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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y：what's the sense in getting a cat? why stir up a lot
of trouble？
男孩：找一只猫过来的感受如何？为什么要如此折腾呢？
Girl：Because it has to be done！Snoopy has had it too
good around here for too long a time！He has to be
stopped！
女孩：因为这是一定要做的！SNOOY 在这儿长时间受到优待太好！是

时候适时给它一些冷落了！
Girl：somebody has to put him in his place！
女孩:是该有人来使它摆正好自己的位置了!
Boy：Are you bringing in a cat or a gunfighter?
男孩:你是准备引进一只猫还是一个枪战能手呀?
Snoopy：touché！
Snoopy：说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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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在羡慕别人时，又岂知在你的背后有一双眼睛在
羡慕你，总是认为别人比自己过得幸福快乐，自己总
比别人多一份烦恼。其实每个人都在承受太多的压力
和遭遇。只是因为你的乞求太多，将烦恼扩大化了，
或者你的承受力太脆弱了。换句话说你也有着一份同
别人一样灿烂

的阳光和幽

蓝的星空。生命

不在于索取

多少，而在于珍

惜现在你所

拥有的一切。展

望未来，真正

认识到那种当

看到别人美

丽的草地时，希望别人的草地就是我们自己的，却很
少去整理自家的草地的错误渊源。我们往往是让时间
在等待、观望中白白流逝，却没有努力工作使事情朝
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抱怨生活不幸福的人，多少
是在对幸福的追求中，放走了真实的东西，而在追逐
影子……
07 英语 2 班
洪晓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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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淡淡才是生活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虚假，只有生活才是最真实的。口口声声把爱挂在嘴边的人也许并不
懂得爱，爱不是甜言蜜语，不是山盟海誓。爱是真实生活中的理解，宽容和相互帮助与扶持；
爱是生活中的一份细心的关怀，是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次搀扶和支持。
生活就是柴米油盐，生活就是平平淡淡地过完每一天，每天的作息时间一层不变，每天
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就连每一天的心情都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可是生活在一起的人，不论是
相敬如宾，也不管是争吵不休，平淡的生活里总有两个人之间的相互牵挂和爱护。
原来我以为贫困的生活是不会有幸福可言的，生活在一起的人整天为了生计而奔波操
劳，怎么可能会有幸福可言？他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寻找的
是生活的资本，寻找的是吃饭穿衣的资金，没有时间和心
情去考虑幸福是怎么回事。可是现在我才发现只要彼此心
里装着对方，即使是贫困的生活也能找到幸福的感觉。只
要爱着彼此，一起辛苦，一起劳累，一起过着贫困的生活
也是一种幸福。
我的父亲母亲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彼此心里装着对方，
彼此牵挂着，一起经历人生的每一次变故，一起面对生活
中的每一次困难。一起迎来朝阳，一起送走晚霞。一起奔
波在生活的边缘，一起为了家和家人而努力。对于他们而言，只要在一起，他们就找到了生
活的依靠，他们是彼此心中的依靠，也是彼此生活的牵引者。天下有许许多多的父亲母亲，
他们相濡以沫，过着平淡的生活。
生活很复杂，其实也可以很简单。人生不怕平淡的日子，只怕生活的感觉不真实。生活
不怕困难的日子，只怕没有真情存在。拥有简单思想的人过着简单的生活就是一种幸福。然
而思想一旦变得复杂起来，就不会满足于现实的生活，总是追求更高更好的生活层次，在情
感上也想拥有得更多，这时生活的烦恼也会随之而来。生活得太好的人很难有一份纯粹的情
感，即使生活在一起，也不能真心想着彼此。
生活不需要华丽的外衣，也不需要甜言蜜语，生活需要的是平平淡淡地过完每一天。生
活就是两个人一起为生活里每一件事操心、奔忙，甚至是争吵。生活就是两个人一起在人生
的艰难道路上相互搀扶，不计较结果，只在乎生活在一起的日子。生活需要真实的平淡，不
需要虚假的华丽。

07 英语（2）班
胡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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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校园中，清爽的秋风轻拂我的脸旁。也许我的心情还未平静，也许我还在渴望
更远的向往。正如鲸向往深蓝的大海；羚羊向往可以飞奔于广阔的草原之中；雄鹰向往可以
展翅翱翔蔚蓝的天空之中。如今我的心也时而如平静的海面，时而如燃烧的火焰。对生活渴
望平静，对学习充满热情。
面对人生，我充满微笑；面对困难，我笑着迎接。也许遇到困难，有人会选择逃避，
有人会因此而烦恼。曾经我也因为某些失利而让我心灰意冷。但我马上意识到这个错误，人
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顺利。所以现在我会坦然面对它的到来。因为我觉得这是可贵的经
验，这是一种财富。只有先经历

这个才会有成功那一瞬间的喜

悦。
用笑靥看人生，坦然面对生

活，也许很困难，也许前面等待

你的是荆棘。你会被划的遍体鳞

伤，但汗水与泪水换来的是永久

的微笑。从小到大，我们遇到的

困难也许比这个还多，是谁一直

在鼓励我们，是心中的另一个自

己，心在，一切困难都不可怕。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没有

人过多或缺少，所以不要抱怨人

生的无奈。我们是在它的陪伴下

日益成长的，想成熟了，见识增

多了。享受着生活给予的幸福，要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有些事情失去了才会懂得珍惜，
不要让自己后悔，所以好好享受现在所拥有的，用美好的心灵看世界，是一种放开自己的方
法。面对无奈的事，为何不敞开心扉坦然接受，依然相信明天是美好的。成功是建立在无数
次的失败之上的，只有经历了失败才会有成功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困难，笑着面对。
雷雨之后是那绚烂的彩虹，彩虹的出现会让我们忘却以前的痛苦，美丽的事物抚慰我
们那颗曾经受伤的心，过去的痛苦会随着这些远离我们。正如我们面对的生活，也许前面的
风风雨雨会让我们身心疲惫，但要记住。当我们感到疲惫时，记住心是我们依靠的港湾。风
雨过后海面平静，我们能驶向胜利的彼岸，微笑在前面等着我们，胜利的曙光是暖人心房的。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08 英语 1 班
鲁淑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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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回忆总是美好的，但也有苦涩。不管怎样，它是值得回
味的。不是说，一切逝去的都将变为可爱吗？
感情脆弱时，时间就至关重要了，周杰伦的歌里唱到“也许时间
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无疑时间是解药也是毒药，
就看你感情偏向了。就

像回忆总归是回忆，无

论曾经燃烧得那么炽热

那么真诚那么不顾一

切，但是最终是死寂下

去，没有结果。让旧的

感情化作一团时间的

灰，偶尔怀想，淡淡的

忧伤，顿时给生活蒙上一层诗意的遗憾，对比今天的完满或不完满，
未尝不是一件美丽的事情。当然，回忆不等于拥有，有时我们会突然
想起旧人，会无限温柔或忧伤的怀想曾经的爱恋。回忆是味精，少许
的一点会让我们的生活有着更加层次鲜明的味道。但味精不能当饭
吃，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现实生活，是与回忆无关的另外一回事情。
回忆它就像杯苦咖啡，在静谧无人的夜晚，带着甜蜜却又充斥着
苦涩的浓香刺激着我们不堪一击的味道，侵噬着我们脆弱的意志，我
们可以回味它，毕竟，它是消遣寂寞的最好的饮料，但我们却不能沉
溺其中无法自拔，毕竟我们还要生活。
有时侯，我们不该相信自己可以伪装得那么好，物事人非的感觉
会太惆怅。我们要好好生活，让这一切封存在青春的记忆里，留作美
好的回忆。
08 英语 1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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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临产的孕妇不幸遇上了车祸，大脑死亡，变成了植物人，可心脏还在跳
动，身体的其他部位也无大损。肚子里的孩子安然无恙。应其丈夫的要求，医院
用打点滴的方法维持着孕妇的生命，用剖腹产的方法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婴
儿。
几天后，孩子本能地要吃母亲的奶水，当孩子吮吸奶水时，毫无知觉的母亲
僵死了好几天的脸上似乎有微微的笑意，这使所有的在场的人先是目瞪口呆随后
泪流满面。
后来，人们观察了多次，每次的情况都是这样：孩子吃奶时，母亲的脸上会
有笑意，孩子吃完奶后，母亲又恢复了木然。
医生以为母亲的大脑并没有完全死亡，又作了多次检测，结论仍是母亲大脑
已死亡，孩子在一天天成长，母亲的生命在一天天耗尽。
总有一种感情让我们痛彻肺腑；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心生荡漾；总有一种力
量能帮我们穿越苦难；总有一种思想让我们刻骨铭心。
我们感动于“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无私和“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奉献，但世
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无私和奉献能与母爱相提并论。即使再冷酷无情和铁石心肠的
人也能体会到母亲的关爱给予我们的心灵慰藉与情感抚摸。即使在艰苦困难中，
在灭顶之灾前，在心灰意冷时，每当想起微风中飘拂的母亲的满头银发，我们如
沙漠般干枯的心灵便会涌过一股清泉。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偶尔感念母亲的奉献精神并用这种精神改造自己，都
能以母爱的方式对待他人，对待社会。那么，我们的生活都将更美好些。
07 英语 1 班
姚璎珊

如 花
笑靥如花，真情如花，希望如花，生命亦如花。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花，每个人都有许多种理由善待自
己，把一生的光阴凝成时光长河中那一瓣恒久的心香。在盛
开的一刹那，灿烂夺目的它会吸引所有的视线。
花是如此柔弱，再美再艳，依然经不起朝来寒雨晚来风。春红匆匆谢了，只剩下满
怀绪花却又是美丽的战士，风雨中尽管渐渐绿肥红瘦，终究不曾低头。
生命也是一样，像精致的玻璃酒杯，常常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撞击，粉碎成一地的璀
璨，每一片都是透明的心。生命又常常像昙花，用许多年的泪与汗，掺上心血浇灌，
才会有笑看天下的一刻。如今的世界，爱花的人少了。当人们为着生计奔波的时候，
连自己的生命都抓不住，又有谁会倾听花的诉说？
07 英语 2 班
陈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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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每个学子心目中的“象牙塔”。 曾几何时，
我们都对大学有一个美好的憧憬。带着几分对大学的好奇与期待，我也开始了
自己的大学生活。大学真是很自由，自由的让很多人感到空虚。
这种没有约束的生活中让我们变得懒惰，让我们失去了奋斗的精神；也磨
去了我们身上的“棱角”，变的世俗和经不住诱惑。
有时候，大家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同样地过每天的日子，同样地睡觉，但
最终却是异样的结局。问题在于思考的角度不同，努力的方向不同，付出的汗
水不同。到人才交易市场去溜了溜，却发现在象牙塔里待的太舒服了，全然不
知外面的艰辛。看着他们为推销自己而焦头烂额地扑抓，哪怕是一线的希望，
一幅幅惶惶的神情，一个个匆匆的身影。虽然自己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去为这些
事情做心理、学识和能力的准备，但也有惶然失措的感觉。说不准今天的他们
就是明年的我。将来凭什么撑起自己头上的一方天空，托一轮太阳。一双手，
还是一张嘴？
保持一颗平常心，让自己更多的接触在相对稳定的学习时段里，充实一个
将要不同的自我，厚积薄发到一定程度自然会喷薄而出的。让我们生活时，少
一点疑惑多一点自信，少一点无所适从多一点从容与坦然。

07 英语 2 班
朱春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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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来自远方，我们是湮没在人群中的普通女生，可是我却在大学里相遇，
我们是纯真的。我们这小小的寝室保护着我们八个人的友谊，我们没有男生两肋
插刀的义气，可我们会轻轻柔柔的把友谊折叠起来放入心中的一角。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美丽的雨涵却更有
一颗温婉的心。她喜欢李清照，更喜欢她的诗。喜欢独自
陶醉，陶醉在那心中冥想的远方，好远，好远······
梦里寻她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菲菲好似来自大海深处，看不清她，却又是那么熟悉。每
每安静时，她总能创造出一幅幅如梦的画。
有着织女般小手的茜茜，一根针便能绣出一幅美轮美奂的作品，它仿佛有灵
魂般在脑海中蔓延，飘荡着芬芳的香味。
薄如蝉衣的雨丝在空中飘着，她撑着伞漫步其中，她喜爱浪漫，也喜爱简单，
更喜欢水墨味。独自一人磨墨作诗······她写得一手好字，美丽的外表已羡煞
旁人，独特的气质更让同遭人羡慕，美丽如她，此些足矣。
如林中鸟儿的琳琳，喜欢山间的溪水，喜欢爬到山顶看远方的夕阳，没有恐
惧，没有黑暗，就那一个人独自欣赏 ，独自回味，她把抑郁留给自己，把欢乐
传播给大家，让大家一直沉浸在她的欢声笑语中。
佳一喜欢笑，笑时如黑夜中的星辰，如山间的泉水，渲染着无穷无尽的欢乐。
她很豪气，如果时间能够折叠，那么她一定是个欢乐女侠。
机智敏捷的雪，性格和她的名字却一点也不符。她喜欢挑战，喜欢刺激······
喜欢幻想的娇娇，喜欢欣赏优美的自然，喜欢记录下残光掠影。她如一个仙
子，总在自己的花园里编织着一个又一个的梦，灵动而又不失可爱。
这就是我们，诗情画意的我们，散发着古典风味的我们······有着共同爱
好的我们在上辈子五百次回眸后聚在了一起，在我们的懿墨轩中，我们融合一体，
共同挥洒我们的人生。

08 英语 3 班
C 楼 309 寝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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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ing the college, I am a freshman. I feel very strange and I am not
familiar with everything in the college. After all, It is my dream that I am
so eager to go to college which is considered as an ideal one that I have to
adjust it.
Firstly, I have much more spare time to do
what I like than in the senior high school.
Furthermore, I would make more friends who
are very easy-going in the college. In addition,
I think I can show my talent completely.
future in the college.

In a word, I will have a bright

In fact, I am very optimistic to my study and life.

I also took a part-time job to support my life.
However, it is only my wishes. The easier it is to do for the moment,
the harder it is to do forever.

The college life is interesting. I am ready

to take any challenges.
This is my college life till now.

08 英语 1 班
马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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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dormitory looks very old in appearance. A kind of plants which is
called Boston ivy is crawling the whole building. It makes the building
dynamic when it is in Spring and Summer.
When you enter the building, you will find
it totally different from what it looks like
outside. It is clean and bright with blue-sky
wall. All the steps and floors are cleaned by a kind aunt everyday.
Our room is on the third floor. It is small but warm. 8 girls share
the dorm. Quilts and pillows are put in the same direction, which make
our room in order. Desks, chairs, books, cups and some other things are

all in their places.
We study and live together. We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after 3 months' getting along with each other, we build a stable friendship.
I think we are sisters more than friends. We make up a small family with
8 members.
Last Sunday, we decorated our room, which makes our room more
beautiful now.

When someone entered our room and said: “Is there

anyone here going to marry?" We all laughed with happiness in our faces.

08 英语 3 班
曹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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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说过
舟
只在有月光的湖上游走
又是谁说过
雨
只在有月光的晚上才显得忧愁
如丝般地游走
伴着滴水的节奏
古老尘封的院子尽头
青花瓣落牵动了清秋
如露样的清澈
星光也在闪烁
静无缘的宇宙
流星划过，无言
谁与赤热
如花似的忧愁
忧愁过后
过往依旧
愁煞了青楼
如雨的不伦秋

07 英语 2 班
杨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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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接到你的电话，低沉的声音，沙哑的寂寞。你说，我明天就要走了，然后是电话两
端黯然的沉默。
不是忘了说话，只是不知道开口的瞬间该说什么。
不是忘了说话，只是不知道该说的是挽留还是祝福。
空气仿佛被凝滞了一般，连微弱的呼吸也仿佛被抽
走，恍惚着抽搐般的疼痛。
只是觉得一切太过于突然，就在昨天大家还可以说说
笑笑地看着时间的流逝，却没想到回来再见的只是别离。就在一个转身的瞬间，漾起了一个
措手不及的冬天；就在一个转身的瞬间，荒芜了一片花海，找不到巡回的途径，留下内心大
片大片的流离失所。
曾经我们一起坐过的教室，曾经我们沿着操场一圈一圈慢慢跑过，曾经我们习惯的彼此
沉默，曾经我们骑着单车路过二十岁的风景……笑容弥漫，温润晴朗。曾经的誓言风中绽放。
那些关于遗忘的“曾经”，让我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经
过这些被叫做曾经的地方。
游鱼在水底划出一幕幕虚幻的影像，如同在梦境里什么也抓不住的感觉。曾经那么多温
暖而美好的事，如今却让我抓不住那条简洁而完整的框架。是我们太过于习惯彼此的好，以
至于找不出华丽的文字来记忆，还是那些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温暖太多，所以只好选择平实的
文字淡然处之？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化扇。
我们从来没有提起过关于留下的话题，因为也许离开，沿途你会看到更多的繁华，没有
过多的牵绊，你会遇见更多的幸福。
在那些颓然绽放的年与日……
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挽留，那些忘了说的告别，在这个突然转冷的冬天，低沉了一季的情
感。
07 应用英语 2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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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良说，相信自己的童话，相信梦想会成真。
相信童话么？
如果问你，游乐场里的旋转木马和摩天轮，会更喜欢哪一个。是木马么，那
我想，在你的心底一定有个关于飞翔的梦，对吗？因为他们说骑上马背就可以开
始流浪了，想想也是啊。仰起天真的脸，闭上眼睛，张开双手，就可以随心所欲
地放任梦想去快乐自由地飞。然后你会听到有谁在唱歌，是寂寞的木马还是幸福
的自己……
会喜欢摩天轮多一点，每次看到它，都会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跟兴奋，总是
喜欢站在远处，默默地眺望。他们说，眺望着摩天轮的人，其实都是在眺望幸福。
看到了，那巨大的摩天轮盘上，满载着一车车的幸福，在起落里轮回，…… 这
么近，又那么远。
相信童话里的美好，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切实际的，大人们总会很生气很严厉
地告诫，“不要再天真、幼稚了，不要再总是生活在童话里了，一点都不现实，
为什么就长不大呢......” ，无言......为什么很多坚持都跟现实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那样的不合谐......有首歌“亲爱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
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眼泪就不自觉掉了下来……
日子总要一天天地过，也越来越明白，很多的坚守
需要
怎样的一种信念跟勇气去支撑，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有
多少
人开始怀疑、妥协、放弃……
就在我们渐渐地淡忘童话，一个很清澈很纯净的声
音用
心在唱，
“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变成
翅膀
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
快乐
是结局。” 有段时间，会听到无数个声音在跟着浅吟低
唱，
那是他们在唱给自己听，疲惫的心需要它来抚慰，淡漠
的心
需要它去唤醒，去温暖……
年华似水，匆匆一瞥，多少岁月，轻描淡写。待春风
熨平
伤痛，秋雨揉匀想念，我们依然会相信童话么，依旧会用心去美丽心底的童话嘛？
——后记
希望我们一直深信，一起美丽着的。不只童话，还有我们的心情跟人生。
童话里的故事，我从来都当作是童话。只是有一天，看到升腾到半空中的泡沫，
原来，在它幻化作空气之前，还会有一种清澈澄莹的美丽......

07 英语 1 班
顾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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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炉里跳动的烈焰，
是你激情澎湃的旋律，
湖面上白鹅划过的波浪，
是你搏击恶魔的见证。
然而---黑壤上丰姿艳丽的月季，
是你容颜衰老的预示。
啊！听---那大海击打岩礁的韵律，
那苍穹中海燕的鸣叫，
是你那永不言弃的召唤。
那牧童的短笛，
那蝈蝈的唧唧，
是你艰苦奋斗的呐喊。
看---那澄清的水里，
鱼儿欢快的嬉游，
那婀娜多姿的花蕊上，
蝴蝶悠闲地玩耍。
那是你激情燃烧的岁月，
那是你丰姿绰约的影射。
可是---多少个春秋岁月，
让你搏击风浪？
多少个青春年华，
让你展翅翱翔？
短暂的人生，
有几个寒冬腊月，
让你见证灼热的辉煌，
坚信---让我们吹响人生的短笛，
打破黑夜的宁静！

08 英语 2 班
高建雅

16

Lemon

Tree

一、关于大学英语考级怎么做更容易通过
1、单词要过关，可以把单词放到文章中记，不要单拿出来记！虽然记的快，忘的也快啊！
2、听力方面，最开始是自己听一遍，只是一遍，然后，看听力材料，边听边跟读，这样很
锻炼听力的。无论是对简短对话还是对文章，因为听力里有很多的连读，如果不熟悉，是绝
对听不出来的！
3、阅读方面，尽量在规定时间内做题要不考试答不完卷！这个就得多做题了！题不怕老。
模拟和真题都行！
4、作文，平时多读。把生单词多的文章，有听力材料的文章拿出来读，可进行读方面锻炼
啊！
5、也是最重要的：坚持

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分项突破策略
1、

四、六级的听力考试基本是参考了托福考试的样例和风格，所以其考察的内容

大多是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而且很多托福考试中的可笑定式在四级考试中也屡见不鲜。
比如说，“女生比男生强”这一原则充斥在整个考试中。
考生应将近几年的考题反复练习。一套题，先按正式考试的程序通通做一遍，统计对错
数。接着听第二遍，分析错题和难题。然后再听第三遍，注意联想以前考题中遇到的同类题
型，并做标记。考生在几遍练习后会经常发现具有同一规律和技巧的题目在不同的年份甚至
是同一年份中反复出现。
2、

四、六级考试的阅读题部分是整个考试中最重要的一环。阅读水平的提高和考生

所做题目的数量并不是呈正比的。所以很多考生练了很多文章，最后成绩还是不理想。文章
的内容是五花八门的，但文章的结构却是很有规律的，考生应精选几篇文章重点研究其结构
规律。
比如，任何一篇文章都是由“主题”和“细节”组成的。考生如果在解题过程中注意总
结，不难发现，文章的“细节”内容一般都不是文章考察的要点。四级的阅读题最大的特点，
就是几乎所有的题目都是与该篇文章的“主题”密切相关的。考生在遇到定位困难或者是几
个选项模棱两可的时候，可根据全篇文章或该段的主题作判断，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3、

在这部分，考生应注意，四级考试重点考察的是特殊语法的用法，而不

是常规的语法规则。比如，在“虚拟语气”中，考试对其一般用法几乎很少做考察，而其特
殊用法如“it's high time”后面的虚拟语气用法才是考试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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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was young, I was a naughty girl, I did many funny things
that I still remember now.
At the age of seven, one morning, I saw my father was filling his pen
with ink, I fel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My father said to me that if I had
full of the ink in my stomach, that meant I had much knowledge and I
was a clever girl. I was very excited to

hear that and believed that if I drank a bottle of ink, I could be the most
clever girl in the world. To give my parents a big surprise, I drank a bottle
of ink immediately. It tasted bad but I felt really happy and I ran to the
living room to tell my parents the good news.

When they saw my black

lip they laughed all the time. When I realized that what my father said
was only a joke, I laughed too.
Now, when I recalled the things I had done in my childhood, I laughed.

07 英语 2 班
符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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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known to us that 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o receive
education. We know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our study. However, g
old can’t be pure and man can’t be perfect. Sometimes we want to give up.
English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It i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hard
to learn.

But I want to learn it well.

made a plan for myself.

So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term, I

In my opinion, I am an adult and I can solve

some problems.
Life

is

queer

with its twist and turns.

We may meet some

troubles. Some of us

think that study is

boring.

learned can benefit to

us in the future. The more

we learn, the more

progress we will get.

But what we

There is no one but longs to get a bright future. From then on, try your
best to study hard. Then you can get much.
Remember: everyone is the best.

08 英语 1 班
鲁淑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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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ly, I read a book that tells especially about the senses of human
being .
It says that at first senses are the way we learn what is happening
around us. The five main senses are sight, hearing, touch, taste and smell.
Each sense depends on a specific organ of the body. This organ receives
the information and then the nerves send this information to the brain.
For example, eyes control sight, ears control hearing, and skin controls
touch.

Taste depends on the taste buds on the tongue, and smell depends

on the nose. If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any of these five senses that
is dangerous.
In addition, there are
which

are

equally

also other senses,

as

important.

example, a sense is called

balance,

For
which

stops us from falling down .We also have senses of hunger ,thirst, heat
and cold.

07 英语 1 班
孙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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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wealth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our life? Opinions are vary
from person to person.

Majorities of people think that money is most important.

It is

money that can bring us a variety of things, which we are longing for.
It is no doubt that money is the foundation of life.
Nevertheless, there exist a plenty of people who are not on the
opinion above. Initially, the reas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s to some extent. As we all know, most of social crimes
are bound up with lure of money.
means to an end.

In addition, money is nothing but a

It can buy me books, but not knowledge; medicine but

not health; food but not appetite.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money is something, but not everything.
Under no circumstance will I take the wealth as a standard.

Although

money ranks very high in people’s life in a commercial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keep a balance between happiness and wealth.

08 英语 3 班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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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lucky that you can find a special friend.
A friend is someone who makes you laugh.
A friend is someone who makes you believe that the world is good.
This
When

is

forever
you

friendship.

are

disappointed

and

the world seems dark

and empty. Your

forever friend lights

you up in spirits

and makes that dark

and empty world

suddenly seem bright and full.
Your forever friend gets you through the hard times, the sad times,
and the confused times.
If you lose your way, your forever friend guides you and cheers you
up.
And if you find such a friend, you will feel happy. Forever means
no end.

Friendship is just like wine, it gets better as it goes long.

08 英语 2 班
王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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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includes four skill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Why Chinese students can get a good mark in the English exams
but can hardly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in English?

Because they are

afraid to make mistakes.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speaking is having good confidence.
Confidence is how you feel about yourself. When most Chinese people are
told that their English are very good, they immediately respond by saying
"oh, my English is very poor." If you always say this to yourself, you
will lose your confidence.
I think if you do a lot of practice, you will make progress.

You

should speak more and listen more often. You'd better speak English with
your classmates as frequent as possible not only in class but out of class.
You should buy a radio, so you can listen to some English programs. Then
you can speak English loudly. Little by little you can communicate with
foreigners fluently.

07 英语（2）班
胡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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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y! Actually there are full of
opportunities in your life.
Every lesson in school or college is an
opportunity.
life.

Every examination is a chance in

There are a number of other opportunities,

for instance, an opportunity to be polite, an opportunity to be gentle, an
opportunity to be honest, and an opportunity to make friends.

Every

confidence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you.

Why do you stand here and have nothing to do all the day? Don’t
wait for your opportunity. Make it as Napoleon made his in a hundred
“impossible” situations.

Make it, as every man must.

Golden

opportunities are nothing to laziness, but industry makes the commonest
chances golden.

07 应用英语（3）班
郑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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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英榜
2008 系 07 级应用英语专业词汇竞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07 应用英语（3）班
二等奖：07 应用英语（1）班
07 应用英语（2）班
三等奖：07 应用英语（1）班
07 应用英语（2）班
07 应用英语（3）班
优胜奖：07 应用英语（1）班
07 应用英语（2）班
07 应用英语（3）班

黄成峰
包婷婷 陈 燕、张锦萍、姚璎珊
王卫芳、邵晓芳
韩 勇
王雪玉
郑 琪、陈 君
吴 蕾、唐卢霞
沈 娟、陈意萍
俞 珊、李海芬

2008 年度校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06 英语（1）班：
三好学生：王心心、杨薪薪、陈芳芳
一等: 杨薪薪、王心心
二等: 邵金丹、张海勤、陈芳芳、王巧巧、应盼盼
三等: 邓奕、汪新芳、林丽君、朱巧静、吴林、董水萍、余婷婷
优干: 廖伟静、林丽君、毛滟丹、张海勤
06 英语（2）班：
三好学生：张静君、吴海玲、盛金晓
一等: 吴海玲、盛金晓
二等: 张静君、王欢欢、金喧、郑海萍、谢燕飞
三等: 赵淼玲、郑余、韦霞、林丽丽、陆飞燕、翁超英、
陈明娟、陈玲
优干: 陆飞燕、谢燕飞
06 英语（3）班：
三好学生：蒋冰欧、金吉、周燕
一等: 蒋冰欧、徐晓莱
二等: 金吉、周燕、许晶晶、王群
三等: 陈文晶、林丽、林芝、梁仁怡、陈映如、刘飞燕、
齐婉锋、孟丽娜
优干: 陈一之、蒋冰欧、齐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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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英语（1）班：
三好学生：唐卢霞、吴丽丽
一等: 唐卢霞、韩勇、包婷婷
二等: 吴丽丽、姚璎珊、孙潇雅、周梦倩、倪悦平
三等: 李若梦、陈燕、张丽雅、张佩燕、潘青青、吴蕾、许超群
优干: 孙潇雅、孙雯婷、姚璎珊
07 英语（2）班：
三好学生：陈方程
一等: 徐维、陈方程、邵晓芳
二等: 王卫芳、王雪玉、许春英、潘慧英、沈娟
三等: 朱美玲、张云清、胡彩云、张筱冉、王笑、胡慧丽、劳莉
优干: 王雪玉、胡彩云
07 英语（3）班：
三好学生：郑琪、张虹
一等: 郑琪、张虹
二等: 陈君、俞珊、楼珊珊、金笑笑、戴月娟
三等: 周菁晶、韩佳、贾莉、吴倩、宋如如、陈央央、谢玲玲、俞雷琴
优干: 郑琪、张虹、俞珊

2008 系迎新年跳绳比赛获奖名单：
第一名：07 应用英语（1）班
第二名：06 应用英语（3）班
第一名：08 应用英语（3）班

2008 年“和谐校园” 寝室文化活动周评奖结果：

一、 特色寝室奖
“学习标兵”特色寝室

D-403 寝室长:郑 琪 07 应用英语 3 班
D-412

“温馨家园”特色寝室

寝室长:胡彩云

07 应用英语 2 班

C-311 寝室长:曹 瑜 08 应用英语 3 班
D-401

“欢乐学英语”特色寝室 E-102

寝室长:杨

霞

07 应用英语 3 班

寝室长:金一骏 08 应用英语 1/2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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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3 寝室长:郭潇奕 08 应用英语 2 班

二、 优秀寝室形象设计展示奖
A-306 寝室长:赵哲锦

07 应用英语 1 班

A-302 寝室长:黄

07 文秘班/07 应用英语 3 班 《Full House》

晓

《喜鹊巢》

C-203 寝室长:鲁淑娇

08 应用英语 1 班

C-207 寝室长:薛

08 应用英语 1/2/3 班

《天堂乐园》

C-213 寝室长:郭潇奕

08 应用英语 2 班

《闹闹小屋》

C-313 寝室长:钱燕云

08 应用英语 3 班

《温馨小屋》

E-102 寝室长:金一骏

08 应用英语 1/2 班

《杂七杂八》

丹

《Sweet House》

三、寝室文化原创新作成果奖
一等奖
金雪群（A-306）

07 应用英语 1 班

十字绣《唯·美》

三等奖
李

键（A-103）

07 应用英语 2 班

硬笔书法《诗·书》

优秀奖
包婷婷（A-304）

07 应用英语 1 班

拼图《幸福的小家》

王菲菲（C-309）

08 应用英语 3 班

手工制品《粉色浪漫》

王科玮（C-311）

08 应用英语 3 班

手工制品《爱之星》

谢玲玲（D-404）

07 应用英语 3 班

漫画《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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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 学年度校级文明班级、文明寝室

一、文明班级
06 英语 1 班

06 英语 2 班 07 英语 3 班

二、 文明寝室
06 英语 1 班

B301，B304，B305，C304＊

06 英语 2 班

B307，B311，C304＊

06 英语 3 班

B504，B505，B506，C304＊

07 英语 2 班

D413
A302＊，A314＊，D401，D402，D403，D404，
D405

07 英语 3 班

2008 年校第七届田径运动会获奖名单
项目
女子 4*400
女子 4*400
女子 4*400
女子 4*400
男子 4*400
男子 4*400
男子 4*400
男子 4*400
女子 4*100
女子 4*100
女子 4*100
女子 4*100
男子 4*100
男子 4*100
男子 4*100
男子 4*100
女子铁饼

名次

姓名

班级

第3名
第3名
第3名
第3名
第4名
第4名
第4名
第4名
第4名
第4名
第4名
第4名
第4名
第4名
第4名
第4名
第1名

刘燕
俞飞
王晓玲
徐露露
施良斌
包亚挺
郑明德
李健
钱丽娟
安娜
李红文
许晶晶
宣韧
施良斌
金一俊
张委琨
冯少英

06 应用英语 (2) 班
07 应用英语（2）班
07 应用英语 (2) 班
08 应用英语（1）班
07 应用英语（3）班
08 应用英语（3）班
07 应用英语（2）班
07 应用英语（2）班
06 应用英语 (1) 班
07 应用英语（1）班
08 应用英语（2）班
06 应用英语 (3) 班
06 应用英语 (3) 班
07 应用英语（3）班
08 应用英语（1）班
07 应用英语（2）班
08 应用英语（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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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铁饼
女子铁饼
男子铁饼
男子三级跳
女子三级跳
女子三级跳
女子三级跳
女子跳远
女子跳远
男子跳远
男子跳远
女子 800
男子 800
男子 1500
女子 1500
男子 3000
男子 3000
女子 3000
女子 3000
女子 100
男子 100
男子 100
女子 400
女子 400
男子 400
女子 200
女子铅球
男子标枪
女子标枪
女子标枪
女子标枪
女子跳高
女子跳高
男子跳高
男子跳高

第4名
第5名
第5名
第3名
第5名
第6名
第8名
第7名
第8名
第2名
第4名
第6名
第4名
第8名
第8名
第2名
第7名
第4名
第8名
第2名
第1名
第7名
第2名
第8名
第7名
第2名
第8名
第1名
第4名
第6名
第8名
第3名
第5名
第4名
第5名

Tree

胡彩云
刘佳
李健
黄才扬
钱江楠
宋如如
周莹洁
周莹洁
林丽君
张委琨
黄才扬
谢玲玲
施良斌
林楠
潘慧英
卢泳件
陈能君
林丽君
沈玲玲
李红文
张委琨
宣韧
俞飞
徐露露
金一俊
周燕
刘燕
施良斌
刘佳
李莎
张海勒
郑琪
刘文清
赵 文
忻 适

07 应用英语（2）班
07 应用英语（2）班
07 应用英语（2）班
06 应用英语 (1) 班
08 应用英语（1）班
07 应用英语 (3) 班
08 应用英语（1）班
08 应用英语（1）班
07 应用英语 (3) 班
07 应用英语（2）班
06 应用英语 (1) 班
07 应用英语（3）班
07 应用英语（3）班
08 应用英语（2）班
07 应用英语（2）班
08 应用英语（1）班
08 应用英语（2）班
07 应用英语（3）班
08 应用英语（1）班
08 应用英语（2）班
07 应用英语（2）班
06 应用英语 (3) 班
07 应用英语（2）班
08 应用英语（1）班
08 应用英语（1）班
06 应用英语（3）班
06 应用英语 (2 ) 班
07 应用英语（1）班
07 应用英语（2）班
07 应用英语（2）班
06 应用英语（1）班
07 应用英语（3）班
08 应用英语（2）班
06 应用英语（1）班
08 应用英语（3）班

注：本次运动会取得团体总分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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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系第五届团委，学生会干部名单
团总支
团总支书记

07 应用英语 3 班

方钰榕

组织部部长

07 应用英语 1 班

寿洋洋

组织部副部长

08 应用英语 3 班

王慧萍

宣传部部长

07 应用英语 1 班

倪悦平

宣传部副部长

08 应用英语 3 班

徐琼

主席

07 应用英语 2 班

王雪玉

主席助理

08 应用英语 3 班

陆燕秋

学习部部长

07 应用英语 3 班

郑琪

学习部副部长

08 应用英语 1 班

金一骏

文娱部部长

07 应用英语 3 班

金笑笑

文娱部副部长

08 应用英语 1 班

冯燕

体育部副部长

08 应用英语 2 班

范灵颖

生活部部长

07 应用英语 2 班

徐维

生活部副部长

08 应用英语 2 班

郭潇奕

办公室主任

08 应用英语 2 班

刘文清

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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