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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作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太
好了，学校加装电梯后，下学期我
再也不用担心因为爬楼梯赶去上
课而迟到了！”8月1日，记者采访
了解到，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暑
假期间正在加班加点进行一项工
程改造——为全校所有没有电梯
的教学楼、办公楼、宿舍楼、公寓楼
加装电梯，计划在短短52天工期
内，在全校范围完成116条电梯加
装工程。这项工程预计在8月底
秋季开学前完成，届时，北理珠将
成为全国首个全校建筑一次性加
装电梯的高校。

成立于2004年的北理珠，大
部分教学楼、宿舍楼都没有电
梯。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关爱
年纪大的教职工，解决学生出行
不便的问题，改善师生的学习、教
学和生活质量，同时为创建应用
型名牌大学的目标添砖加瓦，该
校校董会决定投入 8000 多万元
为教学楼、办公楼、宿舍楼、公寓
楼加装电梯。

承建电梯加装工程的公司负
责人表示，在短短52天内一次性
加装116条电梯，这在国内还是头
一遭。考虑到学校加装电梯不同
于普通的居民老旧楼房，为了不影
响师生的日常学习、生活，施工单

位必须在暑假期间完成116条电梯
加装工程，今年秋季开学前交付给学
校使用。

既有建筑加装电梯不像在新建
的楼里安装电梯那么容易，这涉及到
很多非常复杂问题，地下管线的迁
改、地下基础工程的施工、原建筑的

改造、地面工程的修复等等。时间
紧，任务重，要求承建的企业拥有
超常规的设计、生产和项目实施管
控能力，同时也需要拥有解决各种
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

为了保障学院加装电梯方案
的安全性和合理性，承建单位的设

计团队多次现场考察，对116条电
梯口逐一做了现场勘测；针对加装
电梯环境和现场施工条件做了针
对性分析；对教学楼、宿舍楼的设
计风格做了系统规划，并对项目实
施进行周密计划，目前工程正在有
序推进中。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王晓君报
道：日前，全国第十七届中小学信息
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NOC)在山东
淄博体育中心举行，珠海市第一中
等职业学校机器人171班唐成、符
锦宏组合挺进全国决赛，代表广东
省高中组参加竞赛，并最终获得高
中组“NOC·智能物管大师”比赛一

等奖。
据悉，“NOC”是Novelty origi-

nality creativity的缩写，即为“全国
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每
年举办一届。大赛围绕创意作品类、
创意编程类、智能创意类、智能竞技类
四大类共29个竞赛项目展开角逐，来
自全国34个省市的5700名中小学生

参加了本届赛事的决赛，规模创历
届之最。

市一职校学生唐成、符锦宏参
与的比赛项目以团队方式进行，比
赛时间为180分钟，要求参赛选手
设计并搭建变形金刚、编写程序，使
机器人能分别以车形态和人形态完
成任务并不脱离路线，同时，还考核

选手的临场发挥、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合理分配时间、团队协作等
方面的综合能力。他们必须与来
自全国各地的40支参赛队伍同台
竞技，这既考验了参赛者的技术，
也考验着他们比赛时的心态。经
过紧张激烈的比拼，两位同学最终
获得一等奖。

与40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

市一职校两名学生获国赛一等奖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王晓君报
道：蛋黄酥、卤鸡翅、炒土豆丝……
暑假来临，珠海市第十中学的一位
老师，倡导学生们下厨做饭，而且还
带领学生们举办了三届厨艺争霸
赛，为学生们的假期生活增添了一
抹亮丽的色彩。

厨艺争霸赛为假期生活添色彩

该校陈聪老师介绍，厨艺争霸
赛每个寒暑假都会举办，需要班级
小组合作完成。老师会给孩子制
订厨艺争霸赛主题和策划书，发到
班级群里，每一届的主题都不一
样。

在假期开始前，班级里每个组
的组长先开会定好假期比赛时间
和地点，然后孩子们要在家里向爸
爸妈妈拜师学艺，至少需要掌握1
至2道菜的做法，随后参赛。学生
们还必须给自己的菜品取名，并解
释菜名含义。到了比赛指定的时

间，小组成员要一起去买菜，平摊
费用，这也考验了孩子们的理财能
力。

比赛在指定组员的家里进行，
家长们作为评委，可以指导但不能
动手帮忙。学生们每人做1至2道
菜，凑成一桌美食，这样的聚餐让孩
子们和父母、老师、同学之间促进了
感情。吃完后，由组长组织评分，家
长和组员根据品尝感受给菜品评
分，然后去掉最高最低分取平均分，
得分最高的成为小厨神，根据规则，
班级会诞生8位小厨神。

开学后，8位小厨神要提前做好
PPT和菜品，在开学前一天到班里
进行决赛。选手借助PPT或者视频
讲解做菜过程，随后在准备好的微
波炉里加热菜品，供全班同学品
尝。品尝后，每位同学可以为自己
最喜欢的三道菜投票，票数最高者
当选为本季厨神。

陈聪说，因为这个比赛，学生们
爱上了做饭，也爱上了做家务。

锻炼孩子独立合作等多方
面能力

陈聪表示，让学生们开学时讲
解自己做菜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次
口头作文和演讲作业。至于奖品，
每一季都不一样，前八名奖励锅铲、
围裙、厨师服等，前三名还可以获得
奖杯和奖牌。学生在初中三年一共
可以参加五届比赛，每个人都能学
会4至5道拿手好菜。

为什么会举办这样一个比赛
呢？陈聪说，很多学生在假期都会
松懈下来，为了培养孩子们的独立
实践能力、促进亲子关系，也为了
增进小组合作，锻炼同学们协作能
力，他会在每个假期给孩子们制订
假期行动计划，包括每天写作业、
阅读、运动、做家务的安排和记录，
让孩子在假期里提升自己，而厨艺
争霸赛是学生们最喜欢的一项作
业。

珠海十中举办厨艺争霸赛

别样暑假 有趣有料有美食

2019年，珠海市第二中学高考
成绩再创历史新高，重点上线占比
61.41%，600分以上43人。优秀成
绩的背后，是老师们的默默付出。

在该校众多优秀的老师中，有
这样一位温文尔雅，用爱与智慧扬
起学生理想风帆的班主任孙晓琳
老师。孙晓琳从教21年，其间担
任年级主任及班主任工作有15年
之久。今年她所带的高三（1）班，
全班51名学生高考分数均超高分
优先投档线，其中15名考生分数
达到600分以上，年级最高分与英
语单科最高分均出自这个班。孙
晓琳所带的班级连续多次评为校
文明班级。

宽严并济对学生

孙晓琳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学
生的回答是：“严厉又风趣”“严爱相
济”。“严”字底下“掩饰”不住的是对
学生满满的爱。

她的学生程乐然说：“刚成为她
学生的时候，只听闻她十分严厉。”
她会在学生犯错的时候毫不留情地
批评；会要求学生更早到班上以确
保尽早进入上课状态；会要求学生
把出错的知识点重复练习一遍又一

遍，直到完全记住为止……

宽严并济重管理

在谈到班级管理时，孙晓琳说：
“我始终要求学生先学做人，再学做
事，而且要低调做人，高调做事。鼓
励学生从身边点滴做起，让优秀成
为一种习惯。”

在班级管理上，孙晓琳说，她有
属于自己的一套“诀窍”。首先是

“实”，在班级管理中要从学生的实
际出发，实实在在地做好每一件事，
注重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对
学生说假、大、空的话，把思想教育
做到学生心坎上。“我让学生相信自
己，努力做到自己的最好，不留遗
憾。”她说。

其次是注重养成教育。孙晓琳
坚持每天检查学生的早读、午休、清
洁卫生、晚自习情况，使他们尽快形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行为习惯和优
秀的意志品质，在学习上要求每个
学生明确学习目标，以严谨、认真的
态度对待学习。

此外，孙晓琳还非常注重在学
习、心理、生活等方面全方位关注学
生，指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能正确
地处理问题，通过一对一谈心或者
与孩子及家长的沟通，耐心细致做
好学生的思想工作。

文/本报记者 廖明山 王晓君
通讯员 谢锋

图/市二中提供
7月31日，小朋友在合肥市蓝天救援队队员的指导下学习急救知识。
当日，安徽省肥西县花岗镇大黄村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邀请合肥市蓝天救援队

队员为孩子们讲解防溺水安全急救知识，提高乡村学生的暑期安全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
新华社发

防溺水 保安全

推荐人：伊琳，珠海市实验中学青年
骨干语文教师，热爱语文教学。
推荐书籍：《我们仨》
作者：杨绛
推荐理由：

一张摄于1981年三里河寓所
的照片下方，杨绛写下一行字：我们
觉得终于有了一个家。

这只是一个有形的家，很朴素，
没封阳台，没有装修。里面住着“我
们仨”：丈夫、妻子和孩子。

几十年间，家的形态一直在
变。从牛津到巴黎，从上海的来
德坊到斐德路，从清华园到北大
中关园，从文学所的宿舍到干面
胡同里的宿舍，从小红楼到学部
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从避震
的圆穹顶大食堂到最终落脚的三
里河寓所。夫妻二人一同“探
险”，从两个人走成了三个人，家
也从有形的建筑变成了不惧风雨
的港湾，任凭外面怎样风云变幻，
家人在这里冲不散，心绪于此处
也扰不乱。

丈夫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妻子：

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我好奇那个写《围城》用故事里

的男女警示故事外男女的丈夫是怎
样经营着自己的婚姻，也好奇那个
出身书香门第有学识有见识的妻子
为什么能沉浸在生活的琐碎中乐此
不疲。

《我们仨》中有答案。
孩子长大成人后三人虽不时各

忙各事，却也不忘将外面的“石子”
带回共同把玩欣赏。他们是三人，
却不止三人，摇身一变，变成了好几
个人：丈夫是朋友，妻子是妹妹，孩
子是哥们；再一变，父母孩子又互为
师生。作为读者竟也和他们一样期
待着“我们仨”带回的大大小小的

“石子”，和他们一起或是惊讶，或是
感慨，或是笑出了声。

1997年早春女儿去世，1998
年岁末丈夫去世。妻子说：“我清醒
地看到以前当作家的寓所，只是旅
途上的客栈”。

2016年5月25日，著名作家、
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
研究所研究员杨绛，以一百零五岁
的高龄与世长辞。

客旅生涯结束了，历经世间冷
暖的“我们仨”，又以另一种方式在
另一个世界相聚。
（本报记者 廖明山 王晓君 整理）

《我们仨》：

家是温暖的港湾

荐读

我疲惫地躺在床上，酣然入
梦。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被几声鹅
叫吵醒。正想用双手揉揉眼睛，却
发现双手长出了雪白的羽毛。看向
周围身穿裤皱服和大袖衫的人，我
心想：我穿越了？还是一只鹅？

我看着水中的倒影，发现自己
竟与其他鹅不大相同，我的身子如
雪一般白，但头顶也就是顶冠竟像
鲜血一样耀红。在我还没有缓过神
时，我感受到了一个直勾勾的视线
一直死盯着我，我向那方向伸颈远
望。哎？有点眼熟，这是……王羲
之？只见王羲之在与一位白发苍苍
的老妇人谈论着什么，后来，王羲之
失望地走了，带走了另一只鹅，不是
我。

时间一天天过去，王羲之每天
准时来湖边看我，时不时带一些菜
喂我。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每每喂完，便拿出笔、纸。要么画一
幅山水游画，要么凝气写一首诗，或
者写一个大大的鹅字，但多数都是

揉起宣纸，以表不满。
后来有一次，我挪着肥胖的身

子跟在老妇人后面，我听到她与客
人的对话：“听说书法家王羲之来你
家了？”“啊？那是王羲之？”老妇人
吓得手中的破烂白菜都掉了。“是
啊！你不知道吗？”“啧，怎么办啊！
明天他就要登门拜访了，可我又拿
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啊！哎！”老妇
人叹了一口气。

良久，待客人走后，老妇人的目
光看向了我，那目光，有不舍也有痛
心。我不解。她将我抱起，说道：

“我什么也没有了啊！只有你了！
你是我最宝贵，最宝贵的东西了！”
她一咬牙，将我带到厨房。

王羲之来了，老妇人端来一盘
烤全鹅。王羲之知道这盘烤全鹅来
历后，十分感动。于是他找来笔墨，
在随手带来的六角竹扇上挥毫写
字，递给老妇人，让她去市场上卖
了，当做回报吧。老妇人却没卖，将
扇子留在身旁。

后来，我醒了，眼角有干掉的泪
痕，手中还握着一把六角竹扇，上面
画了一个老妇人后面跟着一只鹅。
那鹅顶冠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

北大附属学校初一6班 卢韵竹

我是王羲之的鹅

公开课

孙晓琳孙晓琳

本报讯 记者陈新年报道：
“潘叔叔，我拿到中国矿业大学
录取通知书了！”

7月 26日 ，一名来自广西
百色市西林县民族高级中学的
高三毕业生在电话里激动地向
潘堪立报告喜讯。这位高三毕
业生叫黎愿谅，是广西百色地区
众多贫困山区学生之一，而接电
话的是潘堪立，南航珠海公司的
一名普通机务员。

“潘堪立是南航珠海公司
470多人组成的‘春风化雨助学
团’的发起者，该助学团至今累
计为500多名贫困家庭的学生
提供上学资助。而他自己，则用
自己的每月100元，延续了黎愿
谅七年的求学之路。”南航珠海
公司党群部章女士介绍。

“我的经历和他很像”，潘堪
立回忆道，“小时候我的家庭条
件不好，常常入不敷出，学业也
是在一位叔叔的爱心帮助下完
成的。”

童年时的受助经历在潘堪
立心中悄悄种下了一颗大爱的
种子，“我长大也要跟这个叔叔
一样去帮助别人”。2004年中
学毕业后，考虑到家庭原因，潘
堪立主动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
选择了“学费低，好就业”的珠海
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航空机务方
向的MTU摩天宇班。

2007 年中专毕业后，潘堪
立以一名派遣劳工的身份来到
珠海航空有限公司飞机维修厂
航线车间。他省吃俭用供两个
弟弟先后完成了学业。

2012 年底，潘堪立将成立
“春风化雨助学团”的想法分享
给两名好友，三人一拍即合，立
即动身前往距潘堪立老家雷州
市比较近的广西百色市隆林县、
西林县多所小学了解情况。

“那时候，黎愿谅六年级，
在离家40公里外的学校读书，
因为是特困生，学校免除了他
的住宿费用。为了省路费，他
一年中除了寒暑假和国庆，基
本上都不回家。为了省饭钱，
愿谅一天只吃两顿，一顿是三
四元的素菜。”了解情况后，潘
堪立对黎愿谅开始了一段长达
7年的爱心资助。

今年高考，黎愿谅以 553
分的优异成绩被中国矿业大学
录取。“没有潘叔叔，就没有我
的今天。今后我也要成为潘叔
叔这样的人，去回报社会。”黎
愿谅说。

南航员工：

七年爱心帮扶
助贫困学子圆梦

市二中教师孙晓琳：

用爱与智慧扬起学生理想风帆

宿 舍 楼
加 装 电 梯 效
果图。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北理珠投入8000多万元

在全校加装在全校加装116116条电梯条电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