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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女
年龄：26岁
身高：162厘米
体重：50公斤
学历：本科
职业：幼儿教师
婚姻状况：未婚

中意她的请找公益红娘钟姐姐，联系电
话：19906250909

36号佳佳
性别：男
年龄：25岁
身高：175厘米
体重：70公斤
学历：本科
职业：工程造价师
婚姻状况：未婚

中意他的请找公益红娘钟姐姐，联系电话：
19906250909

35号才才

主 角 自 述

我是吴江松陵镇人，毕业于扬州大学，大学读
的专业是学前教育，现在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我的性格比较活泼开朗，很喜欢孩子，所以填
报专业时，目标很明确地选择了学前教育专业。我
从小学习中国舞，大学期间，在完成各项文化课学
习的同时，我还喜欢参加学校各类文艺活动，也积
极参加一些舞蹈社团的活动。唱歌、跳舞、弹琴、
绘画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必备技能，我从不觉得
练习这些才艺是枯燥的事情，反而乐在其中。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吴江，从事幼教工作，
现在已经工作近三年了。每当和孩子们在一起，我
就觉得自己也变得更加可爱了。虽然工作中也会遇
到一些烦心事，但看到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所
有的烦恼都会烟消云散。

我的工作时间比较规律，这让我每天都能和家
人聚在一起，这一点让我很满足。下班后我会去跳
爵士舞，沉浸在舞蹈中以缓解工作的疲劳。周末，
我会和朋友去看喜欢的电影，尝一尝美食。寒暑假
期间，我会收拾行装，背起行囊，和朋友们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看看不同的山川河流，体验别样
的风土人情。

心 目 中 的 他

我是一个注重“第一印象”的人。对于另一
半，我希望他是和我年纪相仿的人，身高172厘米
以上，有稳定工作或者是一技之长，有一定的职业
规划，最重要的是能够和我三观契合。

因工作需求，我时常和孩子们相处，性格比较
外向。我希望自己的另一半也是一个阳光开朗的
人，热爱运动，喜欢小动物。如果偶尔给我制造一
些小浪漫，对我而言会是一个加分项哦。我认为双
方聊得来很重要，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会让我想要进
一步了解他。

有些父母会比较在意男生的外在条件，
但我更看重男孩子的个人发展。希望我

的另一半有上进心，未来，能和

我一起为我们的小家庭奋斗。

记 者 印 象

与36号佳佳交谈，能感受到她的活泼可爱，这
是一个爱笑的女孩。虽然与她是初次见面，在
聊天过程中却没有拘谨感。她身材苗
条，穿着青春时尚。希望这个爱笑
的女孩能早日找到心目中的
另一半。你若想要联系
她，就赶快找公益红
娘牵线吧。

爱笑的女孩希望找到阳光开朗的他爱笑的女孩希望找到阳光开朗的他
采写采写：：奚沁奚沁

主 角 自 述

我的老家在咸阳，大学读的是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我选择
了土木工程系，想今后当一名酷酷的建筑设计大师。

我本身对绘画感兴趣，大学期间我就疯学CAD电脑绘图和建模
软件。我当时就是一门心思立志要当一名技术型人才，所以学得很痴
迷。我还积极参加学校的社团培训，在学校CAD绘图比赛和建模比赛
中分别获得了二等奖和三等奖。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我经过对比，
感觉苏州的工资高，房价也便宜些，我就选择了性价比合适的苏州
落户了。当然，独墅湖大道附近的房子是父母为我付的首付，我每
月自付房贷7000元，剩余的工资就是我每月的生活费。

我之前在设计院负责绘图。后来我发现每天要加班到深夜12
点多的状态太“熬人”了，感觉吃不消，我就转行做了造价师。这
个工作也会有加班，但有双休，需要加班的话，一般在晚上8点前
可以结束。我的主要工作是在现成的设计上加工，也要用到电脑软
件绘图，这正好可以发挥我的空间想象力。我依然感觉这份工作酷
酷的，自己是理工男中的理工男模样。

我工作的地方在姑苏区南门附近。下班在家的时候，我会看电视，
偶尔玩一下电脑游戏。因为是单身，住87平方米的房子，所以家务全部
是我自己做。周末，我就要打扫收拾房子，保持干净整洁的新房面貌。

我不喜欢总呆在家里。当年大学舍友喜欢一觉睡到中午，叫点
外卖吃完后就打游戏。我觉得他这样的生活太不科学了，工作后我
更觉得总呆在家里有负罪感。每当阳光好的休息天，我就要出门，
去金鸡湖骑行晒太阳。我还喜欢打羽毛球、打篮球。由于一个人居
住，没有机会认识什么朋友，同事们都是大叔级，我的交友面就很
窄。我也喜欢旅行，不过我还从未一个人独自出远门旅行过。

我喜欢吃火锅，但不挑食，吃啥都可以。一个人吃饭可以很简
单，两个人一起吃，我就要吃大餐放纵自己，不可以马虎。我觉得
和女生约会的话，肯定得我主动买单。

我的性格其实比较随和，脾气好，我很理性不会吵架，能控制
情绪。无关紧要的小事不会计较，很佛系。

作为家里的独生子，我在买房方面有点啃老，不过家里有实力帮
助我。我们家是城镇户口，父亲开着一家建筑质量检测方面的小公
司，母亲兼职多个单位的会计工作。我家在西安买了别墅，今后

成家，父母不会和我住在一起，但会来我家做客。

心 目 中 的 她

我是从外表去感觉人的那种直男，我

自己比较幼稚，所以喜欢那种清纯可爱带着学生气质的女生，最好
是娃娃脸、很美丽的那种女生。只要相互喜欢，我不计较其他条件。

我觉得认识一个人，是用眼睛来感觉她是否是自己心目中要找
的人，然后才是相处后了解性格。我喜欢性格也可爱的女生，她可
以小鸟依人，也可以是独立女性，最重要的是可以玩在一起，合得
来就好。

记 者 印 象

35号才才是个很坦诚的人，有问必答。他认为交友方面的自我介
绍越真实越好，应该讲实在话，所以他自称是
理工男中的理工男、直男。如果你觉
得这个技术型的小男生适
合你，那就和公益红
娘联系吧。

理工男中的理工男理工男中的理工男
采写：方芳

爱 学 生

“我想一直教下去”

凌美琴出生于1962年2月，本该
在2017年2月开始享受退休生活，可
凌美琴还是想要和学生待在一起。

“好多学生毕业后都会回来看我，
和我聊聊天、说说话，我觉得做老师特别
幸福，看到他们的成长，我心里特别开
心。”凌美琴说，曾经有一名学生告诉她，
因为初中阶段基础打得扎实，高中的学
习比想象中轻松很多，“听到学生这样的
反馈，我觉得多累都是值得的。”

凌美琴清楚地记得，2017 年 2
月，学校领导找自己谈话，问自己是否
愿意继续留在学校执教，凌美琴不假思
索地答应了下来。凌美琴告诉记者，尽
管当时有培训机构出高薪聘请自己，但
当时自己所带的班级还有4个月就要参
加中考，在这样关键的时刻，自己无论
如何都不能离开他们。

就这样，凌美琴在学校一留就是两
年。当记者问她准备何时让自己退休时，
凌美琴笑着说：“只要学校需要、身体允
许，我想一直教下去。”

爱 上 课

“我现在特别充实”

在凌美琴近40年的教学生涯中，前
面25年是属于语文的，后面的10多年则
是属于历史的。

2008年，凌美琴从语文教师摇身一
变成了历史教师。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凌
美琴坦言，那几年自己特别累。“当时，
学校新进来多位教语文的新教师，但历史
老师很缺乏，我就顶上去开始教历史。”
凌美琴说，之前从来没有教过历史，本着
对学生负责的态度，自己花了大量的时间
备课，钻研考试范围，很快就找到了适合
自己的教学方式。

凌美琴告诉记者，返聘后的教学生活
和之前并没有什么不同，虽然年龄渐渐大

了，但自己的孩子也长大了，现在她不需
要操心孩子的事情，反而能够一门心思扑
在学校里。“旅游和上课都是我不能割舍
的事情，平时上课，假期出去旅游，我现
在的生活过得特别充实，比退休在家有意
义多啦。”凌美琴说。

除了旅游，生活中，凌美琴还喜欢收
集瓷器、玉器、红木等各式各样的老物
件。“没想到，这些老物件在教学上帮了
我大忙。”凌美琴告诉记者，当历史课本
中讲到相关内容时，她总会把家中的瓷
器、玉器等收藏品拿到教室，让学生看一
看、摸一摸，实物教育法吸引了学生的注
意力，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在上课
时，凌美琴还会把平日里出门旅游的所见
所闻结合课本知识讲给学生听，学生们都
很爱上她的课。

爱 学 校

“这才是真正的我”

教了一辈子的书，凌美琴是学生的良

师益友，更是同事们公认的知心大姐。
每当年轻教师有疑惑的地方，凌美琴

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每当学校有需
要顶上的岗位，凌美琴总是一口就答应下
来。去年，一名同事请了一学期的病假，
班级的历史课无人上。学校领导有些为难
地问凌美琴是否愿意帮忙带班，凌美琴毫
不犹豫地接了下来。那个学期，已经到退
休年龄的凌美琴一个人要带三个班级，但
她没有喊一句累、说一声苦。

其实，凌美琴自己的身体并不好。
2007年，凌美琴曾因为做手术在苏州住了
半年的医院，可身体刚有些好转，她就回
到了工作岗位，还接手了当时初二年级中纪
律最差的一个班级。“我把自己生病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跟他们分享自己的心
情，跟他们像朋友一样相处，得到了他们的
信任后，教学就变得顺畅了。”凌美琴告诉记
者，自己特别喜欢跟学生待在一起，在教室
里上课的时候，是自己最开心的时候。

“我在讲台上尽情地讲，他们认真地
听，这就是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只有
在学校，我才是真正的我。”凌美琴说。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黄酉
林 张树康 戴惠林） 3 月 7日，
由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区妇
联、区体育总会联合主办的吴江
区第31届“三八杯”妇女门球
赛在区门球中心举行，全区16
支门球队、近200名女性门球爱
好者参加了比赛。

随着老年体育活动的广泛开
展，门球运动成为吴江老年健身
的一个热门项目。据悉，该项赛事

已连续举办31届，期间从未中断，参
赛队员平均年龄在70岁左右，最高
龄选手超过80岁。尽管年龄偏高，但
她们的参赛激情不减。比赛中，大家
击球、接球、闪球精准到位，打战术、
搞配合，竞展巾帼风采。

比赛分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进
行。最终，平望老年大学梅堰分校
门球专业班的10名队员摘得桂冠，
她们将代表吴江区参加苏州市的老
年妇女门球比赛。

区第31届“三八杯”
妇女门球赛落幕

● 按照北厍办事处关工委
的安排，北厍假日学校“争气
班”于近日如期开学了。20多
名孩子在老师的组织下，齐声高
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
《歌唱祖国》，在歌声中拉开了开
学的序幕。第一堂课是北厍小学
副校长刘月英的历史课，让孩子
们了解了中华民族曾经悠久而辉
煌的历史。 （潘荣华）

● 3月11日上午，盛泽小学少
先队大队部联合关工委举行“夕阳红
爱心基金”捐赠活动，四年级各班的
爱心代表走上台，将装有班级爱心款
的信封放入爱心箱中，退休教师沈惠
良代表学校关工委接受了爱心捐款。
本次捐赠仪式共筹得善款4273元，
将用于为贵州省印江县民族中学的
贫困学生购买学习用品和课外书籍。

（何佳乐）

日前，汾湖老年大学芦墟分校迎来开学第一天，当天的第一节
课主题是“学英烈精神，展夕阳风采”。图为上课现场。

（特约通讯员张俊）

第一课第一课

58岁的凌美琴本该功成身退，享受悠闲的退休生活，可她仍然奋斗在教育、教学的一线，在她看来——

“讲台就是我的人生价值”
本报记者 史韫倩

记者在松陵一中初三（6）班见到凌美琴时，她正在给班里的学生上
历史课，左手拿着课本，右手捏着粉笔，一边写板书，一边讲解。凌美琴
讲得眉飞色舞，学生们听得专注入神。大家似乎都忘却了凌美琴左手上缠
绕的白色绷带。

下课铃声响起，凌美琴收拾好物品，将手里的书本放下，吃痛地甩了
甩左手，笑盈盈地走下讲台。当被问及左手的伤势时，凌美琴的眼睛弯成
了一道弧线，她笑着说：“不小心摔伤的，没事没事。”

——另一种精彩

凌美琴在班级里给学生们上课凌美琴在班级里给学生们上课。。（（史韫倩史韫倩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