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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8 日下午，在第 56 个“学雷锋纪念日”
来临之际，我校在 2C212 教室组织召开了新时代
传承雷锋精神研讨会。团委朱菁老师、机电学院团

委书记朱鹏老师以及 8 支校级重点志愿服务团队
的学生代表 20 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中， 大家围绕新时代如何践行雷锋精神
进行了研讨。 围绕团
队组织建设、 志愿服
务能力提升、 志愿服
务持续发展、 志愿服
务中的安全等，8 支志
愿服务团队学生代表
结合自身志愿服务总
结了经验， 分享了所
思、所感、所悟。

朱菁向青年志愿
者 表 达 了 敬 意 和 感
谢， 希望大家通过志
愿服务助力青年学子
成长成才， 在实践中
突出专业特色、 发挥
专业优势， 增强社会
责任感， 使志愿服务
与 个 人 成 长 相 互 促
进。 （团委）

洪霄会见江苏省纺织工业协会韩平会长一行

2 月 25 日，江苏省纺织工业协会韩平会长一
行 6 人来访我校。学校院长洪霄、副院长张文明等

会见了来宾。
洪霄代表学校对韩

平等一行的来访表示了
热烈欢迎， 并从我校办
学历史、 专业特色等方
面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
况。 韩平对我校的纺织
服装特色给予充分肯
定， 并对今后双方合作
的开展给予了厚望。

会见期间， 双方就
做好省总工会主办的
“长三角四省市纺织行
业职业技能竞赛江苏选
拔赛” 的相关准备工作
进行了具体交流。

原校领导贺仰东、 相关部门及二级学院负责
人参加会见与交流。 （院办） 机电学院积极备战技能大赛

2 月 23 日下午，副院长张文明、
教务处处长夏冬一行走访慰问了机
电学院省技能大赛参赛集训师生。

2019 年机电学院将参加 7 个
省赛赛项，共有 20 位学生留校参加
技能大赛的集训。 寒假期间指导教
师和学生放弃休息、潜心备战，现在

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走访中，张文
明仔细询问了今年机电学院参赛情
况， 了解相关工作进展以及存在困
难， 对师生努力备赛的拼搏精神给
予了充分肯定， 并鼓励大家沉着应
战， 在竞技舞台上全力展现我校风
采。

团中央常委尤辉一行来我校调研共青团工作
2 月 27 日上午，团

中央常委、 团市委副书
记尤辉， 常州青年家园
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副理
事长、 常州市天宁区合
心公益法律服务促进会
会长、 江苏剑南律师事
务所副主任陈顺律师 ，
天宁区茶山街道妇联副
主席、 合心法律公益促
进会副会长谢颖， 雷锋
科技服务站副站长倪斌
来我校调研共青团及志
愿服务工作。 学校党委
委员、副院长张震宇，团
委副书记李凯， 团委朱
菁老师， 校学生会分管
志愿服务工作副主席陈
磊参加调研会。 会议由李凯主持。

会上， 朱菁作了我校大学生志愿服务情况的
汇报， 向与会领导介绍了目前我校志愿者服务团
队的基本情况、志愿服务类型和优势。李凯汇报了
未来五年我校大学生志愿服务体系构建的具体想
法，提出了“政校社学”四级联动的体系方案，希望
创立学生成长新平台，就业创业新渠道，支持盘活
社会公益服务组织，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尤辉在听取汇报后作了讲话， 并提出了实践
育人的三个方向：一是实现精准化、专业化实践服
务；二是抓住关键少数，培养公益领袖，促进就创

业发展；三是探索有效的学、社链接，加强团组织
建设、团员管理。

张震宇代表学校对尤辉等同志一直以来关心
支持我校共青团工作表示了感谢， 对其提出的各
项建议表示高度赞同， 要求团委在未来的工作中
落实落细，加深交流、扩大合作，以促进学生充分
发展为中心，在青年学生层面做好服务，进一步体
现学校服务社会的功能。

调研期间， 与会人员还围绕学生权益服务等
相关内容进行了探讨。

（团委）

副院长张震宇带队走访学生公寓
学生公寓是学生学习生活的重

要场所， 也是学校育人环境的重要
组成部分。 2 月 24 日，新学期伊始，
学校副院长张震宇与宣传部部长夏
斌、 学工处处长李洁琦及后服公司
公寓中心和学工处的老师, 一同深
入到学生宿舍区， 了解学生返校情
况及思想动态。

走访期间， 张震宇等与返校的
学生进行了亲切交谈， 仔细了解了
学生的假期生活， 认真听取了家长

和学生对学校发展建设的意见和建
议。 他嘱咐大家在宿舍里要和睦共
处、体谅包容、互助友爱，以崭新的
精神面貌投入到新学期的学习和生
活中。

此次新学期走访突出以学生为
中心的服务理念， 让学生们感受到
了来自学校与老师们的关怀与鼓
励，增进了师生间的交流与沟通，为
新学期开展学生服务工作打下良好
的基础。 （学工处）

学校开展新学期教学巡查
2 月 25 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

教务处联合学工处、质管办、实训中
心、信息中心及各二级学院教学、学
工分管同志， 对学校 2 号楼 、4 号
楼、5 号楼、8 号楼、9 号楼及东区的
教学秩序进行了检查。

此次检查旨在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的全国教育大会讲话精
神，推进落实学校二次党代会报告
的目标任务，切实保障教学工作的
正常运行，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强化广大教师教书育

人的规范意识、责任意识和质量意
识，

巡查人员对教师上课、 学生出
勤、课堂秩序、实验设施等情况进行
了深入细致的检查。课堂上，师生精
神饱满，教师备课充分，认真负责，
同学们遵守纪律，认真听讲，教学秩
序井然， 全校师生整体呈现了良好
的精神风貌。 对于检查中发现的少
数问题， 教务处和相关部门也做了
及时反馈与沟通。

（教务处）

校团委召开新时代传承雷锋精神研讨会

1 月 25 日下午， 学校在 7401
会议室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大会。 大
会的主题是“强化政治生态建设，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全体
中层及以上干部， 各党总支纪检委
员、党支部书记，纪委委员，党风廉
政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会
议由学校党委副书记、 院长洪霄主
持。

会上，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王顺明作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报告。 他回顾总结了 2018 年
学校党风廉政建设主要工作，分析
了存在的主要问题 ； 部署了 2019
年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明确了
“开展校内政治巡察 ”、“规范和严
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 ' 两学一
做 '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等重
点任务。

最后，学校党委书记蒋心亚作
了讲话。 她要求全校各级党组织和

全体党员干部结合学校第二次党
代会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
强化思想理论武装 ， 提高政治站
位 ，保持政治定力 ，推进党的政治
建设；各党组织及其负责人要强化
主体责任落实，把抓好党建作为最
大政绩，把主要心思和精力花在加
强党的领导 、强化党的建设 、着力
全面从严治党上；纪委要严格再监
督、再检查，党委决策部署到哪里，
监督检查就要跟进到哪里；加强对
政治生态建设的顶层设计，大力支
持纪委履职尽责，切实履行主体责
任。

会议要求，各党组织、各单位要
深刻领会本次会议精神， 提高思想
认识， 加强组织领导， 狠抓工作落
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努力开创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新
局面， 为建设高水高职院校提供坚
强的政治保证。

（纪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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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行业专家资源，提升常纺品牌效应

2 月 26 日下午，我校在宜兴市美术馆多功能
会议室隆重举行聘请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
美术研究院江苏分院副院长、 宜兴市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蒋焕余及国家级高级工艺美术师黄旭峰为
我校客座教授的聘任仪式。校党委书记蒋心亚、院
长洪霄、 副院长赵玲珍及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出
席聘任仪式，宜兴市相关单位领导、文化艺术界知
名人士及多家媒体参加此次活动。

聘任仪式上，蒋心亚首先致辞。 她表示，我校
将进一步加强与地方文化和艺术机构的深度合

作 ， 推动产教融
合， 资源共享，人
才共享 ， 平台共
建， 品牌共创，利
用各自优势和载
体实现共同提升；
学校将贯彻职教
二十条 ， 引才引
智， 引技引艺，加
强教学实践环节，
提升学生技能和
就业对口率，承担
起文化传承的责
任；弘扬各种艺术
形式，增强文化自
信，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所要求
的“满足广大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仪式上，洪霄
向蒋焕余和黄旭

峰颁发了聘任证书。 两位大师对我校的热情聘任
表示了感谢， 并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才艺及影响
力，助力常州纺院人才培养和产教融合。

聘任仪式结束后，洪霄接受了媒体采访。 他表
示，职业教育与文化产业有着众多共同话语，新时
代新形势下应充分发挥双方优势，服务职业教育及
社会需求，他同时表示，常州纺院将进一步充分发
挥自身办学特色和优势，携手优质资源，共同服务
产业发展及高技能人才培养，努力彰显经济与社会
效益。 （院办）

学校召开新学期干部大会
2 月 20 日至 2 月 22 日， 我校

在 1750 召开新学期干部大会，传达
全省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和全省
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部署新学期重
点工作任务。校领导、中层干部参加
会议。 会议由洪霄院长主持。

会议期间， 党委书记蒋心亚传
达了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王燕文
在第二十六次全省高校党的建设工
作会议上的报告精神， 强调学校要
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信心、务
实创新，齐心协力、开拓奋进，以党
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学校党
的建设， 牢牢掌握学校意识形态工
作领导权， 努力开创学校党建和思
想政治工作新局面， 切实按照中央
和省委部署要求， 以强烈的使命感
和紧迫感， 把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

工作贯穿到立德树人全过程各环
节， 确保我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落到实处、见到成效。

洪霄传达了省教育厅厅长、党
组书记、 省委教育工委书记葛道凯
在 2019 年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精神， 强调要科学把握新时代
江苏教育现代化的总体趋势， 要求
全校上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我
校发展实际， 分析当前教育改革发
展形势，深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加
强学校党的建设工作， 认真落实新
学期重点工作任务， 推动办学质量
稳步提升。

会议期间， 学校各职能部门与
二级学院就 2019 年部门工作计划
进行了交流。

（院办）

当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 校党委组织走访
慰问了 29 名困难党员代表、 退休校领导及老党
员、老干部代表，为他们送去节日的问候和新春的
祝福。

1 月 27 日至 2 月 1 日， 校党委书记蒋心亚，
党委副书记、院长洪霄，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
顺明等先后走访慰问了困难党员、老干部、老党员
代表。在走访的过程中，校党委成员看望了耄耋之

年的老党员、老干部，卧病在床的困难教职工，细
致了解了他们的身体状况及家庭生活等情况，代
表学校给他们送去了新春祝福及慰问， 希望老党
员、老干部保重身体，安度晚年，并继续为学校发
展建言献策。 对于生活困难的老党员、老同志，校
领导鼓励其调整好心态，树立起信心，并叮嘱有关
部门进一步关心生活困难的党员和职工， 积极为
其办实事、解难事。

按照党委安排，各基
层党组织也积极开展了走
访慰问活动， 把学校党委
的关心、问候送到党员、职
工手中。走访中，基层党组
织认真倾听了教职员工的
心声， 以各种方式送上了
新春的祝福。

在校党委统一领导
下，此次走访慰问以实际
行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组织安排到
位、党的关怀到位、政策宣
传到位。 走访慰问的同
时，注重听取了党员的意
见建议，着力帮助他们解
决实际困难，体现了校党
委及各级党组织对党员
同志、 教职员工的关怀。

（组织部）

学校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大会

校党委组织开展春节走访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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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3 上午 8:30，伴随着雄壮的国歌，
我校第十二届二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暨第十
三届二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两
代会”）在图文报告厅隆重开幕。 “两代会”
全体正式代表、列席代表参加会议。 大会第
一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 学院副院长张震
宇主持会议。

洪霄院长代表学校作了题为 《勠力同
心聚力改革全力开启新时代常纺院内涵式
发展新征程》的工作报告 ,从八个方面全面
回顾了 2018 年学校取得的工作成绩，并就
2019 年主要工作作了阐述。

报告指出，在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
全校教职员工在过去的一年中， 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全面实施学校“十三
五”事业发展规划为主线，聚焦立德树人，
强化改革创新，狠抓工作落实，各项事业呈
现良好发展态势。

报告认为，2018 年我校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升；产学研合作纵深
推进，行业服务能力更加突出；加大引进培养
力度，师资队伍建设整体推进；全力推动多措
并举，招生就业工作稳中有进；助力学生成长
成才，学生育人体系优化完善；拓展海外交流
合作，国际化办学步伐加快；推进校园内部治
理，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初步形成；坚持服务师

生发展，支撑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报告强调，2019 年是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全面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关
键之年，也是落实学校第二次党代会精神、
建设“特色鲜明、省内一流、国内知名”的高
水平高职院校的奋进之年。 全校上下要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指引，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内涵建
设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坚持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不
断提高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 实现学校新
一轮跨越式发展。 为此，新的一年，学校要
着力加强人才培养，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深入实施产教融合，提升
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加强内部治理建设，
推进国际交流合作，提高支撑保障水平。

学院副院长邓凯向大会作了学校财务
工作报告。 报告从提升财务管理水平、强化
经费使用管理、全面梳理各类账户、严格经
费使用管理、规范各类经费收缴六个方面回
顾了学校财务工作， 详细解析了 2018 年收
支情况，提出了新一年的总体目标与落实举
措。

工会主席曹为成代表学校工会作了题
为《立足新时代，展现新作为 ，为实现学校

的宏伟蓝图再建新功》的工作报告。 报告
从民主管理、凝心聚力、帮贫助困、文体活
动 、争先创优 、政研管理六个方面全面回
顾了 2018 年学校工会的工作及成效。 报
告提出 ，2019 年学校工会要深入学习 、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与中华全国总工会
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精神，深刻
领会党中央关于工会工作重要论述的精
神实质， 在学校党政的领导与支持下，加
强对教职工的思想引领，发挥组织动员效
能 ，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 ，夯实基层工作
基础 ，健全民主管理机制 ，持续增强工会
活力动力，全力服务教职员工。

会议还听取了张瑞荣代表工会经费审
查委员会所作的 《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工
作报告》

会议期间，全体代表认真
履职，对大会报告及有关讨论
文件进行了认真审议。

1 月 23 日下午， 我校第
十二届二次教职工代表大会
暨第十三届二次工会会员代
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
胜利闭幕。 “两代会” 正式代
表、列席代表出席大会。 大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纪
委书记王顺明主持会议。

会议闭幕前， 全体代表听取了人事处
处长赵振勇就上次“两代会”代表提案办理
情况、本次“两代会”代表提案征集情况的
汇报；副院长赵玲珍宣读了大会决议草案，
代表们表决并通过了大会决议。

党委书记蒋心亚在大会闭幕式上作了
重要讲话，并就落实好会议精神，做好全年
工作作了五点要求：

一要坚定不移地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坚持以党建促改革，以改革强党建。

二要坚定不移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做到重点项目有引领，主要任务有亮点，特
色凝炼有彰显，短板环节有补齐，改革成果
有量化，

三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科研和社会服务
工作，大力提升研发能力、技术转移能力，
大力推进产学研深化及科技体制创新。

四要坚定不移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工程是第
一工程”的思想意识，引育并举，不断壮大
高层次人才队伍

五要坚定不移地进行内部治改革，做
到重点领域有加强，薄弱环节有改善，质量
保障有机制。

蒋心亚强调，推动纺院的崛起和振兴，
需要“有实践力量的人”。 她激励全校教职
员工，在新的一年中，迅速行动起来，靠实
干建真功，以实效论英雄，争做“有实践力
量的人”，为推动我校加快建成“特色鲜明、
省内一流、国内知名”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而
努力奋斗！ （宣传部）

1 月 23 日下午，2018 年度校党政领导
班子及成员述职述廉大会在图文报告厅召
开，学院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全体中层干
部、民主党派和教代会代表共计 130 余人参
加了会议。 会议由党委书记蒋心亚主持。

蒋心亚首先代表学校党政领导班子作
2018 年度述职述廉报告。 报告围绕党委坚
定正确政治方向， 履行从严治党管党责任，
加强廉政建设，完善内部治理等方面，全面
回顾了 2018 年学校党政工作取得的成效，
分析了领导班子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
出了今后的改进方向。

蒋心亚强调， 2019 年学校将在党政班
子的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据学校第二次党代会
精神部署，凝心聚力强内涵，改革创新谋发展，
坚定不移向着建设“特色鲜明、省内一流、国内
知名”高水平高职院校而努力奋斗。

会上，校领导班子成员也分别做了个人
述职述廉报告。

述职会议结束后，全体与会人员对学校
党政领导班子及成员进行了网络民主评议。

（组织部）

学校召开 2018年度校领导班子
及个人述职述廉及考核测评大会

我校隆重召开第十二届二次教职工
代表大会暨第十三届二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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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他
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
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
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
大夫。 ”他虽然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
各种不公正待遇，却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
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 阅读汪老的
书，使人能渐渐形成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
定式，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

当今社会，升学就业工作升迁，各方面压力齐
聚，众人不断奔走于上学路上班路升迁路，步履匆
匆，无暇停歇放松自我，回顾过往，展望未来。真应
该卸下沉重的盔甲和包袱，轻松片刻啊。

在一个静谧的午后，泡上一杯清茶，捧起汪老
先生的《人间草木》，细细品读起来。 此时此刻，汪
老仿似坐在你的对面，与你轻轻诉说，娓娓道来，
他的童年，他家的老屋，他爱的花鸟鱼虫、人间美
味，他在西南联大的日子，相识的老友与亲人，一
样一样，一件一件，无惊世骇俗的语言，却让人感
觉无比温暖，感觉到安静与祥和。

《人间草木》是一本散文集，出了多个版本，现
代出版社发行自 2016 年的这个版本， 共分四辑。
《人间草木》也只是其中第一辑。 汪老曾说过一句
话，己心妩媚则世界妩媚，己心温暖则世界温暖。
在汪老的字里行间，无不体现他对生活的热爱。

在《花园》这篇开篇小短文，我跟随他回到家
乡老屋，祖宅，看到灰青色的院子，布灰布漆的大
柱子，眯着眼睛假寐的青裆子，院子里的臭芝麻、
大垂柳上的天牛，院子里的虫鸣、鸟呵，院子里的
花开花落，院子里的空心大桑树、葡萄架。 想象着
一个清瘦的少年快乐的在屋间穿梭。

在《人间草木》篇，满园的花开，山丹丹、枸杞、
槐花，栀子花、珠兰、秋葵、牵牛花、凤仙花、马齿
苋、狗尾巴草、益母草、苍耳，各种花香，清甜的空
气扑面而来。看到书中写到夏天香甜的水果，黑子
红瓤的西瓜，牛角酥香瓜，嘴巴里的唾液似乎也加
速分泌。 酷暑的夜晚，在院子里乘凉，大竹床放在
天井里，横七竖八一躺，浑身爽利，暑气全消，看月
华，识风圈。 此刻自己仿似也回到了小时候。

看了《昆明的雨》，了解到昆明雨季的特点，雨
季长，明亮、丰满，仿似看见春城城春草木深、孟夏
草木长，一派生机盎然。 雨季是绿色。 肥大的仙人
掌竟然如此可爱，让我这个极其讨厌下雨的人，不
免生出一种想漫步于雨中的念头。书中对牛肝菌、

鸡枞这些滋味鲜浓的菌菇的描写， 更是让我无比
向往。

在《夏天的昆虫》中，汪老描写了蟋蟀、蝉、蜻
蜓、刀螂、花大姐（瓢虫），他希望孩子们能玩玩这
些昆虫，对自然产生兴趣。 是啊，现在的孩子不是
被电子玩具包围，就是被各种兴趣班包围，逐渐都
失去了对未知探究的渴求，是幸还是不幸呢？真希
望我们的孩子也能走进自然，探究未知，单纯快乐
的生活。

原本，我一直认为遛鸟是游手好闲的象征，对
于此词，也一直把它归为贬义词。 看了《北京人遛
鸟》 这篇小短文， 对该词有了新的认识，“提笼架
鸟”原本是形容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贬义词，现
在看来，不失为平常老百姓的一种休息和安慰。

《在故乡的食物》这一辑，我们跟随汪老一起
回故乡，吃到了炒米、焦屑，高邮咸鸭蛋，一起去到
昆明，吃到了汽锅鸡、火腿、不同一般的牛肉及各
种菌类，一起去遍全国各地，找寻最好的的豆腐，
最好吃的萝卜，字里行间，无不体现汪老对生活的
热爱。

此书中，印象最深的是第四辑《无事此静坐》。
年初，看了电影《无问西东》，故对西南联大在昆明
时期的这段历史特别感兴趣。汪老写的《跑警报》、
《新校舍》、《金岳霖先生》等，都能与电影中一些场
景对应起来，感触因此特别深。

一口气读完这本《人间草木》，没有跌宕的情
节，就像一杯白水，但着实是一杯有温度的白水，
其实生活就是白水，只是喝的人心境不同罢了。温
和从容，岁月静好，这也是我正追求的生活态度，
向汪老致敬。

一部心灵治愈系小说， 英国作家克莱儿麦克福尔的
作品，全书共三十三个章节，讲述 15 岁的单亲女孩迪伦，
与自己的母亲总是无话可说， 在学校里经常受到同学的
捉弄，唯一谈得来的好友也转学离开了，这一切都让迪伦
感到无比痛苦。 她决定逃课去看望久未谋面的父亲，然
而，火车在路上突发交通事故。等她拼命爬出火车残骸之
后，却惊恐地发现，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而眼前，竟是一
片荒原。 此时， 迪伦看到不远处的山坡上一个男孩的身
影。 而那个男孩是她的摆渡人，崔斯坦。

“如果生命是一条孤独的河流，谁会是你灵魂的摆渡
人?”路途艰难险阻，魔鬼始终跟随，企图将迪伦的灵魂带
入地狱， 两人只有在隔几百里地才有一个的安全屋里才
能躲避魔鬼的侵袭。在一次一次与魔鬼的斗争中，两人慢
慢的熟悉起来，从相遇相知到相恋的过程中，他们感受到
人世间的温暖。 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相互信任。

荒原上所遇到的一切景象，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他
们内心的景象。 你哭泣，世界便因你狂风大作，阴雨密布;
你欢笑，身边就是灿烂暖阳，静谧湖水。 你用什么样的心
情去看待荒原，荒原便会回报给你加倍的体验。迪伦对生
死的淡定和真实让崔斯坦
觉得她的与众不同， 即使
在他们遇到危险时， 当看
到其他灵魂遇到危险时，
她不顾自己安危去救那个
小孩，她是那么的善良，这
一点深深的打动了崔斯
坦， 爱情的幼苗在他的心
底生根发芽。

在崔斯坦的陪伴下 ，
迪伦终于来到了天堂，传
说中世界上最美丽的地
方，可以重返人间。然而对
她来说， 失去了爱人的陪
伴， 天堂不过是座散发虚
幻光芒的荒凉城堡。她想念他的陪伴，为了找到他，她愿意付出生命，即使
等待着她的，是跌入黑暗的深渊也在所不惜。 迪伦再次返回荒原，是爱和
勇气让她战胜一切艰难与险阻， 最终与爱人相遇， 在迪伦的鼓励和坚持
下，他们一起重返人间。她用爱的力量，为自己推开了一扇幸福之门，也将
崔斯坦引渡到一个崭新的世界。摆渡人作为一种隐喻，是那个能够让人蜕
变，重塑心灵，到达美好彼岸的人。 崔斯坦和迪伦互为摆渡人，初走荒原，
崔斯坦是她的摆渡人，而再次返回时，迪伦靠的是自己，是自己强大的信
心和信念! 终于再次见到崔斯坦，他们的角色互换，迪伦成了崔斯坦的“摆
渡人”，“我们一定要回去! ” 心里有了坚定的爱， 就有了无畏一切的胆
量。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见自己的“摆渡人”，他们可能是家
人、老师、朋友，在你遇到困难时会引导你、保护你安全通过，与此同时，自
我成长中的你具备了非凡勇气，会是自己的摆渡人，也会成为别人的摆渡
人。

“如果我真的存在，也是因为你需要我! ”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让我们
柔软，勇敢地、坚强地面对生活。 心中有爱，无所畏惧！

高阳台
落日呼寒，回风堕叶，归来一树昏鸦。 暗换单

衣，秋声已遍人家。忽然一夜相思梦，尽江南、还被
帘遮。 但徘徊，凉满疏襟，月满蒹葭。 ?

当时无限寻芳事，记春波乍影，嫩草初芽。 零
乱幽香，练裳人倚横斜。如今莫问飞琼信，纵相逢、
也似天涯。 奈思量，谩忆东风，谩忆飞花。

上海交通大学 吴强强

丁酉四月十七至浙圖孤山古籍分館
適長安舊遊來信戒余云今之學古者皆窮
賤輩即答

九衢塵霧倦周流，坐愛芸窗野色收。老樹當風
無去鳥，平湖漲雨有行舟。 蠹蟲任笑春秋癖，苜蓿
何妨朝夕謀。 感愧故人天末意，不從衣馬證同儔。

浙江大学 谢文韬

“亲子”这个来自于日语的词汇是
新一代爸爸妈妈们再熟悉不过的 ，
“亲”是父母，“子”是孩子，“亲子”当然
就是父母和孩子的意思。 自从儿子来
到这个世界，我们吃过亲子餐，穿过亲
子装，走过亲子旅游……其中，伴随我
们最长的就是亲子阅读。

非常幸运， 在孩子两岁不到的时
候，正赶上了国内绘本阅读的热潮，国
外的优秀绘本大量地走进国内， 常州
也有了规模不小的绘本馆。 那个时候，
每周带孩子去绘本馆选书是我们必不
可少的功课。 孩子踮起脚尖拿到自己
喜欢的书，有时让我给他读读，有时自
己翻翻， 经常选了很长时间也决定不
了该借哪本回家。

每天晚上睡觉前是固定的亲子读
书时间，孩子选好书抱上床，我们在这
个时候往往也会讨价还价。 “五本书太
多啦，今天晚上读不了。 ”“可是这五本
我都想听。 ”“读完会很晚了， 读三本
吧”……慢慢地，睡觉前读一会儿书已
经变成了孩子的生活习惯。

随着孩子认识的字越来越多 ，从
大班开始已经可以独立阅读， 从一开
始的绘本，过渡到桥梁书，最后跨入了
全字书。 阅读的内容也越来越广，从小

说到科普、历史、地理……这个时候的
我“退居二线”，从给孩子读书变成了
给孩子选书， 在孩子遇到困难时帮助
他跨过去。 现在我们的亲子阅读不再
是读，更多的是互动和讨论。 记得有一
次，读到一本书，结局是开放性的，我
们一家三口各有不同的想法， 讨论了
一下，谁也说服不了谁，孩子让我在微
信朋友圈里问问其他人的答案。 除了
讨论，孩子还很乐意当小老师，把他从
书上读到的内容教给其他小朋友 ，或
者会出题考一考大人。 有一次，孩子读
完了历史书，就给我们出起了题：五代
十国是哪五代和哪十国呢？ 我们没能
答上来， 孩子就很开心地把答案告诉
我们，还很得意地说：“看吧，我终于比
你们厉害了！ ”

除了中文的阅读， 三年前开启了
英文书的阅读， 这对于我和孩子来说
都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对我而言，为了
调动的孩子的阅读兴趣， 要从市场上
铺天盖地的英文书中挑出适合自己孩
子认知能力和语言水平的书， 另外在
给孩子读书之前还要先做一些功课 ，
比如查阅不会的单词、 上网搜索读书
音频等。 对孩子而言，由于一开始只能
读一些非常简单的英文书， 而且书中

总有很多不认识的单词拦住他， 因此
英文书的阅读带给他的乐趣远不如中
文书。 虽然困难重重，但经过这三年的
努力， 孩子的英文阅读水平也有了很
大的提高， 最重要的是他也开始享受
不一样的语言带给他的乐趣。

回首这七八年的亲子阅读之路 ，
发现它不仅是孩子的成长之路， 也是
我们家长自身的学习之路。 希望通过
读书，能让我们都有一个有趣的灵魂。

一种生活态度
———读汪曾祺《人间草木》有感

机电学院 严美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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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的亲子阅读之路
人文学院 何娅

全球华语大学生短诗大赛
第三季旧体诗词获奖作品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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