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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当小雷锋
海门市新教育小学
二（1）班 朱鹏瑞
指导老师 俞丽美

偷看电视
泰兴市黄桥小学教育集团
十桥校区四(6)班 印晓峰

指导老师 王 志

那天，我在家早早地把作
业写完了，无聊地看了看书，突
然想看电视了。可是爸爸在
家，我没办法。等了一会，爸爸
出去了，我先透过猫眼看看爸
爸是否真走了，别刚看一会就
被抓个正着。确认完了，我高
兴得手舞足蹈，好似自由的猴
子一样兴高采烈地蹦跳起来。

我翘着二郎腿津津有味地
看着电视。不知不觉已经四点
了，楼梯里传来了脚步声，我如
梦方醒，吓得赶紧把电视关掉，
装模作样地看起了书。爸爸一
进门，笑容满面地问：“今天有
没有看电视呀？”我结结巴巴地
说道：“没……没……有。”其实
我比热锅上的蚂蚁还紧张，汗
水不停地往外冒。爸爸说：“不
对吧？你刚刚肯定看电视了。”

我很疑惑，爸爸解释道：
“你看看你的鞋子怎么跑到客
厅里了？而且电视机现在还非
常热。”这下我无话可说了，打
那以后再也不敢“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霸王”了。

“学习雷锋好榜样……”，
我们哼着歌在图书馆忙活开
了。

瞧！我们组每个人都在卖
力地擦着桌子。黄和擦得可仔
细了，只见他手拿餐巾纸，对准
脏的地方，使出九牛二虎之力，
来回地搓呀搓。没过一会儿，
桌子就干净得发亮了。

我拿着抹布大面积“扫射”，
左擦擦右擦擦，一会儿工夫，灰
尘都被赶得无踪无影了。这时，
一张桌上的黑色斑点格外显眼，
怎么擦也擦不掉。我想到妈妈
打扫卫生时会把抹布弄湿，然后
再去擦污渍。我马上去水池边
把抹布打湿，盖在斑点上，过一
会儿用力一擦，斑点果然不见
了。看着一尘不染的桌子，我满
意地笑了。

各组忙活完了，老师安排
我们听雷锋的故事。听着故
事，我在想，我们小朋友都要从
小事干起，做一个助人为乐的
小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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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把对英烈的缅怀化作前进的力
量？宝应县氾水镇初中七（4）班王子涵有
自己的答案：“传承和发扬他们的精神。”
当同学遇到难题的时候，他会耐心解答；

校内外的各种志愿活动，他都积极
参加。“一个人的举动能影

响更多的人，我们
应该多主动表达

善意，让温暖的正
能 量 在 人 群 中 传

递。这样点滴的小
力量，就能凝聚成磅

礴之力。”
八十二名战士的面

前是一千多日伪军，全连没有一人生还、
没有一人投降，也没留下一件完整的武
器、一张机密的文件。“他们爱国的壮举在
和平时代或许我们无法‘复制’，但爱国的
精神却可以继承发扬。”平日里，淮安市刘
老庄中心小学四（4）班陈雨晗不仅积极参
与每一次的升旗仪式，还利用课余时间学
习环保知识，倡导务农的亲戚们循环使用
大棚膜、不在河边倾倒垃圾、合理使用化
肥，共同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连云港市徐山小学六（2）班的王墨轩
是个体育迷，在他的心里，再没有比站上
世界最高领奖台，看着国旗升起，奏响国
歌，更让人感到自豪了。生活中的王墨轩

正向着梦想默默努力：离开温暖的被窝早
起锻炼、“抛弃”好看的电视踢球训练……

“虽然我们的贡献和英烈们的流血牺牲相
比微不足道，但如果每个人都做出力所能
及的贡献，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美
好！”

传承英烈精神不仅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更是我们健康成长的“营养液”。
就像习爷爷说的那样，“人无精神则不立，
国无精神则不强”。战争年代，英烈们团
结一心、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光明。新
时代，我们接过他们肩上的担子，继承英
烈精神，树立远大理想并为之不断奋斗，
书写不负英烈、属于我们的精彩未来！

本报记者 周 琳 李 彤 郭 瑞 通讯员 朱永强 宋继玺 徐春雨 杨兴荣 昌文富

英烈精神是革命英烈身上崇高理想、高尚情操、坚定信仰的集中体现，是对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一往无前等意志品质的最生动
诠释，也是当代青少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用如今的流行语“硬核”一词来形容十分贴切形象。不仅在清明节参加祭扫烈
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场馆等活动，平时同学们也常参与讲座、演讲等一系列红色基因传承活动，在活动中他们走近革命英烈、触摸
红色历史，感受革命英烈的精神世界，并将英烈精神作为我们新时代青少年的精神“硬核”。

★清明时节红色洗礼
在清明前夕宝应县氾水镇举行的“传

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教育启
动仪式上，镇中心小学六（2）班王秋阳声
情并茂地讲述了雨花台最后一位烈士、氾
水镇爱国青年成贻宾的感人故事。从小
时候听妈妈讲成贻宾的故事，到一年前看
王俊凯在《信中国》节目上朗读成贻宾的
信件，王秋阳从朴素的自豪与崇拜，变为
把成贻宾的精神品质当作自己的精神追
求，“我也要向他学习，有果敢的毅力和爱
国家、爱民族的精神。”

连云港市抗日山烈士陵园的墓园里，
长眠着小沙东海战中牺牲的烈士，他们在
海上遭遇敌人的巡逻艇，勇敢地与敌人周
旋，最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连云港市徐
山小学六（3）班王婕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
里祭扫了，烈士们的英勇事迹早已深深印
入她的脑海：“就像爱因斯坦说的，‘一个
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该
看他取得什么’，烈士们用生命鼓舞人民
抗战，他们的死重于泰山。”

每年3月18日，淮安市刘老庄中心小

学的同学们都会步行去刘老庄八十二烈
士陵园祭扫。好奇、悲伤、敬佩……随着
年龄的增长、参与次数的增多，四（1）班王
嵘的心情也不断发生变化，“为了掩护大
部队安全撤离，八十二名烈士
与日伪军进行殊死战斗全部牺
牲，留下姓名的只有二十几人。”
在她看来，做事不能过于看重

“回报”，只有人人奉献、人人参
与，祖国、社会还有集体才会变得
越来越好。

★胸中有块精神“硬核”

★“硬核”上开出践行之花

“伊犁河岸旁，长满小白杨，明月
林中照，树叶沙沙响……”舞台上，江
苏省泰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初二（5）
班陈矜漪的歌声像阳光一样温暖，给
人以力量。从小学习唱歌、跳舞的她，
是同学、老师公认的“小百灵”。走下
舞台，担任八年班长的陈矜漪让同学
们最难忘的，便是那维持纪律时一声
嘹亮的“安静！”“说来奇怪，虽然陈矜
漪平时总是笑眯眯的，但管理班务严
肃起来，同学们都很‘服’她。”同班好
闺蜜潘澜菲觉得，这和陈矜漪做任何
事都带着“爱的温度”分不开。

“以身作则”是陈矜漪“服众”的小
窍门。在学校英语跳蚤节上，同学们
都很想去其他班级的摊位上逛逛，但
自己班的摊位也需要人看管，陈矜漪
便组织班干部安排值班表实施“轮班
制”，每15分钟换一次班，还带头多值
了15分钟的班。在陈矜漪的带领下，

同学们在“值班”时吆喝得更卖力，在
逛摊位时也逛得更尽兴了。

除了管理好班级事务，作为学校
的学生会副主席，陈矜漪也时刻不忘
自己“学生代言人”的身份。与同学们
交流的过程中陈矜漪发现，学校的食
堂里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便决定
为同学们“发声”。在前不久的“校长
听我说”座谈会上，陈矜漪向校长提议
在食堂内多设置几处残渣桶，并在残
渣桶附近垫上防滑垫防止同学们滑
倒，还呼吁同学们体谅保洁阿姨的辛
苦，将垃圾倒入残渣桶里。她的提议
得到校长和同学们的一致肯定，而陈
矜漪觉得：“凡事先为他人着想，爱的

‘良性循环’一定会让更多人感受到温
暖。”

陈矜漪还将“爱的温度”播撒到身
边的每个角落。“王叔叔，早上好！”“李
阿姨，您辛苦了。”……走在校园里，陈

矜漪总会礼貌地向保安叔叔和保洁阿
姨问好。在她的感染下，潘澜菲也养
成了和校工打招呼的习惯：“每次叔叔
阿姨停下手中的活向我们回报以微笑
时，我们都觉得特别温暖。”每逢节假
日，陈矜漪还会走上街头，给交警、环
卫工人、公交司机等坚守工作岗位的
人们送上一只“平安果”（苹果）。在她
的带领下，“平安果”小队的成员从一
开始的几人，“扩军”到现在半个班的
同学，陈矜漪别提多开心了。

2018年获评第二批“新时代江苏
好少年”后，陈矜漪并没有停下播撒爱
的脚步，她还在动员更多的同学一起
传递关爱，用自己的爱心与笑容感染
身边的每一个人。

“小百灵”唱响爱之声
本报记者 张玫莹 通讯员 宗永安

习近平爷爷说，“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
神则不强”。新时代的年轻一辈应有自己崇高
而坚强的精神硬核。革命烈士感天动地的英
名和英雄精神，正是我们立德铸魂的宝贵资
源，是我们精神上“拔节孕穗”的丰富滋养。

铭记历史，才能珍爱今天。今年是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喜看祖国崛起被世界称为奇迹。
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越是缅怀为祖国的今天
而献出热血和生命的先烈，越是要铭记先烈的
英名，用他们的英雄精神铸造我们的灵魂。在
江苏，我们要铭记和传承“雨花英烈精神”“周
恩来精神”“新四军铁军精神”“淮海战役精
神”。在全国，我们要铭记和传承“红船精神”

“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却
看红旗漫卷，皆是烈士英名。陈毅赞小沙东海
战烈士“浩气长存”，朱德赞刘老庄八十二烈士
是“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习近平赞雨花英烈

“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
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这些精
神，将铸我之魂，育我一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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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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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英烈精神英烈精神英烈精神：：：我们的精我们的精我们的精神神神“““硬核硬核硬核”””

“成贻宾在上学时就参加了新民主
主义青年社，他总是走在学生游行队伍
的最前列并振臂高呼：‘黎明即将到来，
曙光就在前头！’”这几年学习烈士事迹
的活动，让宝应县氾水镇初中七（4）班仲
维笑从一个对身边的人和事漠不关心的

“佛系”女生，变成一个“热心肠”。看到
有同学被欺凌，她会打抱不平；见到教室

脏了，就主动清扫
干净。“革命烈士

们一心一意为
别人，即使

是牺牲自己也无怨无悔。今天的我们也
应该多想想能为他人和集体做些什么。”

“卖国可耻，救国光荣。”这是刘老庄
八十二烈士中李云鹏烈士小时候立下的
誓言。他的妹妹李爱云奶奶说，李云鹏
的一生都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哪怕弹
尽粮绝也没动摇，还鼓励战友：“我们是
新四军，宁愿牺牲绝不投降！”听到这里，
淮安市刘老庄中心小学五（2）班徐亚文
红了眼眶，她决定不仅要做好英烈精神
的继承者，更要成为一名传播者，“长大
后我要当一名老师，传授知识的同时将

烈士精神种到每位学生的心里。”
“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革命英

烈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英勇战斗，直
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连云港市徐山小学
六（1）班唐详芮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在新
闻里，他看到祖国高铁飞驰、卫星上天、
嫦娥探月；在生活中，他看到人们住上了
新房、开上了新车、过上了好日子。“这不
正是烈士们梦寐以求的新中国吗？现在
的发展离不开烈士们抛洒热血的奋斗，
如果他们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定会非常
欣慰。”

右图均为扬州市宝应县氾水镇“传承红色基
因，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教育启动仪式。

左图均为淮安市刘老庄中心小学的同学们祭
扫刘老庄八十二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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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去植树

快乐春游

新闻零距离

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和春天有约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踏入初中已经半
年多。如今没有了小记者社团的活动，闲
暇时间，我特别想念教我六年的小学老师，
也特别怀念我的小记者生涯。

小学三年级时，我加入了连云港市徐
山小学《关心下一代周报》小记者队伍，在
关工委杨少华老师、班主任单玉彩老师的
带领下，我们小记者站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活动。我们采访搬进新居的农民，体验城
镇化建设；我们与爷爷奶奶们共度重阳节，
爱老敬老；我们采访县两会，听代表委员们
话民生、谈教育；我们参观红色基地，体验
战争年代的岁月；我们走进工厂，与优秀党

员面对面；我们采访抗战老英雄，为最可爱
的人喝彩……令我高兴的是，加入小记者
队伍后，我在《周报》和江苏少年网上发表
了多篇文章。这些精彩的记忆我永远难
忘，总想回母校去看看。

这天中午自习课，我的现任班主任李
海涛老师突然通知我与小记者樊荣：“到徐
山小学找杨老师。”我和樊荣怀着激动的心
情走进母校的大门，向着与老师约定好的
地点走去，我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快走到门口时，就看到杨老师笑着迎
出门：“快请进，快请进！”原来，我被评为
2018 年度《关心下一代周报》“十佳”小记

者了！单老师说：“当小记者不仅能丰富学
习生活，也能提高写作水平，对你们一生成
长都有益！”我和樊荣频频点头。杨老师还
提醒我们：“不要以为上了初中，就不再是
小记者了，你们要记住，你们是优秀的小记
者，而且永远是《周报》的小记者！”

在回中学校园的路上，老师的话始终
在耳边回响。我暗下决心，笔耕不辍，我还
要坚持努力多写稿。

连云港市徐山中学
七（1）班 王国强

（小记者证编号 J160017)
指导老师 单玉彩 李海涛

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步行来到王杰部队。部
队门口，卫兵手中紧握钢枪，一左一右，笔直站立，
一种严肃井然的气息扑面而来。第一次走进军营，
让我既陌生又兴奋。

“王杰班”指导员首先给我们朗读了习近平总书
记给“王杰班”的回信。指导员叔叔说：“总书记的回
信让全体官兵感到温暖，更深感自己肩上的重任。”

从会议室出来，我们来到了“王杰班”荣誉室。
墙上，王杰的誓言“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
个大无畏的人”格外醒目。两边墙上是王杰的事迹
介绍和“王杰班”获得的各种荣誉奖状，一种敬佩感油
然而生。我们还来到了王杰事迹陈列馆，进门就是王
杰奋不顾身扑向炸药包的塑像。我深深被这种舍己
为人的精神所震撼！陈列馆里，王杰的日记吸引了
我，虽然日记本已经破旧了，但还能看得出上面工整
的字迹。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话：“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
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
就是幸福。”平凡的话语更彰显了王杰精神的伟大。

虽然英雄王杰只有短短23岁的生命，但是他的英雄事迹却激
励着千千万万的人，他的英雄壮举也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今后，
我要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王杰式的好少年。

徐州市云兴小学四（5）班 陈禹豪（小记者证编号 J193124）
指导老师 白玉婧

小记者感言

采访大厅里，电子屏上两行大字：“学习身边的道德模范，向新时
代雷锋致敬”，电子屏下坐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家和一位神采奕奕
的中年人。他们就是我们今天采访的主人公：救援志愿者栾仕信爷
爷和义务讲解员郑栋梁叔叔。

主持人简短的介绍后，在栾爷爷略带低沉的嗓音中，我们进入了
他那一幕惊险的救生故事中。为了救一位素不相识的孩子，泰州最
美教师杨向明跳进了近 3米的水中。那一刻，正在附近游泳的栾爷
爷听到呼救声，光着脚就一路小跑赶了过去，翻过栏杆，滑下河坡，一
个猛子，扎入水中……在大家的帮助下，杨老师和孩子被救上了岸
……

听着听着，我们的眼角湿润了。提问环节，我大胆地举起了手
……“没有想太多，只知道救人要紧。”质朴的回答让我微微有些愣
神，没想到栾爷爷对于“为什么这么做”的回答竟如此轻描淡写。细
细地咀嚼着栾爷爷的话，又回想起看过的《雷锋的故事》，我明白了一
些道理：捡起路边的一个空瓶丢进垃圾桶，让我们的城市更美丽；给
情绪低落的同学一个笑脸，让他不那么悲伤；用一声“注意脚下”的提
醒，让前面的行人不会弄湿鞋子……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栾爷爷是
这样的，郑叔叔是这样的，雷锋也是这样的。

“学习雷锋好榜样……”回校的路上，这首熟悉的旋律又在我耳
边响起。我暗下决心，学习身边的道德模范，让快乐来敲我的门！

泰州市海陵学校六（3）班 徐赵睿妍（小记者证编号 J184040）
指导老师 栾月敏

3月21日，我早早地起床，背上
妈妈为我准备的装满零食的小书
包，像只快乐的小鸟飞奔向学校。
世业洲开心休博园的游玩项目既惊
险又刺激。当海盗船飞荡从最高点
落下来时，同学们的尖叫声、欢呼声
连成一片。当过山车飞速运行时，
突然来了个急转弯，我感觉车体倾
斜得要掉下去似的，还好，我们安然
无恙地度过了这场惊险刺激的过山
车之旅。吃饱喝足后，老师又带我
们来到了动物园，我见到了美丽的
孔雀，看见了可爱的小香猪，它用萌
萌哒的眼神看着我，是不是想让我
把它带回家？我还看见了健步如飞
的鸵鸟，最后见到了在屋子里睡懒
觉的黑熊，它昨天没有睡好吗？这
么晚了还不起床……
镇江市敏成小学二（3）班 付锋钰

(小记者证编号 J185520)
指导老师 邓冠群

3月 12 日是植树节，趁着好天
气，我们肩扛铁铲，手拿树苗，提着
水桶，高高兴兴去植树。挖坑是项
力气活，男子汉范德广自告奋勇。
只见他两手紧握铁铲，用力地挖起
坑来，可没挖几下就大汗淋漓，大呼
要加强锻炼，我和钟苏妍看着笑得
合不拢嘴。看土坑挖得差不多了，
钟苏妍就小心翼翼地把树苗的根放
进土坑里，可别小看这项工作，它也
是决定小树苗成活率的关键呢。只
见钟苏妍一只手握树干，将树苗放
置在坑的中部，另一只手轻轻地将
树枝舒展开。我接着用土把树坑填
平，并起身拿起水桶打来水，让小树
苗“喝饱水”。

在我们的通力合作下，树很快
就栽好了。看着一排小树，我觉得
我们的小树苗最精神！

建湖县芦沟镇裴刘小学六（2）班
肖立佳(小记者证编号 J185316)

指导老师 肖红林

来到北环新村的一间小屋，我们见到了
常州市“一加”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队长王德
林。一进门就看到他正趴在床上，认真地接
听电话，我们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哦！电话
那头是一位市民希望加入王叔叔创立的“一
加爱心社”。放下电话，王叔叔热情招呼我
们坐下，6平方米简陋的小屋，一张小床就
是王叔叔的工作“台”。手边那部电话，一部
不起眼的电话，帮助了10万多人，志愿服务
时间近7万个小时，而“一加爱心社”有来自
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10500 多名。大家相信
吗？王叔叔7岁就因车祸高位截瘫，只能趴
在床上啊！但他用爱撬动生命的支点，在床
榻上撑起了爱，织就了爱的网络。

王叔叔曾经荣获“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全国最美志愿者”“全国学雷锋志
愿服务先进个人”等荣誉。在与王叔叔的交
谈中，我看到了他对生活乐观向上的态度，
看到了他面对病魔勇敢顽强的意志，更看到
了他身残志坚、乐于助人的精神。

今天的采访，我接受了一次人生观、价
值观的洗礼。作为一个健全人，我在学习上
要不怕困难，在生活上要自强自立。我要像
王德林叔叔那样，成为一名有爱心的志愿
者，奉献社会。

常州市朝阳桥小学六（3）班 刘思雨
（小记者证编号 J173616）

指导老师 徐建芳

3月26日，无锡市安镇实验小学师
生来到安镇胶东烈士陵园，开展“踏着烈
士的足迹前进”清明祭扫活动。长青园
里，翠柏挺拔，青松苍劲。纪念碑下，我
们高唱国歌；烈士墓旁，我们低头默哀。
听着烈士故事，看着鲜花翠柏，我们心潮
起伏。我们捧出亲手制作的朵朵白花，
敬献在烈士墓碑旁(见上图）。英雄，安
息吧！就让这纯洁的白花、伟岸的翠柏、
挺拔的青松陪伴着你们，和你们的精神
一起长存。
无锡市安镇实验小学六（4）班 叶胤辰

（小记者证编号 J165791）
指导老师 孙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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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争做争做王杰式王杰式好少年好少年

33：：梦想成真取决于自己梦想成真取决于自己

55：：““爷爷奶奶爷爷奶奶””温暖留守的心温暖留守的心

我永远是

远远的，我们就看见院门两边的体育
器材，还有一座美丽的亭子，满树的桃花让
小院显得生机勃勃。每逢放学后或节假
日，留守儿童们可以来这个“如飞留守儿童
之家”学习、下棋、上网、唱歌、跳舞……还
可以享用免费的午餐。我惊奇地发现，这
里有20多位爷爷奶奶为孩子们义务服务，
他们有的教唱歌、有的教诗词、有的教书
法、有的教戏曲……别看他们都是七八十
岁的老人，一走上舞台，个个都生龙活虎。
最让我钦佩的是75岁的段德英奶奶。

段奶奶原是县吕剧团的主要演员，退
休后，被“如飞留守儿童之家”的创办人马
如飞邀请到这里，为孩子们教唱戏曲。家
住县城的段奶奶，离“如飞留守儿童之家”

所在的廖塘村有 30多里路。每到周末或
节假日，段奶奶都自己骑电动车来上课，不
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大雪纷飞，段
奶奶从未误过一节课。段奶奶还在廖塘村
小学开设了吕剧课，为学生们教唱吕剧，不
收一分钱的报酬。

我采访了段奶奶：“您为什么这样做？”
段奶奶笑着对我说：“我也是贫苦家庭出
身，能为留守儿童做点事，我感到高兴。”这
是多么高尚的精神啊！我还采访了吴双、
吴越这对兄妹，他们说：“感谢段奶奶，让我
们有了一个温暖的家，让我们不再留守。”

东海县石湖中心小学四（3）班 朱文泽
（小记者证编号 J193126）

指导老师 孙建明

“甪直榜样”访谈会请来了 2018 年度
十大“甪直榜样”中的三位，分别是陆雪忠
伯伯、金雪芳老师及赵荣警官。

陆伯伯对环保工作品质的追求以及一
心为民的精神让我肃然起敬，金老师对残
障学生的关心和对他们的不离不弃令我热
泪盈眶，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位既幽默
又尽心尽职的赵荣叔叔。在人生道路上，
他凭着一份执着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实
现了自己的梦想。

从赵警官的讲述中，我们得知他小时
候的成绩十分差，第一次语文考试就不及
格，再加上小时候的他十分瘦小，经常被别
人欺负。在受人欺负的时候，他就盼望着
能有一位警察叔叔站出来为他主持公道。
于是，他就有了一个当警察的梦想。最后
他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了自己幼时的理
想。赵叔叔还谈起自己小时候，拼音特别
差，所以连普通话也说得不好，而现在我面
前的这位赵叔叔，普通话既标准又流利。
谈起自己工作上的事，赵叔叔更是充满自
豪感，可见他对自己的岗位是多么热爱。
赵叔叔还告诉我们：“自己的成功，不在于
别人，而取决于自己。”

苏州叶圣陶实验小学五（1）班 俞文哲
（小记者证编号 J174587）

指导老师 陆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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