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最喜欢的就是读故事。从小到大，
我读过各种各样的故事，有的令我开心愉
悦，有的令我惊喜意外，有的令我紧张害
怕，有的令我遗憾叹息，有的令我陷入深
思，不管怎样的感受，总是让我久久回味，
但是最让我深受震撼、倍受鼓舞的要数红
色故事。

品读红色故事，坚定理想信念。经典
红色故事让人有非凡的梦想，让人有积极
向上的生活态度。红色故事可以在我们
心底留下一颗红色的种子，要想让其长成
参天大树，就要坚定我们爱党、敬党的理
想信念，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心思想。
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前进路途上遇到再
大的艰难险阻都不会害怕与退缩。坚定
理想信念，更有助于我们学好红色故事，
能让我们时刻谨记自己的责任，牢记自己
的历史使命。

品读红色故事，深耕爱国情怀。咸宁
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在这片
红色的土地上，有无数的革命先烈为了民
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国家的富强，用鲜
血和生命在这里演绎出无数惊天动地的
革命壮举，留下一个又一个的鲜红印记，
何功伟就是其中一位。1941 年 1月 20
日，何功伟不幸被捕。在狱中，何功伟始

终坚信党的事业，严守党的秘密，同敌人
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严辞拒绝了敌人高官
厚禄、出国留学等所谓“自首”条件。他
在《狱中歌声》中写道:“我热血似潮水的
奔腾，心志似铁石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
存，誓为保卫真理而抗争……”在狱中，他
用歌声作为鼓舞战友同敌人斗争的武
器。为了坚守自己的信念，他给妻子留下
了诀别书:“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
地努力吧!把革命红旗举得更高。好好地
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未竟的
事业。”1941年11月17日，何功伟被敌人
押到刑场，在临刑的100余级石板路上，
敌人放言只要何功伟回一回头就不杀他，
但遍体鳞伤、拖着沉重脚镣的他义无反
顾，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时年 26
岁。这种深沉的爱国情怀震撼着我，感动
着我。

品读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世界

因阅读而和谐，文化因阅读而交融，生活
因阅读而充实，生命因阅读而精彩。除
了品读红色故事，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
我们不能空谈，我们更要以实际行动学
好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让党的红色
的火焰生生不息，这是我们的责任与使
命。当好红色故事的讲述者、当好红色
精神的传播者、当好红色基因的传承者，
对我们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
意义。

红色故事是革命先辈和英雄榜样用
生命和鲜血书写的最为可歌可泣的中国
故事。红色故事中有自信，它一直指引我
们“不畏浮云遮望眼”；红色故事中有定
力，它时刻警示我们“风雨不动安如山”；
红色故事中有担当，它不断激励我们“越
是艰险越向前”。

品读红色故事 传承革命精神
○王天娥

本报讯 魏琴报道：我校在中国科协
青少年科技中心、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
协会联合启动的“科创筑梦”助力“双减”
科普行动中，成功入选全国首批试点单
位。“‘科创筑梦’助力‘双减’科普行动”试
点工作，以“科创筑梦”全国青少年科技创
新服务云平台为依托，汇聚一批优质科普
资源，引领一批科普教育基地，培养带动
一批优秀科普人才和相关科普机构，努力
形成利用科普资源助推“双减”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做法和机制。

多年来，学校认真贯彻落实《全民科
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开展丰富多彩的
科技活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创新精神
以及实践探究能力，提高青少年科技创新
教育水平，为落实立德树人提供有力保
障。

我校每年12月份以不同的主题和方
式开展科技节活动，到今年为止，已经是
第六届。校园科技节是学校打造特色校
园文化，增强学生科技创新意识，实现五
育并举和创建全国文明单位的重要举

措。学校在狠抓教育质量的基础上大力
支持科技工作，聘请市青少年创客教育协
会的会员专家来校指导工作，促进学校青
少年科技教育向标准化、专业化、体系化
发展；学校积极联系市科协开展“院士进
校园”科普活动，举行了四十余场科普讲
座；学校每年派科技辅导员参加市科协、
省科协、中国科协举办的各类培训活动，
邀请专家来校培训青年科技辅导员，为学
校的科技教育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专业
引领。

学校将加强与市科协、市教育局、团
市委、咸安区教育局等单位的协同合作，
围绕“科教资源共建共享”“科技活动进校
园”“科教阵地协同育人”“科技教师科学
素质提升”“大手拉小手科技专家志愿服
务”五大科普行动，以我校成功入选“双
减”科普行动全国首批试点单位为契机，
全面提升我校青少年的科学素质和科技
创新能力，提高教师科技创新教育能力，
为我校创建全国文明校园、高质量发展作
出积极的贡献。

我校入选“双减”科普行动全国首批试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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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威报道：5月23—25日，我校成功
举办了第九届美育节。本届美育节沿袭了学校的
传统，设置了艺术表演和美术活动，主题是“美育
显魅力 一起向未来”。艺术表演包括班级大合
唱、综合展演、戏曲表演、跆拳道表演，钢琴独奏音
乐会等；美术活动包括师生书法、美术作品。在艺
术表演中，学生们精神饱满，具有时代感，极富表现
力和技巧性，展现了学生风采。在书画作品展示
中，教师作品风格各异，浸润于清香墨迹之中；学生
作品结构优美，技法娴熟，充满了童真的想象。

本届美育节，不仅为学生展示个人才艺与风
采搭建了舞台，而且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挑战自
我、超越自我的空间，真正让艺术文化陶冶学生心
灵，融入学生们的校园生活中。美育是学校审美
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
养创新意识的教育，它能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
操、温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近年来，学校坚持以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
素养为核心，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把美育作为
学校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教育，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文化
观，塑造美好心灵，增强文化自信。美育润心，扬
帆远航。

美育润心 扬帆远航

我校成功举办第九届美育节

优秀学子
01班：邹卓妤 蒋宇辉 焦晨雨 徐志鑫
02班：镇妙可 徐紫轩 印欣怡 范晓鹏
03班：杨宇轩 毛意晴 秦梓睿 王 琛
04班：陈夏孜 董殊宏 刘子洋 余梓译
05班：黄奕辰 尹博朗 涂佳妮 程 怡
06班：饶奕婷 廖天乐 张浩胜 徐文婷
07班：蒋欣雨 刘清阳 彭思杰 许洛菲
08班：何雨琪 周函磊 佘语萱 柳诗敏
09班：刘熙與 沈飞翔 王宇浩 郭诗语
10班：吴旻灿 胡雨欣 付家豪 潘 博
11班：张芷羽 刘享一 陈诗雨 黎 远
12班：程雅萱 王 芏 石智超 黄 笑
13班：王亦可 黎 越 汪思彤 王紫函
14班：滕 讯 程俊卿 王淇生 张思思
15班：陈思涵 张涵睿 朱浩铭 刘泽宇
16班：宋亦恒 贾振宇 陈国峰 陈志永
17班：程 果 苏予辰 吴芊睿 操 帅

文体之星
01班：晏 梓 张子骏 范梓涵 胡紫珊
02班：方奕炫 曾奕轩 汪 莹 镇慧文
03班：高颖萱 唐卓希 黄 娜 杨家兴
04班：高弈凡 胡庆涵 程梓萱 曹慧娴
05班：焦子涵 黄嘉琪 沈昌焕 陈欣怡
06班：樊文睿 屈子璇 邹泽琳 余奕霏
07班：陈博轩 张思晨 阮瑞智 王宇涵
08班：程 熙 余子鑫 张可人 孙一帆
09班：吴皓诚 张雨菲 黎欣然 梁汝薇
10班：张弘轩 张诗璇 刘智阳 肖梓逸
11班：龚 帅 陈永豪 饶鸿磊 冯进肴
12班：吴思齐 梁 婷 张晨逸 胡靖云
13班：皮庭钊 游俊曦 王芯妍 吴裕翱
14班：李钰涵 谢彦杰 余昭阳 纪辉帆
15班：叶可萌 胡诗涵 陈鼎文 余梓博
16班：潘思辰 詹墨菡 陈嘉淇 王文㬢

17班：彭媛曦 蒋雨芳 尹一伊 孙雅静

希望之星
01班：邱佳乐 佘槿然 杨晗希 刘 烨
02班：石原康 李熠凡 毛凌萱 刘优璇
03班：余 露 周 冉 陈梦涵 张 阳
04班：吴予涵 方景程 冯晓萱 潘 岳
05班：阮家信 徐 帅 潘万成 张紫涵
06班：程 帅 张逸凡 孔晨曦 张子涵
07班：高 姗 魏齐家 贾文泉 程晋瑶
08班：樊书玲 陈煊龙 郭子杭 易佩琪
09班：彭策淼 丁雅莉 朱云鹤 李昊聪
10班：皮杨彬 董子叶 但俊廷 周 畅
11班：刘明锐 陈紫涵 刘梓轩 刘 玥
12班：刘亚红 程彬庭 刘嘉慧 方子昊
13班：程文栅 何礼贤 舒永康 赵艺涵
14班：夏一丹 舒 晴 王梓晨 郑俊阳
15班：付念子 张远涵 王欧文 袁诗雅
16班：尤子瑄 石瑞溢 张懿轩 沈函羽
17班：张 卓 路傲然 徐静馨 何瀛洲

优秀班干
01班：李英拓 李俊杰 周文秀 石梦荣
02班：袁达峰 冯子杰 凡雨轩 朱 爽
03班：刘诗语 葛康宸 熊文杰 镇 江
04班：刘 琪 王 钰 张子涵 梅雨珊
05班：骆依可 钱雅婷 毛雯熙 金梓豪
06班：戴诗蕊 宋思彤 胡可萱 周舒涵
07班：邓甜甜 胡尔杏 戴扬宸 吴泽涛
08班：刘炙鑫 王紫晴 胡欣怡 蔡芷宥
09班：王佳成 耿彬彬 凌浩洋 冯天泽
10班：蒋筱雅 蔡 妍 王小雨 闻佳丽
11班：张子涵 熊 硕 李 婷 柯 淼
12班：方 晨 夏承熙 甘芝霖 吴紫涵
13班：王佳欢 吴 悠 李睿楷 陈泓燊
14班：李 睿 许文辉 纪辉帆 严天樾
15班：汪 谦 徐康乐 陈家煜 陈 箭
16班：杨志勇 樊美琳 熊雨青 李天乐
17班：陈宇轩 黄子轩 程诗涵 吴潇然

文明学生
01班：施禹榕 熊 伟 罗金博 毛紫萱
02班：金 菁 黄程怡 万梓涵 周希锦
03班：殷薏涵 冯莘雅 卢凯灵 钟钰菲
04班：王蔡睿梓 周宏泽 朱露雪 刘一鸣
05班：徐新焰 徐 娇 张义铭 陈 聪
06班：李 卓 刘一歌 熊梓欢 饶 洁
07班：陶禹邱 王瑜琳 刘星宇 程竹君
08班：郑强强 张佳芳 张宇鑫 吴思媛
09班：魏昌煜 万欣彤 李娴婧 汪 典
10班：谢晓莉 汪启航 孙诗权 刘思琪
11班：袁 媛 杜雨泽 高子萱 方子馨
12班：李涵睿 晏雨轩 胡睿涵 甘云朗
13班：胡雅婷 刘宇阳 李晓烺 宋可燃
14班：张政锌 李轩茹 黄睿敏 王凯瑞
15班：陈锦松 白紫妍 张俊杰 周雪芹
16班：葛伟博 乐雨婷 刘天乐 陈 陌
17班：周琪琪 沈奕瑄 周佳晨 叶知语

2021级优秀学生

优秀学子
01班：杨 展 阮星奥 李佳洁 朱考博
02班：李宇恒 曾金株 罗 钰 周圳坤
03班：戢圣博 田 钺 李家旺 李兆淇
04班：陈 诺 王若煊 何一诺 杨雨涵
05班：刘俊熙 刘炫延 吴 灿 谷弈娴
06班：张诗涵 张天瑞 丁嘶咏 高子瑜
06班：邹 洁 王若熙 甘 蕊 阮铖思
08班：徐诺言 张思逸 李万辉 周锦雯
09班：镇若茜 骆北辰 潘煊泽 陈宇翔
10班：丁子涵 罗梓曦 冯恩民 陈 敏
11班：杜晨曦 周子萱 朱志城 胡宇程
12班：荣 奥 李 堃 董惠妍 卢颖萱
13班：程婉清 郑浩宇 王 晣 郭泽鑫
14班：方奕阳 刘嘉祺 甘声杰 成子奇
15班：鄢保航 胡天乐 刘芊羽 徐有田
16班：沈 昆 熊启慧 程韬霖 雷诚冰

文体之星
01班：张 扬 曾子晴 周良瑾 万景轩
02班：许熙媛 孙嘉琪 杨曜阁 闻明帅
03班：廖思涵 王子琀 代锦曈 张 宸
04班：王紫妍 王 好 张诗琪 宋 媛
05班：陈瑾璇 黎瑾怡 镇 好 孔子旂
06班：董芷含 吕奕轩 余先海 宋皓天
07班：樊婧瑄 徐梓默 刘雅馨 郭亚俐
08班：阮思杰 姜鉴书 陈世涞 郭 权
09班：徐嘉琪 李佳畅 郑薇薇 周子烨
10班：刘浩宁 何 同 郑典典 高子琪
11班：张建恒 张思琪 孙祉欣 卢瑞欣
12班：李梓健 蔡肇彬 石 蕾 刘欣钥
13班：万荣涛 刘又宁 方佳文 段晓容
14班：全哲立 田雅菲 黄梓奥 曹竣玮
15班：赵宇芊 夏悦腾 赵以铭 黄烨然
16班：潘攀智 戴程鹏 刘 哲 陆紫如

希望之星
01班：吴菲儿 姚旭彬 柯钧宝 徐嘉思
02班：冷玉钏 葛建坤 陈寒枝 袁 捷
03班：陆梓博 乐 亮 镇敏丞 蓝 逸
04班：方锦哲 王柔力 周天培 刘 聪
05班：毛子皓 杨杰瑞 徐德发 赵德轩
06班：赵宇轩 付 瑞 吴邦政 唐世轩
07班：占语涵 刘静雅 黄 灿 镇宇翔
08班：王煜森 刘洪荣 罗斯蔓 张 飞
09班：王子谦 吴杜颖 孙 为 方锦程
10班：王姝涵 汤梓兴 张金泽 孙绪鑫
11班：万翔宇 王 奥 汪子恒 喻星玥
12班：阮俊英 杨嘉怡 吴桂辰 陆萱萱
13班：余清源 郑卜玮 叶 蕾 吴嘉怡
14班：肖宇轩 王子茜 甘诗朗 汪泽霖
15班：李楚白 殷浩翔 梁哲炫 黄恺昱
16班：杨 明 杨涛瑞 梁誉曦 杨承翰

优秀班干
01班：高子佩 唐佳玲 李晨瑞 汪嘉怡
02班：张君瑞 李正熙 唐子涵 陈慧之
03班：贺子奥 余慧瑶 凌嘉嘉 张 弛
04班：叶思铭 刘子锐 金 城 曹欣悦
05班：艾楚瑜 黄诚诚 周明锐 徐 然
06班：董守鹏 孙 洁 余文沁 徐雨馨
07班：梁智珍 王 瑶 施力榕 余思颖
08班：周亦菲 石天宜 龙雨秋 顾梓仪
09班：左林峰 崔振轩 熊毅夫 王诗聪
10班：罗 桥 郑禾林 何鋆泽 朱廷睿
11班：袁添睿 黄 莹 唐其智 王 柳
12班：程晓雪 王一凡 姚琣祎 佘傲雪
13班：熊梓懿 汪芮嘉 余宗祺 王紫佩
14班：颜家钰 李明杲 胡 杨 高子轩
15班：罗恩哲 柯力铃 娄晨曦 陈璐瑶
16班：杨涛诚 段锦涛 黄 锦 江鑫达

文明学生
01班：孙 映 罗永豪 徐小桥 唐佳慧
02班：郑可依 孙思然 罗诗阳 伍雯雪
03班：卢俊希 刘宇畅 吴宇璐 庞雯婷
04班：杨睿哲 夏梦菲 陈诗曼 刘晟锋
05班：阮炀阳 孙翊荣 杨嘉琪 金姝涵
06班：张子天 沈傲君 王清运 冯梦馨
07班：夏振轩 徐行一 张 甜 代锦晨
08班：华海博 戴明轩 石耀显 焦天长
09班：孙 烨 夏梓轩 董杉珊 刘 浩
10班：杨海光 乐茗君 许灿熙 鄢子轩
11班：金宣鸿 何施岩 丁婧怡 陈伊琳
12班：彭媛媛 张家妮 李子顺 刘雪瑶
13班：钱慕林 周凌韵 黄 康 程佳轩
14班：张与韩 王靖雯 戴艺轩 周钰城
15班：吕 萌 曾宇轩 孙俊城 罗骏峰
16班：杜一帆 吴书酉 张凯信 金晓楠

2020级优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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