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奕轩，在教院附中求学

的 3 年中，他遵守学校

的各项规章制度，能认真刻苦地学

习文化知识，团结同学、尊敬师长，

受到各任课老师的一致好评，在

2016 和 2017 年期中期末考试中总

成绩都取得年级组第一，被评为学

习进步标兵。

从2016年进入教院附中，沈奕轩

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桥牌兴趣班，在桥

牌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刻苦训练，从对

桥牌的懵懵懂懂，到现在获得骄人的

成绩。2017年，代表上海参加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获

得青年团体第五名，同时也被评为金

山区优秀运动员称号；在2018年上海

市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宇振杯”桥牌

比赛中获得初中公开组团体季军；在

2019年全国中学生桥牌锦标赛公开组

双人赛中获得冠军，并且获得团体第

八名的成绩。

桥牌比赛 奋勇拼搏
在2017年的第十三届运动会中，

沈奕轩和校队友一起赴天津参加全

运会，代表上海参赛。那一年，沈奕

轩刚接触桥牌仅仅只有一年的时间，

也未曾参加过大型的比赛，首次比赛

就要参加国家级的比赛，沈奕轩是无

比的亢奋，国家级别的比赛，可以向

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们进行学习，自己

也得到充分的锻炼，亢奋之后也是觉

得压力重重，内心很是忐忑，面对全

国各地众多专业选手，他一个小孩必

定是垫底的，到时整个上海团体成绩

都会因他受到拖累……由于缺乏实

战经验，比赛中出现了叫牌出错的情

况，他总结自己的不足，赛场中他渐

渐摸出了一些门道，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在赛场中他更多地思考对

手以及同伴的心得，他奋勇拼搏，步

步为营，一个一个脚印，从最初的倒

数 12 名一路追赶到第 5 名，反败为

胜，这一场比赛，他战胜了自己，赛出

了水平，为上海争光。

2019 年全国中学生桥牌锦标赛

在重庆合川中学进行，来自全国16个

省市 97 所学校，75 支队伍，近 450 名

运动员进行参赛。沈奕轩经过5天的

顽强拼搏，过关斩将，创造佳绩，在

2019 年全国中学生桥牌锦标赛公开

组双人赛中获得冠军，刷新了自己历

史最高纪录。

刻苦努力 乐于助人
作为一名学生，沈奕轩深知学业

的重要性，他懂得“勤能补拙”的道理，

作为桥牌队成员，由于平时的桥牌训

练任务多，还要参加比赛。相应的，学

习的时间少了。沈奕轩在训练之余，

学习上始终保持着刻苦努力，勤奋好

学，以高要求、严标准要求自己，至始

至终都是勤勤恳恳对待每一门功课，

沈奕轩身为班里的学习委员，协助老

师管理班级，利用自己数学比较擅

长，放学后他协助数学老师一起对数

学薄弱的同学进行辅导，帮助同学解

答问题，有问必答，耐心指导，以身作

则，是老师的好帮手，是同学们的好

榜样。

社会实践 热心公益
自2019年7月起，上海开始进行

垃圾分类，沈奕轩看到小区宣传墙，

积极响应上海市政府工作部署，想

利用自己空余时间自愿参加小区志

愿者值岗制。小区居民垃圾投放时

间基本都是在晚上，又正直高温期

间，夜间闷热不说，还要饱受蚊子侵

袭，沈奕轩从小就患有荨麻疹皮肤

病，一到夏天，一旦出汗全身发痒，

手腕脚腕经常痒得被抓破，父母都

带着他去上海五官科医院专家门诊

就诊都无法得到改善。为此父母不

赞成他去当志愿者，他给父母做思

想工作说“垃圾分类，我们学生也要

出一把力”。最终他说服了父母，披

着志愿者小马褂，像模像样做起了

志愿者。在他当值时，居民在投放

垃圾时直接到他这里进行初检。在

投放垃圾高峰期间，他主动将居民

手中的垃圾进行细分，减少了投放

垃圾等候时间，又确保了分类要

求。上海成功迈出垃圾分类第一

步，他为自己是上海人感到骄傲！

沁怡，虽然她才是一名三

年级的学生，可是她的身

上却表现出超乎同龄人的沉稳和坚

定。在家人的眼中，她乖巧、懂事，是

一个主动承担家务的好女儿，细心照

顾弟弟的好姐姐。在同学眼里，她待

人热情，学习优异又乐于助人，是同

学们学习的好榜样。在老师眼里，她

积极、热心，是一个关心集体、有责任

心的好队长。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

女孩，从小怀揣着远大的理想不断砥

砺前行，超越自我。

从小立志 吃苦耐劳
自席沁怡加入学校的曲棍球队

以来，一路的竞技见证了她的成长。

每天除了常规的文化学习以外，早晚

甚至寒暑假她都要进行严苛的曲棍

球训练，原本雪白的皮肤变得黝黑，

在训练中难免遇到摔跤、挫折甚至失

败，但她摔跤了就自己爬起来，疼了

自己揉一揉，默默地流泪，擦一擦继

续训练。在日晒雨淋的绿茵场上总

能看到她小小的身影挥洒着汗水，训

练中她从未逃避过，酷暑中汗流浃背

她坚持着，问她累吗、热吗，她总是一

笑而过，高强度的训练她都能咬牙挺

过去，无数的泪水和汗水见证了她的

艰辛历程，但是怀揣着对曲棍球的这

份执着和热爱，她最终从一名后备运

动员一步步成为一名正式的曲棍球

队员，从此开启了她的竞技之路，由

于她的球技越来越精湛，又逐渐从一

名“菜鸟”球员转为了 U10 的队长。

2019 年闵行区的曲棍球“华坪杯”邀

请赛，这是她第一次和她的队员们参

加正式比赛，获得了第六名的成绩。

一个月后，她和队友们坐上飞机，飞

往四川达州参加“全国曲棍球比赛”，

在U10个人技术测试的比赛中，她过

五关斩六将，最终获得了全国第 8 名

的喜人成绩。在出征 2019 年 7 月 5
日—7 月 15 日全国青少年 U 系列曲

棍球竞标赛之前，刚满 10 周岁的席

沁怡作为队长这样说道：“我们一定

要拿到全国U10曲棍球前8！”她的竞

技之路才刚刚开始，勇于拼搏的她必

将走得更远。

兴趣广泛 勇于拼搏
席沁怡十分热爱运动，平时积极

参加各种文体活动。她经常参加各种

田径运动会，在参加的学校运动会上

她一直是遥遥领先，勇夺桂冠。在游

泳方面她也不甘示弱，代表校参加区

游泳比赛。无疑她是有运动天赋的，

但是除了运动以外，她还发展了锡剧、

拉丁舞等兴趣活动。从小就热爱唱歌

跳舞的她，幼儿园中班就开始了拉丁

舞学习，家长以为她坚持不了，没想到

小小的她不怕疼、不怕累，每天乐此不

疲地练习着老师教的每个动作，打好

了舞蹈基础。五年的拉丁舞生涯中分

别取得了各赛事的铜牌、银牌、金牌。

在2018年少儿戏曲班选拔中，有着舞

蹈基础和歌唱爱好的她被锡剧老师选

中，又进入了锡剧班的学习。其中每

个星期六锡剧排练和曲棍球的训练是

有冲突的，大家劝她放弃一个，但是她

坚决不同意。她说这两样她都喜欢，

不想放弃。最终在她的坚持下，家长

通过与老师们的沟通，达成了她的心

愿。她满心欢喜向大家保证，一定会

好好练球，好好唱戏，好好学习的，会

成为大家的骄傲。2019年暑假，在结

束了全国曲棍球比赛之后，她只回到

家睡了一晚，第二天又马不停蹄地往

张家港参加“第23届中国少儿戏曲小

梅花荟萃”比赛。出门前她哭了，说想

家了，妈妈安慰她后，擦干眼泪，拖着

行李箱又出发了。在国家一级演员和

老师的指导、排练下，她和队员们获得

了“第23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

最佳集体奖”和“小白玉兰奖”。她就

是这样一个兴趣广泛，却样样都能做

好的小小少年，然而当同伴们每每祝

贺她取得的骄人成绩时，她却总说：

“这些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老

师们和教练的培养，是队员们的共同

努力！”她就是这样一个谦虚又上进的

同学。

品学兼优 友爱团结
席沁怡在积极参加各项活动之

余，学习成绩也十分优秀。平时她尽

管要进行各种训练，但是她还是能按

时认真地完成老师布置的各项作业和

任务。长期以来，她作为班干部，总是

勤勤恳恳地为班级为同学服务，班里

同学身体不舒服或者生病，她总是第

一个送她去医务室，热心帮助她。对

老师平时交待的任务，她总是不折不

扣地完成，并且做得有条不紊。她处

处以身作则，为同学们树立了榜样。

见到有同学违反了学校班级规定，她

也敢于上前指正。有时遇上个别同学

为了一些鸡毛蒜皮得小事吵闹起来，

她总是主动上前劝阻调解，常常能使

犯错的同学静下心、沉下气来承认错

误，正是她这种做法影响了所有的同

学，她绝对是老师的得力助手，懂事稳

重的她又是同学心目中学习的榜样，

她就像一位知心姐姐一般，照顾着班

里的同学，正是她的一身正气感染着

班里的每一个人，同学之间团结友爱，

整个班班风正，学风浓，充满了朝气，

充满了活力。

孝敬父母 懂得感恩
席沁怡性格开朗，与人为善，乐观

自信，这与她生活在一个温馨和睦的

家庭环境中是密不可分的。父母互敬

互爱，为她的成长创造了一个良好的

氛围。她也十分懂得感恩，打小起，她

就是大人眼里最懂事的孩子。上幼儿

园时，别的小朋友哭哭啼啼，而她从未

吭过一声。吃饭时从不要大人喂，洗

脸、刷牙、洗澡从小都是自己干，不想

让父母为自己操心。平时每天放学训

练完回到家中，她会主动学习，根本不

需要父母来担心她的学习。除了学习

以外，她平时在家还会主动做家务，家

里还有个弟弟，她也会帮妈妈一起带

弟弟，减轻妈妈的负担。当父母生日

时，她会亲自做贺卡送给父母。看到

父母劳累时，她会为父母揉揉肩、捶捶

背，十分体谅家人。平时她也不会乱

花钱，从不和别人比吃穿，一点也不虚

荣，除了这些，她知道自己要用傲人的

成绩来报答父母，父母看到她优秀成

绩时的微笑就是对她最大的安慰。她

就是这样一个孝顺父母，懂得感恩的

孩子。

梦想的种子总是在年少时发

芽。席沁怡就是这样一个坚定着自己

的理想，为了自己的梦想吃苦耐劳，努

力拼搏的新时代好少年，她凭借着自

己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毅力，每天努

力实践着，脚踏实地，超越自我……

桥牌少年沈奕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席沁怡2010年2月出生，现就读于

上海市金山区亭林小学三（5）班

勤俭节约 体恤父母
日常生活中，沈奕轩勤俭节约，不

浪费，小时候条件艰苦，深知“粒粒皆

辛苦”的道理，不和别人攀比生活的奢

华，在家里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家务事，体谅父母工作，从不让父母

为他担心。2015年那一年，沈奕轩随

父母一起搬家住进了毛坯房，父母搬

家没叫搬家公司，沈奕轩和父母一起

完成了搬家。因毛坯房没有卫生设

备，还要进行部分简单改造，那一个下

午，沙场送来了几包水泥，堆放小区门

口后车辆就开走了，天公不作美，即将

要下暴雨了，水泥不搬遇水就完了，看

到父亲正在争分夺秒地搬运，他立马

找了一个破旧床单，和母亲一起一头

一尾拖着水泥，努力前行，和父亲两个

人进行速度 PK……那一年沈奕轩只

有 12 岁，正逢小学毕业期间，他收到

了很多小学同学的邀请到同学家里聚

餐，母亲懂得一个孩子的心理，面对毛

坯房，墙壁是灰的，没有电视，餐桌都

是临时性的，委屈了孩子。而沈奕轩

体谅父母，主动提出不邀请同学，没有

一丝埋怨，还安慰父母，“困难只是暂

时 的 ，只 要 努 力 ，一 切 都 会 改 变

的”……

人生亦如桥牌，我们不一定每次

都会有好的运气拿一手好牌，但是更

重要的是，当我们拿到差牌时，如何

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同伴的配合沟通，

反败为胜，打出最精彩的牌局！

沈奕轩 2005年1月出生，

现就读于上海市金山区

教院附中九（1）班

席

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引导广大未成年人

学习身边榜样，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响应时代召唤、人人争当时代新人的浓厚氛围，金山区开展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系列活动，涌现了一批爱党爱国、孝老爱亲、助人为乐、热心公益、勤学善思、创新创造、自

强自立、热爱劳动、保护环境、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等方面表现突出，充满时代气息的青少年先进典型。

席沁怡：梦想的种子在年少时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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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新中国成立 30 周年，改革开放元年。祖国大地仿

佛万物复苏、人们意气风发、处处春意盎然。就在那一年，家里

添置了第一台电视机。

得益于中央提出的国防工业“军转民”改革（现在已发展到

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我父母所在的重庆一家生产军用通讯设

备的大型国企，利用人才技术优势，自行研制设计开始了电视

机的制造。很快，生产出的第一批800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于

当年底下线投放市场，售价357元，并且首先满足本单位职工购

买。

说实话，那时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虽然较前几年已经有了

很大提高，但能够一下拿出几百元来的家庭却并不多，我家便

在此列。好在当时企业的民品销售负责人提出了“分期付款”

的销售策略，即首付57元，剩余300元分12个月还清。就这样，

我们兴高采烈地把电视机抱回了家。要知道，40年前就有人想

到用“分期付款”来促销，不禁令人惊呼超前。

那时，国内城市还没有闭路有线收视系统，

电视天线是用 25 欧姆电缆自制的“八木天线”

（因为本机自带拉杆天线接收效果差），能清晰接

收到中央台、四川台、重庆台的节目，老百姓俗称

“258”台。正是这黑白二色，为我们打开了了解

世界的一扇窗户。

记得那时中国体育正在回归世界赛场，中国

男足参加了第十二届世界杯亚太区预选赛，中央

电视台破天荒地进行了多场直播，也让我们在中

场休息时，第一次看到了充满性感意味的苹果牌

牛仔裤广告，知道了三菱牌汽车，对“金利来，男

人的世界”这样的广告语耳熟能详……特别是四

强赛中国队 4:2 反败为胜勇克西亚劲旅沙特队、

3:0 痛击亚洲冠军科威特，让我们有幸见证了那

时中国足球的技术流和场上球员的精气神。记

得中国队获胜后，作为高中生的我也加入到家附

近几所高校学生自发的游行队伍中，大家高举五

星红旗，一起高呼中国队必胜！中国万岁！人人

激情高涨、热血沸腾，这是多么生动的爱国主义

教育啊。

记忆犹新的是，1981年中国女排参加了日本

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央视史无前例地直

播了中国女排的全部七场比赛，名嘴宋世雄坐镇

东京代代木体育馆现场解说。最后一场，中国队

先输后赢 3:2 打败日本，以七战全胜的成绩首夺

世界冠军，让中国三大球第一次扬威世界。当

时，神州大地举国欢腾，重庆也和全国很多城市

一样，学生和市民兴高采烈地走上街头，一路高

唱着国歌、国际歌、歌唱祖国等歌曲欢呼庆祝，大

家发自肺腑地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为

中华崛起而读书”这些时代的强音，令人振奋、催

人奋进！

中国女排的胜利成为中国体育崛起于世界

的重要标志。从那时起，中国女排连续在世界

杯、世锦赛、奥运会上五次蝉联世界冠军。“五连

冠”的历史性战绩，更蕴育出了勤学苦练、顽强拼

搏、勇攀高峰、为国建功的“女排精神”，鼓舞了一

代又一代中国体育健儿登上世界竞技体育之巅，

让我们的五星红旗和义勇军进行曲在各种国际

赛场上无数次升起和奏响。

1984年，新中国成立 35周年，改革开放五

年。中国的经济社会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人民

收入稳步增长、物资供应日益丰富、市场物价

部分放开，曾经凭票供应的时代从那时起逐渐

“寿终正寝”。

为推进工业化进程，那些年中国加快了设

备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步伐，按照中央“引进、

消化、吸收、提高”要求，我父母所在的企业从

日本三洋公司引进了两条彩电生产线，第一批

组装的18英寸彩电，国庆前就将下线销售。

那一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备受世界关注的

大事，中央决定新中国成立 35 周年将举行阅

兵式，这是国庆 10 周年之后时隔 25 年再次举

行阅兵式。为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全家毫不犹

豫决定买一台彩电看直播，于是就“近水楼台”

把刚刚生产出来的彩电抬回了家。

10月1日上午，一家人早早地围坐在电视机

前，期待着激动的时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在阅兵总指挥秦基伟陪同下，检阅了中国武装

力量，包括东风战略导弹在内的一批我国自行

设计制造的新式武器装备亮相分列式，不仅展

示了军威和国威，更鼓舞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

的斗志，振奋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尤其不能忘怀的是，在随后的首都各界群

众庆祝游行中，当北京高校方阵行进到天安门

城楼时，队伍中的北大学子打出了“小平您

好！”的横幅，向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致

意，全场掌声和欢呼声响彻云霄，人民用这样

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意志：改革开放众望所

归，中华民族必将实现伟大复兴。

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民富起来，这

是不争的事实。我一生中搬过好几

次家，每搬一次住房条件就改善一

次，居家环境就更舒适一点，生活也

更舒心一些。

1992年，夫人从单位分到了一房

一厨十几平方的“斗室”，结婚后一直

与父母同住的我们有了自己的小

家。没有装修也没有买什么东西，刷

刷白就把结婚时做的家具搬进去算

是开门立户了，但买了家庭生活的三

样必需品：一台洗衣机、一台电冰箱、

以及一台 21 英寸直角平面遥控彩

电。

记得购买第一套商品房是在

1995 年，两房两厅 70 几个平方米，

总价 46000 多元，现在看来真是白

菜价。但当时对于工薪族的我们

来说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幸好有全

家人的支持，使我们成了购买商品

房的第一批尝鲜者。那时全国城

镇住房制度改革刚开始，机关企事

业单位的住房分配已逐渐停止，住

房商品化、社会化成为时代潮流，

全国房地产市场、房地产经济开始

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

1997 年，经过几个月的装修布

置，我们搬进了新家，家里第一次

添置了柜式空调，又新买了一台 35
英寸彩电。就是通过这台彩电，我

见证了中华民族的百年盛事——香

港回归祖国。

再后来，又经历了两次搬家，客

厅越来越大，电视机也就越买越大，

从 35 英寸到 60 英寸，从笨重的显像

管电视到壁挂的液晶电视，从全家一

台电视到一个房间一台电视。这些

也从侧面折射出中国人民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和中国家电制造业的飞

速发展。

2011年，到金山工作后我又一次

搬家，这次换了一台网络智能电视，

直接接入东方有线的网线，便可以观

看到 200 多个频道的各种节目，包括

数十个高清频道，还可以回看漏掉的

新闻，在线点播自己喜欢的影视剧，

智能电视极大满足了每个人的个性

化需求。

今年 6 月 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正式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

通发放了 5G牌照，标志着 5G时代的

大幕已经开启。

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经过

多年坚持不懈的创新实践，已经完全

掌握了 5G 核心技术，并成为全球 5G
标准的主要制定者，引领着 5G 的未

来发展。

回顾新中国成立至今的七十年

历史，从“一五”计划引进前苏联 156
个项目开始构建工业基础，到能够自

主研制“两弹一星”、完成登陆月球、

制造高铁和大飞机、建立起完备的现

代工业体系，从学习模仿借鉴到制造

业领先世界，我们从一个贫穷落后的

农业国华丽转身为强大的现代化国

家，无不令人自豪骄傲。

5G 是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的国

际简称，其数据传输速率高达每秒

10G，比现在的 4G 快百倍，让高清电

视信号在手机端流畅播放成为现实。

或许今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

电视的时间会越来越少，更多的是用

手机各自收看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

听广播、浏览新闻、刷视频，使电视机

更多可能成为家中的一个摆设。但

是我相信，不断创新的网络信息技

术，一定会推动电视终端朝着更智

能、更多元、更个性的方向发展，不仅

是因为我们这代人还有深深的电视

情结，而是未来的电视将如何去为我

们呈现一个前所未见的精彩世界，更

加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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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观看阅兵

搬家换电视

期待5G时代当时的电视机生产流水线

黑白里的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