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大学，是人生最美好的
四年 ；青春 ，奋斗是它的底
色。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老
师，站在讲台上，向学生们传
授历史知识。

查阅大量资料备课
大四下学期，也就是今

年上半年，我在邢台四中实
习，做历史老师。 第一次走
上讲台，台下数十双求知的
眼睛望着我。 那一刻，我紧
张地冒汗。

讲着讲着，我渐渐进入
状态，忘了紧张。

这节课，我讲的是 1972
年基辛格秘密访华那段历

史。尽管是历史专业的学生，
这段历史，有哪些背景和细
节， 我还是需要一一准备。
为了备课，我查阅了图书馆
所有相关资料，还找到真实
反映这段历史的电影，从头
看到尾。

曲折的经过， 丰富的细
节，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 讲
台上，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做一名老师，让学生不
忘这个国家的历史，这是我
将来想从事的工作。

想做传统文化传播者
大二那年，通过竞选，我

被推选为班长和学院学生会

主席。 当学生干部，让我有
机会参与一些社会实践。

2013 年上半年，共青团
河北省委和河北省教育厅联

合举办“挑战杯”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大赛。 作为学
生会成员，我有幸参赛。

我们团队选择的课题是

“邢台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
认知”。 我们综合了很多历

史和人文知识， 制作调查问
卷， 在邢台市 4 所高校进行
问卷调查。

“过七夕节还是圣诞
节 ？ ”“七夕节的由来是什
么？ ”“端午节有哪些民俗？ ”
……这些问题没难度， 我们
想要了解的是， 在大学生心
目中，对传统历史文化，有多
深的理解。

调查结果显示， 文科专
业大学生对传统的认知较

高， 也有学习和继承传统的
意愿， 而一些理工科的大学
生对此比较淡漠。

经过评选， 我们的课题
被评为三等奖。除了荣誉，这
次调查结果， 让我感觉到普
及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性。

为了梦想努力深造
做一个历史老师， 传播

传统历史文化。 这个想法逐
渐在心中长大。

进入大三， 课业压力不
断增大。 把学生会的工作交
给学弟学妹， 我开始努力学
习。

上下五千年， 中华民族
的历史源远流长。 学习过程
中， 我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
浓厚兴趣。 中华民族从屈辱
中苏醒， 自强不息， 逐渐强
大。这段悲壮的历史，让我无
数次动容。

想深入研究近现代史，
想做一个好老师。 我决定继
续深造。

大学毕业了， 这是一个
终点，也是一个起点。暑期过
后，我就要到辽宁大学，继续
学习研究历史。

做一个好老师， 这个梦
想，会实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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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祖国“把关人”
能够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 成为一

名“把关人”，李文耀直言，自己很幸运。
“这两天，就要到北京报到，然后开

始培训。”李文耀满是期待地说，“我是应
用化学专业， 将来应该会分配到货物查
验或者检验的岗位。 ”

李文耀毕业于邢台学院，在大学，他
不仅学习成绩优异， 而且还在学校煤化
工实验室参与炭黑油质量、 焦化废水等

检测项目，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
从事海关工作， 每天要从大量通关

货物或邮件中，查验出违法违禁品，避免
它们走出国门或者进入国内。

大学的实践， 让李文耀对将来的工
作比较自信。“我相信，通过培训和努
力学习，我能够像无数海关前辈一样，
练就火眼金睛，成为合格的把关人。 ”他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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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大学毕业生入职北京海关

练就火眼金睛，当好口岸“把关人”

� � 海关关徽由
商神手杖与金色

钥匙交叉而成，商
神手杖代表国际

贸易，钥匙象征海
关为祖国把关。

这两天，刚刚
从本市大学校园

走出的应届毕业

生李文耀，就要加
入北京海关，从事
货物查验或检验

工作，成为一名祖
国的“把关人”。对
于工作，这个年轻
的小伙子，充满期
待。

本报记者 田晓丽 文/图

练就火眼金睛
想当出色的“把关人”，除了专业知

识，还需要细心和胆识。违法物品会用种
种伪装，企图骗过海关，犯罪分子还可能
通过海关运输毒品等。“通过公务员考试
后， 我看了不少关于海关的新闻报道和
相关书籍。”李文耀说，将来的工作，他有
一些心理准备。

“我需要学习外贸知识，报关流程等

等，将来还可能面对犯罪分子，处理各种
突发状况。”李文耀说，走到工作岗位，他
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这两天，李文耀已经整好行装，准备
出发。他希望像海关前辈一样，练就火眼
金睛，廉洁执法。“这是我的目标。 ”李文
耀说，踏实学习，多向前辈请教，这个目
标，他要一步步实现。

11个小时检测样品
大学期间， 李文耀获得国家励志奖

学金、省级优秀学生干部、学校十佳优秀
毕业生等荣誉。 成绩背后，是刻苦学习。

“在煤化工实验室实践，是我大学中
最宝贵的经历。 ”李文耀说。

大学二年级，由于成绩优秀，李文耀
被辅导员推荐到学校煤化工实验室。

煤化工实验室与卡博特（旭阳）有限

公司、 河北东旭有限公司等多家煤化工
企业有校企合作， 实验室承担了一些检
测项目。 李文耀和一些同学得以参与其
中。

“喹啉不溶物、灰分、闪点等指标的
检测，由我来做。”李文耀说，喹啉不溶物
检测，需要连续进行 11个小时，为此，他
常常在实验室留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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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
曹金娜，邢台学院法政学院 2011 级历史班应届毕业生

本报记者 田晓丽 整理

“

李文耀进行检测工作

青春梦想

很多老人记得，1980
年 9月 10日《人民日报》
刊发了一则 142 岁吴姓
老寿星的报道，这位老寿
星于 1998年逝世， 他的
养生经验为无数人梦寐

以求。 现在，一本荟萃吴
老一生延寿秘诀的《五脏
同调 百岁安康》，开始免
费赠阅了。

慢性病皆出于五脏不和。 本书详尽记述了
吴老“以五脏平衡对抗疾病，以无病延长寿命”
的养生诀窍，慢性病患者都能从中学会治病养
生的真功夫！

读过这本百岁养生绝学的读者评价：“同
样是治病，我这眩晕、失眠，吃了多少西药也不

断根；看了这本书，用五脏平衡疗法，没几天人
就精神了！ ”

“肾虚前列腺病，别人都在胡乱补肾，我
学吴老爷子调五脏，嘿，半个月不尿急不起夜，
这年纪还身体倍棒！ ”

“高血压、高血脂这些慢性病，治了这么
多年还是一样，这回学会了调五脏，不到三个
月，血压、血脂一起下来了，还不反复。 ”
如果您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失眠、眩晕、肾

虚、前列腺病、风湿骨病、高血脂、糖尿病等各
类顽固难治的慢性疾病，或是体质差、免疫力
低下，请火速拨打专线免费申领《五脏同调 百
岁安康》一书，读懂自己，读懂健康！（该书仅剩
最后 500余本，申领从速，无任何收费）

免费申领热线：400-040-2066

慢性病患者：治病？ 长寿？ 看 160 岁奇人养生秘录———

《五脏同调 百岁安康》免费赠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