你手

中的书，读起来吧！ 1802班 姜鸿宇

书声琅琅 识海漫园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

次谈到“爱国”，提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

精神的核心。国庆 7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重

温习近平总书记谈“爱国”的经典话语。

2013 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上，习大大这样说：“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

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

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

时俱进的精神力量。”

2016年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习大大这样说：

“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是广大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我国知识分子历

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思想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所尊崇。”

2018年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大大这样说：“爱国，是人世间

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孙中山先生说，

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我们常讲，做人要有气

节、要有人格。气节也好，人格也好，爱国是第一位的。我们也即将长

大成人，步入社会，充实自己。但在为人处世方面，希望大家要牢记习

近平书记的语录，做一个热爱自己的国家并积极为国建建设做出贡献

的“小英雄”！ 1605班 刘可

平语近人——爱国

校园艺术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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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角

英雄照我前行

五四精神代代传

打黑除恶在行动

1803班 胡宇航

1802班 姜鸿宇

1801班 王璀瑶

学生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