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对 2014年佛山市
“美德少年”拟命名人选进行公示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直属各学校：

根据《佛山市教育局 佛山市文明办关于开展 2014年佛山市

“美德少年”推荐命名活动的通知》（佛教思〔2014〕20号）有

关部署和工作安排，通过各区推荐，市教育局、文明办、关工委

审核和考察，丁怡杰等 20名同学拟命名为 2014年佛山市“美德

少年”，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 7天，从 2014年 7月 1日 16

时至 7月 7日 16时止，请拟命名人选所在学校也同时进行公示。

若对公示人员有异议，请电话或书面向佛山市教育局思政科

反映。反映情况的电话和书面材料要自报或签署真实姓名，不报

或不签署真实姓名的，一律不予受理。

受理情况反映的部门、电话和地址：

部门：佛山市教育局思想政治教育科

联系人和联系电话：蒋寅亮，83036669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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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佛山市同济西路 9号

附件：2014年佛山市“美德少年”拟命名人选名单

佛山市教育局

2014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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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4年佛山市“美德少年”拟命名人选名单

市直学校 2名

丁怡杰 女 佛山市启聪学校三年级 自强自立

今年 14岁的丁怡杰同学是佛山市启聪学校启明部三年级的

一名先天性重度视力障碍学生。但她从不而向命运低头，视障人

士的成功启发了她“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

小怡杰 6岁时开始学习小提琴，仅靠微弱光影听声辩调、摸

弓揉弦学习，每次学习两三个小时，下颌也磨出了一块印记。

小怡杰爱好广泛，在学习小提琴之余还学习了钢琴、语言艺

术，学会了攀岩、游泳，学会了骑车、跑步，在全校的跑步比赛

中还获得了第二名。她以坚强和勤奋获得全国德艺双馨小提琴大

赛银奖、马思聪全国小提琴大赛少儿组金奖、广东省小提琴大赛

少儿组金奖，参加夏青杯全国朗诵大赛进入广东赛区总决赛并获

奖，先后和多位名家同台演出，和佛山电台主持人合作朗诵，并

于 2014年 2月 21日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场个人音乐会。小怡

杰的愿望是要将美好的音乐带给全世界。

在生活中自强自立的小怡杰在家人的指导学会了洗衣、洗菜

切肉、淘米做饭，更是学会了手工制作、缝衣服，她缝制的环保

袋在参加花市义卖中活动中是很抢手的。现在她又拿起盲杖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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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独自乘公交上下学的步伐。小怡杰凭着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

精神，给同龄人树起了一个自强不息的榜样。

陈逸雯 女 佛山市第一中学高二（3）班 勤奋好学

陈逸雯同学是市第一中学高二（3）班的学生，任班纪律委

员。她虽以“择校生”进入一中，但她没有自怨自艾，而是立志

要在一中蜕变成蝶。

从高一开始，她就制定明确的学习目标，并以刻苦和专注开

始了学习上的追赶。经历了第一次段考的挫折，不服输的她调整

学习心态与学习方法。经过努力拼搏，高二以良好的成绩进入仅

有两位“择校生”的文科实验班。

她根据自己的特点为自己树立了一个个前进路上的小目标，

上课更专注，作业更细致，复习更落实，不懂的一遍一遍问老师

问同学。在全身心投入 AFS接待家庭项目工作，忙于照顾美国交

流生的学习、生活与突如其来的治病工作而造成了成绩下滑时，

陈逸雯同学咨询师长求指导，秉着比同学更踏实认真的态度，利

用午饭时间补充课件笔记，提前开始晚自修，周末强化弱科练习，

定时进行知识整理，语文、英语、历史科明显进步，单科成绩突

出，总成绩也保持在级优秀行列，成为许多同学追赶的目标。虽

几番起落，但自始至终刻苦自励，争创一流，陈逸雯同学确实是

刻苦立志学子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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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城区 4名

张宇婷 女 佛山市第四中学初二（6）班 乐于助人

她关爱同学、乐于助人，是老师的好帮手，同学的贴心人。

她本人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但她追求的是“百花

齐放花满园”。她以班长的号召力带动全班同学，在班内营造良

好的学习气氛，经常毫无保留地与同学们分享她的学习经验与方

法，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同学，给他们学习的信心，为他们解决疑

难问题。在宇婷的带动下，班里的同学乐学好学，全班学习成绩

不断提高。

平时，除在学习方面帮助同学外，在生活中也是帮助同学的

热心人。她帮助军训时患病的同学搞好内务，让同学尽快康复，

上课时有同学体力不支晕倒，她协助医务室的老师尽心照顾；有

同学因伤住院，她主动组织同学前往医院探望，并主动为同学补

课。

由于宇婷总是默默无闻地帮助同学、关心同学，被大家称赞

为新代的小雷锋。

黄靖然 女 佛山市同济小学五（4）班 勤奋好学

从进入小学开始，她就以“学习要持之以恒，要靠自己刻苦

努力，才能取和成功”作为座右铭，每学期开始，她都制定好学

习计划，并做到上课专心听进，积极发言、主动求知，努力掌握

科学的学习方法，保持高效学习，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同时，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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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阅读课外书籍，爱科学、爱研究、爱动脑，在广东省第三届少

年儿童科学体验活动中被评为“十佳选手”，获全国科学实验嘉

年华金奖。

平时，她还刻苦学习舞蹈、主持、绘画、唱歌，多才多艺，

曾被邀表参加 CCTV少儿春节联欢晚会，广东省春节联欢晚会舞

蹈表演，美术作品获全国十六届小学生绘画、书法比赛二等奖。

冯嘉雯 女 禅城区石湾一小二（4）班 环保卫士

在学校她是被大家公认的环保小卫士。她经常主动打扫教室

卫生，保持环境清洁；她经常主动把未关好的水龙头拧紧，并向

同学们进行“珍惜粮食、爱惜水资源，从我做起”的宣传；她还

组织班里的同学绿化美化教室。她说：“多一片绿色，世界就多

一份美好。”

在她的努力下，她家里订出 13条有关环保的家庭公约。在

社会上，她为了保护环境，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总是把垃圾捡起

来扔进垃圾箱。

冯嘉雯用自己的行动落实“爱卫、护卫、爱绿、护绿、节俭、

节能”的绿色行动口号，影响着学校的小伙伴，在她的带领下，

班上已成立了“环保小分队”。

黄科斯 男 佛山市实验学校五（6）班 诚实守信

他努力学习、尊敬师长、团结同学、诚实守信，很受同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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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他坚持恪守“为班队服务”的承诺。作为少先队大队干部，

班里的电教管理员，他总是主动为老师准备好电教设备，到功能

室上课，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关好电灯、空调，作为小组合作学

习的学生导师，他总是做好小组的策划、资料收集，制作 PPT，

写汇报串词，把小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作为大队委，对大队

部的工作总是依时，认真完成，从不懈恕。

他恪守当好爸妈“贴心小棉袄”的承诺。为此，他总是主动

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自己管理好自己。妈妈不舒服时为

妈妈端茶倒水，晚上检查好防盗安全措施。家里的设施有损坏时，

他会主动联系小区物业管理处来修理；家庭旅游时，他会提前设

计行程，办好购机票、订酒店等手续。

黄科斯做的是一些很平凡的事，但他用实际行动落实了他对

集体和家庭的承诺，老师、家长、同学都称赞他是个诚实守信的

好孩子。

南海区 5名

李艳怡 女 南海一中高二（4）班 孝老敬亲

李艳怡出身于贫困家庭。在她十六岁时，爸爸因病去世，家

里唯一的经济支柱没了。妈妈身体不好，已属残废，完全丧失了

工作能力，家里的生活完全靠政府的资助及以前的一点积蓄。可

是祸不单行，父亲死后第二年，妈妈因以前一次摔倒没及时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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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的后遗症发作，几乎全身瘫痪，生活无法自理，李艳怡姐妹

二人必须轮流请假回去照顾妈妈。在困难面前，李艳怡没有退缩，

坚持学习与照顾妈妈两不误。为了坚持学习，她科学安排好时间，

争取晚上 6时 30分前到家，7时做好饭，9时前做完家务活，然

后做作业，11时前睡觉。为了抓紧时间学习，她练就了在摇晃

的公交车上正常写字的绝技。车上没座位时就背诵课文，总之是

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抓紧时间进行学习。

艳怡要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她从来都是乐观地面

对，很少向别人讲起自己的困难，总是默默地面对困难，在学校，

她和其他同学一样，从不迟到、从不欠交作业，各方面表现很好，

出色履行班宣传委员的职责。她除认真照顾残疾母亲外，但以出

色的表现，优良的学习成绩告慰妈妈，学校师生都敬佩她，称她

是孝老敬亲的典范。

刘贵怡 女 南海实验中学 113班 勤奋好学

她勤奋好学、在成绩面前永不满足。

刘贵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对学习一丝不苟，认真、刻苦，

面对学习中的困难时，不言退缩，直到找到解决的方法为止。

她以数学家华罗庚为榜样，积极向上，分阶段制订学习目标，

并以顽强的毅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努力拼搏，争取目标的实现。

她有良好的学习习惯，每天早上锻炼后就抓紧时间自习。她

有很好的学习方法，探索出一套各科预习的方法，由于掌握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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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学习规律，好的学习优质高效。

除学习课内知识外，她喜欢课外阅读，丰富知识，扩大视野，

愉悦身心。

在面对同学给她的“学霸”、“考神”的赞誉时，她以平常心

处之，她坚信：天才是靠一分灵感和九十九分汗水铸成的。

李子轩 男 南海区狮山镇小塘中心小学六（1）班 自强自立

他出身于教师家庭，他认为“自强自立”不是贫困孩子或残

疾人群的“专利”，自强自立是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的重要基石。

子轩从小就学会自立，做生活的强者。他自觉承担家务劳动，

体验到位家庭的事情需要每一位成员去承担。他积极参加义工

队，在义工活动过程中锻炼培养了自立精神，也提高了自主的能

力。为了让自己真正成为强者，他多年来坚持参加各种夏令营，

收获着战胜自我、自强自立的喜悦。

子轩是学习中的勇士，学会自强。除了学好各门功课，他还

主动学习爵士鼓、钢琴，参加游泳队、田径队的训练，对英语、

数学、信息学的学习也有极大的热情和兴趣。他觉得，在学习过

程中，可以磨练意志、帮助自己成为强者。

子轩和妈妈还是旅游爱好者，小小年纪不已经游过了半个中

国，在旅途中，他安排好一切，还照顾妈妈，把旅游作为培养自

立精神、自主能力的大课堂。

逆境时需要自强自主，顺境中同样需要自主自强，有此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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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生活、学习中践行，把自己培养成阳光、刚强的小男子汉，

这就是李子轩。

徐辉平 男 南海区丹灶中心小学四（3）班 孝老敬亲

“为家人干活、为集体尽职、为伙伴服务”是他生活的宗旨。

为坚守“百善孝为先”的信念。他父母均到外地打工，就他

与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为了让奶奶开心，少操劳，小小年纪的

他经常抢着干家务活，还按时间陪奶奶散步，给奶奶递茶送水、

捶背。他经常惦念着外出打工的妈妈，母亲节那天，他用存起来

的不多的零花钱给妈妈购买了小礼物，表达自己的感恩之心。

辉平最喜欢看孝老敬亲的故事书，并学着让自己做得更好。

有一年妈妈干活受伤住院，爸爸要干活，他就承担起照顾妈妈的

责任，整整三个月时间，一天也没落下。

除了孝敬亲人，他还是村里老人的贴心人。他主动捐出零花

钱，还发动同学参加，为村中敬老院的老人送去食品和用品。他

争取父母支持，为敬老院的爷爷奶奶购买了手电简、老花镜，方

便老人晚上去厕所和看报纸。他还和同学们去为老人演出文艺节

目，让老人开心。

做这些事，辉平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坚持了多年。师生、村

民都称赞他是名符其实的孝子。

陆瑞坚 男 南海区西樵高中高二（2）班 自强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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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残志坚，勇敢面对顽疾、乐观向上，象健康孩子一样学

习、生活，创造了生命的奇迹，是师生公认的生活强者。

陆瑞坚是患有先天性疾病-----瓷娃娃病，一点外力就会让

他骨折，给他带来撕心裂肺的疼痛，可还不能哭，因为一哭他就

可能晕过去。曾有医生断言，他活不过 10岁。

面对顽疾的折磨，瑞坚顽强地面对病痛与精神的双重折磨，

他热爱生命，从不放弃、他坚持治疗，并学会了独立。他从不自

怨自艾，每天都笑容满面，他这一辈子可能都要在轮椅上度过，

但他从不向命运屈服，他以顽强的毅力，很好地完成了小学、初

中的学业，克服了健全人无法理解的困难，凭自己的实力考上了

西樵高中，并从入学时的 98名上升到前 20名，进入实验班学习，

并在英语、作文比赛中获得好名次。

陆瑞坚是令人敬佩的身残志坚的强者。

顺德区 4名

吴海祺 男 顺德嘉信西山小学四（9）班 勤奋好学

今年才 10岁的顺德嘉信西山小学四（9）班吴海祺同学是一

个多才多艺、勤奋好学、品学兼优的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他

是个贪婪的索求者。他不但努力学习教科书上的知识，课余时间

还广泛涉猎课外书。正是这种勤奋刻苦、孜孜不倦的精神，使他

不但具备了广博的知识基础，还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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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尤其喜欢学英语，不但课堂认真学、与外教练口语，而且

以在听英语磁带、看英文电影，提高英语水平，屡屡在市级、省

级、国家级的中小学英语比赛中获得奖，2011年 9月全国剑桥少

儿英语考级获广东省特等奖。

吴海祺同学爱好广泛，学习之余参加拉丁舞训练，在市级、

省级、亚洲级舞蹈比赛中获得银奖、铜奖。他还喜欢乐器、书法

与发明创造，2011、2012年在省级、国家级的爵士鼓儿童 B组中

分别获得银奖，2012年在第十七届全国中小学绘画书法作品比赛

中，荣获毛笔类三等奖，2013年作品《会移动的书报箱》获广东

省少年儿童发明奖三等奖。

在学校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不但是学校的“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2011学年度还获得顺德区的“三好”学生。

吴海祺同学的勤奋好学的精神，成就了他一个又一个学习的辉

煌。

何佩璐 女 顺德区星槎小学四年 1班 孝老敬亲

何佩璐同学今年 11岁，是顺德区星槎小学四年 1班学生。

作为班长的活泼开朗、爱好广泛。她热爱集体，学习优秀，关心

同学，有一颗善良真诚的心。

虽然她患有严重的哮喘病，但她又是一个孝敬长辈、敬重亲

人“孝顺女”。她从不让父母操心，自己的衣服、自己的房间、

床铺等都自己清洗和整理。她很体谅、关心父母。父母忙时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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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小大人，提醒父母照顾好身体，帮妈妈买菜、做饭，洗衣也是

常有的事。看到父母疲劳时主动为父母打好洗脚水，帮他们捶捶

背。一次下大雨，知道妈妈没有带雨具，她带好雨具去接妈妈。

奶奶摔断了腿躺在家里两个月，每天晚上小佩璐都去探望奶奶，

讲笑话、表演小节目、做做游戏，带给奶奶快乐。一次爷爷在家

时心脏病犯了，她镇定地给爷爷找到药，倒好水，让爷爷把药吃

了，又在旁边陪着爷爷。爷爷得了脑血栓，行动不便，她经常为

爷爷揉腿、捶背，连爸爸妈妈都被感动了。

何佩璐还是星槎村里的快乐星。她经常和几个小伙伴为村里

的爷爷奶奶们表演小节目，逗他们开心。每到周末，她和几个小

伙伴去探望村里的独居老人陈伯伯，每次都会带点好吃的菜去。

何佩璐成为了同龄孩子们孝老敬亲的好榜样。

许志辉 男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加工 121班 助人为乐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加工 121班许志辉同学是学校的学生会主

席，也是学校开展义工工作的带头人。作为学生会主席，他在组

织学生会各部门有序开展工作，配合学校德育处、团委做好学生

德育管理工作费尽心思。

一年级担任学生会义工部长一职后，秉成学校创办的“志愿

一百，千人义工团”服务宗旨，致力“服务社会、服务他人、服

务学校”，积极组织开展义工服务，无论是晚上，还是周末都不

辞劳苦，范围从学校覆盖到陈村镇、顺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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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海玉树地震发生之时，在陈村镇组织了一次义卖活动。

在学校，组织学生书法比赛义工服务，在社区，合作组织了家庭

长远计划的公益项目，在每年的学生献血活动、校运会、科技文

化艺术节活动、新生军训、成人宣誓仪式、开学典礼中都有他义

工服务的身影。

许志辉同学十分热心社会的公益服务工作，如探访老人院、

社区探访、镇美城活动、镇群众娱乐系列活动、关爱社区老人活

动、端午节的“万水千山粽是情”包粽子活动、儿童节活动、植

树节活动等，他都是积极的义工参与者。仅 2年时间义工服务时

间合计已超过 500多个小时，他的义工工时已经达“五星级义工”

称号。

邹雅昕 女 顺德容桂小学六年二班 环保卫士

邹雅昕同学是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小学六年 2班学生，做一个

合格的“环保小卫士”一直是她的梦想与努力的方向。

由于喜欢读书与旅游，又生长、生活于美丽富饶的顺德，雅

昕从小就有很强的环保意识，热衷于学习关于环保的知识，并从

自己身边事做起。在家里建立废旧物品收集制度已坚持两年多，

并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良好的环保生活方式和习惯，节约用水，

做到一水多用；节约用电，随手关灯；节约用纸，爱惜纸张，少

用或不用一次制品；不吃野生动物，不用野生动物制品。

雅昕还把环保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重点内容，积极参加学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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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与社会的植树造林等爱绿护绿活动。节假日和爸妈去顺峰山骑

车郊游时，也会有意识地停下捡起行人乱扔的垃圾带下山。作为

班长的她，在学校里积极带领同学参与“弯腰工程”环保活动，

积极宣传和参与大队部每月一次的“废旧电池回收活动”，带领

同学们参加“中秋月饼盒回收活动”，并用废品回收积攒的钱帮

助有困难的人，让物尽其用。邹雅昕同学就是这样，从身边的环

保小事做起，为周围的环境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高明区 3名

陈奕如 女 高明荷城德信实验学校三（5）班 环保卫士

她有很强的保护环境的意识，并积极行动，她带领班干部成

立“绿色天使”植绿护绿小组。鼓励队员在校园里认养一棵小树

苗，她积极参加环保主题的社会调查，把环保资讯告诉同学们；

在同学中发出“远离白色污染”的倡议。

在家里，她向家人宣传“绿色消费、环保选购、重复利用、

垃圾分类”等环保知识，并收集废旧电池，塑料袋，及时关闭电

源开关，拧紧水龙头，用实际行动影响家人。同时，她还与妈妈

一起找来两个大箩筐，为小区的邻居垃圾分类提供方便，并主动

经常清洗楼梯，让楼道保持清洁，还与爸爸一起，经常打捞村前

小河的垃圾，让河水保持干净。同学们都称赞奕如是一名出色的

环保小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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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思琪 女 高明一中高二 16班 自强自立

她顽强地战胜了失去左肢的困苦，勇敢地与苦难进行斗争，

以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生活与学习，被师生誉为身残志坚

的好学生。

她有非常好的心理素质，面对一些人异样的眼光，她泰然处

之，告诉自己和别人：我可以，我活得很好。

她战胜了失去一只手臂的困难，坚持在校住宿，并坚强地学

会了用一只手铺床铺，洗衣服、晾衣服，……让自己跟正常人一

样，完全自理，不用家人操心，不让同学帮忙。

她不光照顾好自己，还参加高明暑期小志愿者协会，到医院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利用学雷锋日到“爱心小屋”辅导小学生做

作业，协助老师处理一些事务，平时，她总会抢着为班集体做好

事，擦黑板、扫地、抹讲台等力所能及的事她都会抢着干。

她注意刻苦学习，还喜欢看课外书，有关保健类、语言类、

心理类的书，都是她的至爱，还特别喜欢看编织、烹饪、盆栽等

方面的生活实用类的书籍，并乐于实践、尝试。师生都称赞思琪

是个身残志坚、乐观向上、自主自强的好少年。

徐素敏 女 高明区更合中学八年级 2班 孝老敬亲

她孝敬父母，尊敬长辈，是爸妈的好女儿，爷爷奶奶的好孙

女，同学的好榜样。

徐素敏家庭经济较困难，父母都出外打工，家里就剩下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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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她从来不让爷爷奶奶操心，放学

回家做完作业就做家务，生火、做饭、洗碗、拖地、喂鸡。爷爷

奶奶干了一天的活累了，素敏就给爷爷奶奶送上热腾腾的茶水，

帮他们揉肩捶背，并为爷爷奶奶讲故事、唱歌、讲笑话，逗爷爷

奶奶开心。

每逢周末，素敏还下地干农活，向爷爷学习种粉葛，种粉葛

先要在地里做好一个个土墩，然后才种上葛苗，这活不易学会，

多次失败她也没气馁，坚持做了几百次，终于掌握了技术。

有一次爷爷生病住院后身体很虚弱，素敏就包揽了全部家

务，还伺候爷爷吃药，为爷爷端水洗脸洗脚。

素敏还关心其他亲人，晒稻谷时碰上下雨，她会为独居的三

波收谷子。

素敏尊老爱亲，在师生和村民中有非常好的口碑。

三水区 2名

陆皓欣 男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二中学九年级八班 勤奋好学

陆皓欣同学是三水区西南街道第二中学九年级八班学生，任

班长，是学校团组织义工联组长，他说参加义工是人生知识的积

累，也平和了生活的心态。

陆皓欣同学是一个充满青春与朝气、热情与激情的少年。一

直以来，他把学习当做一种乐趣。求实、求真成了他学习的主旋

律。面对初中学习压力，他善于惜时，学会挤时间学习是陆皓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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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的学习精神，亲朋喝香茶，他却品书香；家人看电视，他却

忙读书学习。

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是陆皓欣同学的学习特点。陶渊明“学

习没有捷径，只有靠勤劳”是他的座右铭。每次学习，查字典，

找工具书，请教老师，动手画图，做实验，从未轻易放弃过任何

一道难题。

勤于实践，勤于总结是是陆皓欣同学的学习智慧，他也明白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喜欢寻根朔源，

整理知识树，对各门学科的知识点进行归纳、梳理和规律的总结，

笔记本上公式、法则、语法知识密密麻麻、有条不紊。

求知若渴，立足于勤的他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年级前茅，获西

南二中“飞帆”奖学金一等奖，被评为 2011学年度“三水区优

秀学生”及“西南街道教育线优秀共青团员”， 2013年 5月被评

为佛山市优秀学生。

许华焕 男 西南街道健力宝中学三（4） 自强自立

作为脑瘫儿的许华焕同学，多年来在常人难以想的困难中，

用顽强的意志和毅力，成长为一名自强自立的中学生。

许华焕同学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身体的不健全一定要用知识

来充实丰富自己。在 3岁还不会说话和走路的他，已学会积极配

合医生，用坚强意志熬过两年里每天一小时被上百支针刺扎全身

穴位治疗的痛苦。在父母的“狠心”下学会收拾、打扫卧室、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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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洗衣服、12岁做饭，15岁打扫全家卫生、学会骑单车、学会

独立生活。六年级时到佛山体校进行了两年的体能训练是他人生

的转折点，不仅强化了身体机能，而且明白了读书的重要。他特

别喜欢历史与政治法律的学习，他认为政治的学习使自己更理

性、更成熟。后遗症使他手脚协调能力差，语言系统损害使他写

字慢，说话口齿不清，但为了学习，他也积极举手发言，把自己

关在房里没日没夜抄作文练速度。靠意志力去记英语单词词组。

他以耐心和毅力迎接他人生中的苦难艰辛和无奈，用自信、自强、

自立面对学习与生活的一切。他告诉我们：原来人在这样的生存

状态下，还可以这样自强自立地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