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我的祖国

读书达人说
今年的4月23日是第24届世界读书日，咱们

连大的阅读达人，他们对读书都有着什么样独特

的见解呢？

李红莉，人文学部17级汉语言专业
我平常借阅的书类型比较多，哲学，外国文

学，古代诗词，自然科学，书法绘画都有，还有一

些中医之类保健的书。至于读书的比较好的方

法，像读一些外国小说，中国的小说我一般都是

快速阅读，一天一本或者两本。读外国文学，普

遍的，人名难记住，每个人物在小说里出现，我会

写在一个卡片上，然后就不会读懵。像《诗经》和

《道德经》是我最常来回翻阅的，这些经典的东

西，不能一闪而过。在我看来，时间能带走一切，

而在阅读时，读书就带走了时间。我是一个不喜

欢被掌控的人，所以我宁愿去选择时间，也不要

它来左右我。读书带给我很多的乐趣，专业上的

帮助是显而易见的，更多的可能是对于自己综合

素质的提升吧。在2019我会继续泡在图书馆，也

希望更多的莲子能打破我的借书记录。

王庭霞，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研究生

“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习近

平总书记在一次青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使我想起

自己目前的情况，深以为是。转眼间，三年的研

究生学习已临末尾，意味着二十来年的学校时光

即将成为一抹记忆，接下来就要开始承担新的社

会角色与责任了。但是不管到何时，身在何方，

学习的脚步还是一刻也不能停歇。通过实践，我

才认识到自己此时最欠缺的就是本专业之外知

识与社会经验常识，无法将书本枯燥的理论知识

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真是“书到用时方恨

少”。鉴于此，我开始疯狂积累学习国内外新闻，

历史典故，法律常识，民俗地理等等，就像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的“既多读有字之书，也多读无字之

书，注重学习人生经验和社会知识。”在我看来，

这无字之书指的就是待人处事的方法态度，包括

与学生，与同事，与上级领导之间的交往沟通。

这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俗话说“学如逆水

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一

定要做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的“唯有如饥如渴，

孜孜不倦地学习知识”，使自己在这瞬息万变的

社会中拥有生存发展的机会，并成就自己的事业

与梦想。

马宏滨，研究生学院，17级中国史专业
三毛说，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

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

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

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

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苏轼说，腹有诗书气

自华，读书万卷始通神。在这里，想给爱看书

的学弟学妹们一些建议。多看看网上的热销

书，有些热销书确实很不错，比如，张嘉佳的

《云边有个小卖部》，刘同的《我在未来等你》，

最力荐的就是《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然后

看书不要成为一种负担，要成为一种享受过

程，用自己的兴趣来看书，这样就会和书更加

容易产生同理心。

朱佳琪，研究生学院18级，生物学专业
对于读书的心得，我认为精读和泛读是两种

必不可少的重要阅读方式。不过究竟喜欢哪种，

我觉得这要取决于我所阅读的书的不同种类。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我前些天看的一本

书——《顶天立地谈信仰》。这是一本讲党课的

书，不过书里的内容是用非常大众化、诙谐的口

吻来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前世今生”。我非常

喜欢本书引言部分“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

作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为什么入党，怎么

样入的党，入党后自己有那些经历和哪些困惑，

对于入党的评价都写的非常有趣。书中还在内

容中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有关信仰、

党史党章和党规党纪等内容，不过描写不是以灰

色的理论，而是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我推荐大家

都可以来读一读，党员可以提升党性修养，其他

同学也可以从中读出趣味，说不定还会多了一份

坚定的入党决心。信仰我觉得就像天边的太阳，

希望我们用自己永恒的坚守，让心头的阳光照亮

身边每一寸地方。

汪弘芬经管学院17级
读书是个很好的习惯，我一直很钦佩上知天

文，下知地理，通晓古今的人，而这离不开阅读的

日积月累。随着年龄的增长便会发现，在越来越

多的时刻会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我一直很喜

欢阅读的感觉，在一个安静的角落，翻自己喜欢

的一本书，细细地品，慢慢地看，那时候你会发现

时间好像流淌得很慢，自己好像沉浸在另一个安

静温柔的世界。而作为一名文科专业学生，知识

的储备更是无比重要，我觉得阅读让我更加优

秀，从内在提升我们的气质。

罗灿机械学院17级
我喜欢的句子是“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

天南海北，万水千山，人生之旅，漫长而悠远。很

多时候的路，需一个人走完，汪国真说，“选择了

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这一条条道路，每一个

分岔口，总会有离别，选择了你自己的路，只有一

往无前，但愿彼此在各自的世界里，闪闪发光。

万水千山我独行，你亦不必相送，有缘自会再相

见。

肖亚轩美术学院17级
我的阅读习惯是会摘抄句子或者段落。我

一般阅读时看到好的、喜欢的句子和词语就会摘

抄到我的小本子里。日积月累，就记住了很多喜

欢的句子，我觉得这样不仅能增加我的阅读量，

还可以积累一些好的句子并在写作时模仿运

用。而且这些句子可以使我学会很多东西，让我

不断的反复品味这些精妙的语句。

采编 新媒体工作室 段玲平 赵琦 于新雯 吴
明月

给大家推荐两本书。

一本是《我们的中国》，作者为

北京大学教授李零，由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这本书被赞为“山河读出的思

想地图”。阅读中国，行走中国。该

书是李零教授竭四十年之力，多年

遍访中国文明遗迹，在旅行日记和

考察记的基础上完成。通过讲述中

国的山山水水，使中国自上古以来

的人文和精神世界，有了一个地理

的维度。“茫茫禹迹”讲述了中国大

一统国家形成的过程，“周行天下”

跟随古代旅行家的足迹寻访古今变

迁，“大地文章”既是山川考察记，也

是家乡考古学，“思想地图”展示了

中华文明的形成和辐射。

第二本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

值：国家流变与传统价值观》，作者

为清华大学教授陈来，由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核心价值是国之魂，是目前备

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该书讲述

了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陈来教

授用通俗的语言，将精致的哲学命

题，有条不紊地呈现出来，从正面来

阐发中华文化。这是国内首部系统

讨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专著。书

中概括了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四大

特点：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

利，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

体现了弘扬中华文明的学术精神和

阐述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责任担

当。

我去过国内外很多地方，有沿海、有山川，有江

河、有高原，有绿洲、有荒漠……但无论我走到哪

里，只要是看到迎风飘扬、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尤

其是在异域他乡，哪怕是在电视画面甚至是期刊杂志

上，都会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那首《我爱你中国》。

记得 2006年我在德国留学期间，那年的“十一”

刚好在一个华人朋友家看到国庆节目画面，鲜艳的五

星红旗伴着雄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嘹亮响起，

满屋子里的人都激动的热泪盈眶，随后，不约而同地

哼唱起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我要把最美的歌儿献

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我爱你，中国》歌曲创作于 1979年，作为电影

《海外赤子》的插曲。作词为瞿琮，作曲为郑秋枫。这

首歌的歌词采用中国传统词律“赋比兴”的写作手

法，一咏三叹，字句凝练。运用叠句、排比等手法，

对祖国的春苗秋果、森林山川、田园大地等作了形象

的描绘和细腻的刻画，表达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满腔

炽热和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感。歌曲由三部分构成。第

一部分是引子性质的乐段，节奏较自由，气息宽广，

音调明亮、高亢，旋律起伏跌宕，把人们引入百灵鸟

凌空俯瞰大地而引吭高歌的艺术境界。第二部分是歌

曲的主体部分，节奏较平缓，旋律逐层上升，委婉、

深沉而又内在，铺展了一幅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画

卷，使“我爱你，中国”的主题思想不断深化。第三

部分是结尾乐段，经过两个衬词“啊”的抒发，引向

歌曲的最高潮。末尾句“我的母亲，我的祖国”在高

音区结束，倾泻出海外儿女对祖国满腔炽烈的爱国主

义情感。曲调起伏迂回，节奏自由悠长、与第一部分

相呼应。

这首与我同龄的歌，以她深情、优美的旋律和情

真意切、朴实无华的词句，伴着祖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的历程，引发着一代代各族人民，尤其是旅居国外的

人们，热爱祖国、思恋祖国母亲、期盼祖国繁荣昌

盛、以身为中华儿女而自豪的爱国情怀！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那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化，我爱你那自强

不息的民族精神，我爱你那繁荣昌盛的美丽家园，我

爱你，中国！

城市雕塑在西方具有悠久的历史，如

哥本哈根的《美人鱼》、新加坡的《鱼尾狮》、

布鲁塞尔的《撒尿小童》、纽约的《自由女

神》……几乎遍及各国的大小城市，成为城

市建设及其文化的重要组成。在中国，直

到 20世纪上半叶才在一些经济、文化比较

发达的城市，如上海、天津等地建立了一些

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雕塑。新中国建立后，

主题性城市雕塑创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雕塑形式语言的探索也在不断推陈出新，

但无论如何变化，雕塑中所蕴含的家国情

怀作为最重要的主线一直贯穿始终。

1958年 5月 1日落成的人民英雄纪念

碑浮雕是新中国雕塑主题创作的开篇力

作。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层大须弥座束腰部

分饰有八个题材的十幅汉白玉浮雕，十分

概括地表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以

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艰

苦历程。浮雕高2米，总长40.68米，由于浮

雕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处于显要位置，浮

雕的创作、审稿、定稿成为纪念碑建设工作

的重中之重。因此，浮雕内容与纪念碑主

题的关系，其形式与碑体造型的关系，形象

与周边环境的关系，以及浮雕的选题、构

思、造型、制作都直接关系到纪念碑能否成

功。为此，周恩来总理提名著名雕塑家刘

开渠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处处长兼美

工组组长。在刘开渠主持工作期间，他以

行政领导和雕塑艺术家的双重身份带领艺

术家们正式进行浮雕创作，统一了基本认

识，对纪念碑浮雕艺术整体风格的协调了

重要作用。它们采用高浮雕样式，风格写

实，手法朴素，构图虚实结合、张驰有度。

每幅浮雕里并未以伟人、领袖作为刻画对

象，而是20个左右的人民大众，每人大小近

于真人，形象突出，其面貌、性格、思想、感

情和姿态形象各具特征。人民英雄纪念碑

上的这组主题性浮雕场面宏大，凝结着激

动人心的历史，具有史诗般的气势。

到了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之后，城市雕

塑有了在形式语言与构成方式上一系列的

成功探索。1996年落成于广西兴安县的叶

毓山创作的《红军突破湘江纪念碑》以红军

头像和乡亲头像为基础，直接用一块块毛

坯般的花岗岩巨石叠砌而成，这种本身具

有高低起伏山石感的整体造型，加上对花

岗岩坚实糙硬的材质感的强化，让红军烈

士们的造型与花岗岩的材料一起构成自然

形态之山岩，以象征红军长征及其烈士们

的永恒与不朽。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文化在国际

舞台上的不断亮相，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活

动的日益频繁，城市建设步伐的持续加快，

具有公共艺术特征的主题性雕塑探索也获

得了重要发展。2005年雕塑家吴为山为南

京大屠杀纪念馆创作了主题性组雕《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大型雕

塑》。组雕由《家破人亡》《逃难》《冤魂呐喊》

《胜利之墙》四部分组成，没有出现一个日本

侵略者形象，皆表现我遇难同胞，表现我中

华儿女，表现了劫难中的中国人民形象。其

中，雕塑《家破人亡》高达12.13米，意喻1937
年 12月 13日日军发动南京大屠杀，表现了

受难的母亲怀抱着死去的孩子仰天长啸的

惨烈景象！母亲手里抱着自己死去的孩子，

身体还有余温。丈夫死了，孩子死了，对这

位母亲来说，已是家破人亡的绝境。这尊雕

塑采用写意的手法，象征祖国大好河山千疮

百孔，斑斑驳驳，遍体鳞伤。尽管如此，她依

然像山一样，屹立不倒！

家国永远是一个关乎生命意义的人文

话题。在新中国主题性城市雕塑创作中，

无论是对于民族图强的呐喊，对民族力量

的凝聚，还是对英雄人物的歌颂，家国情怀

作为一根主线始终贯穿其中。也正是因为

有了家国情怀的精神归属，主题性城市雕

塑才能在异彩纷呈的中国雕塑舞台上奏响

时代的最强音。

读懂我们的中国
人文学部 王夏刚

我爱你中国
音乐学院 许梅华

家国情怀，薪火相传
——建国后主题性城市雕塑中的家国情怀

美术学院 由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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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自己发起挑战
除了1500米赛跑，马云飞还参加了800米赛跑，并在比赛中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4x400米接力赛中，他也为胜利作出了很

大贡献。

对于马云飞来说，跑步是一种习惯。这学期刚开始，他就开

始每天下午在北操训练长跑。对于输赢，他不太在乎，每一次奔

跑，对手只有他自己。他拼了命去跑，一步步，去击败那个胆小

怯懦的自己。“赛道上，我好像获得了重生，我一次次向自己发

起挑战。有时候跑不动了，但是听到同学们的呐喊，看到他们眼

里的希望，我知道自己不能停。”在比赛的过程中，他对自己

说：“一直跑，别回头。”也是这个信念让他一直坚持跑完了全

程。马云飞尽他所能参加可以参加的所有比赛，他的目标就是能

够突破自己。 学生记者 史丹娜

大二运动员的真爱
人力资源管理171班的王嘉诚，报名了男子一百米、男子两

百米、四乘一百米接力赛。在高强度学习压力下，他依然提前很

早就开始做准备，每天下午五点以后在北操进行专项训练。并在

校运会上取得了男子一百米第八名好成绩。

运动员中大一的同学比较多，大二还报名校运动会的是真

爱。这其中有一腔热血，有对学院荣誉的主动担当；或许有积极

向上，对运动项目的纯粹热爱；又或许是不甘落后，为了刷新上

一次的运动成绩……不管是给自己交代，还是给学院争光，这都

是青春该有的姿态。 学生记者 李雨霏

一次失利不代表什么
建工学院土木181的曹乃雪的项目是1500米。他的训练内容

主要侧重于耐力和节奏的练习上，练习耐力通常就是绕着400米
的操场一口气跑十五圈。练习节奏是在8圈的训练中保持相较平

稳的速度。“刚开始练习会觉得很累，毕竟在平时生活中没有进

行过这种强度的训练，但是一想到是为了集体的荣誉，还是咬牙

坚持下了来，后来也就慢慢适应了下来‘’。

最后的成绩并不太理想，无缘决赛。但曹乃雪不在意这次的结

果。“一次的失利并不能代表什么，毕竟人都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

今年失利了还有明年来证明自己。”曹乃雪决定调整联系节奏，从平

时练起，明年这时候，一定会有收获。 学生记者李璐瑶

拿第一的团队
“‘千年老二’，‘万年亚军’，机械学院已经被叫了好多年

了。”机械学院第二十四届分团委学生会主席林永威笑着说。作

为运动会的老牌劲旅，机械学院在我校的运动会中一直保持了着

极高的水平，屡创佳绩，只不过让机械同学，老师，领导颇为遗

憾的是，他们总是距离第一一步之遥。

在运动会开始前他们进行了为期三周的科学训练，最后几天

还进行了加练，不管大一还是大二的同学都积极配合，为更高更

快更强而努力着，奋斗着。终于，他们拿到了男子团体总分第一

名，女子团体总分第二名，团体总成绩第一名的好成绩！连大健

儿，自当如此！

学生记者姜雨彤

拉拉队员的骄傲
我们拉拉队穿着团长精心挑选服装，自信满满的上场了。大

家的欢呼声为我们增添了动力。风很大，有些冷，不过跳着跳着

就忘了冷，还出了些汗。虽然跳了很多遍，但也没觉得乏味，因

为每个学院的同学都很热情，我们也想努力的回应这种热情，所

以一遍一遍都很认真。后来听到了大家的赞扬，都说我们跳的很

好，觉得特别满足，之前那么长时间的练习也觉得值得。尤其重

要的是和同伴们一起练习的这段时间，那种逐渐培养起来的默契

和友谊真是难得。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宝贵的经历，有辛劳，有

瓶颈，但更多的还是开心与激动。毕竟代表了学院的荣誉，一直

觉得很骄傲！ 人文学部法学181刘啸

坚持的收获
回想一个月前，我们开始晚上摸黑进行方队训练时，我是极

不情愿的，大连四月的夜，有一种深秋的凛冽。而且踏步、正

步，真的是挺无聊的。日复一日，我们看着凌乱的方阵，一点点

蜕变成整齐的方队，心中再无半点抵触之感。今天，终于到了正

式上场展示日本语言文化学院风采的日子。我们每个人的口号都

格外响亮：“日院健儿，勇创辉煌”！我相信，我们通过这么久的

集体训练，已经成为了一支同甘苦，共患难的集体，我们的家文

化，也会一直传递下去。

一件本来心不甘情不愿的事，坚持做了，渐渐领会到它的意

义，便会希望努力将其做好。这何尝不是一种收获。

学生记者荆博翰

运动会上的学子们 突破自己的奔跑者 组稿 学生记者 葛笑妹

摄影摄影李开来李开来

摄影摄影朱宇凡朱宇凡

摄影摄影黎江枫黎江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