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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今年高考取得591分的好
成绩，但范雨轩对此还是感到不太
满意，这个性格有些内向的大男孩，
对自己的要求一直很高。如今被吉
林大学车辆工程专业录取，范雨轩
已计划好本科结束后一定要考研，
一定要继续深造，因为他一直有一
个汽车梦，要为国家的汽车产业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说合理利用碎片化时间
这样学习效果很好

范雨轩出生在公主岭市响水镇
刘小窝堡村，从小并不是很爱学习，
直到上初中时，班主任老师的谈话
给他带来很大影响。“我性格稍微有
点内向，平时和老师沟通不多，但老
师对我很好。有一次老师和我谈了
很久，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
公主岭最好的高中，考上好的大学，
要为自己争口气，为家里争口气！”
范雨轩说。

就这样，范雨轩加倍努力，如愿
以偿考上了公主岭一中，高中求学
阶段，英语学科给他带来一定的挑
战。“我的语文、数学成绩都比较好，
但我最初不太喜欢英语，甚至有些
排斥。好在英语老师一直鼓励我，
逐渐培养了我对英语的学习兴趣，
除了上课外，我每天都会利用细小
的时间去写一写、读一读，有了兴
趣，再加上正确的态度，就一定能学
得进去！”范雨轩说。

范雨轩的学习技巧就是合理规
划时间，合理利用碎片化时间。“固
定的学习时间分配好，比如这段时
间要学物理、化学，那段时间要看数
学，然后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比如课
间10分钟，再拿出两三分钟时间去
巩固一些细小的知识，这样效果会
比较好！”范雨轩说。

他从父母身上学会了坚持
坚持一定能有收获

范雨轩的父母都是农民，家庭
本来就不富裕，没想到爸爸在工地
干活摔伤后不能再干重活，让家里
又少了重要的收入来源。即使这
样，父母一直在努力支持着范雨轩，
从来没有给他任何压力！

“我家里条件一般，但是父母对
我的支持、关爱一直都在。我妈从
我上学开始，就一直对我很有信
心。我爸也是，自打我上高中住宿
后每周都来看我，虽然我爸话不多，
但是父爱都在行动中。有一次我考
得不好给家里打电话，我爸始终安
慰我说没事，继续好好学，啥困难都
不要怕！”范雨轩说。

这些年来，范雨轩从父母身上
学会了坚持。“面对生活的困难，父
母从不抱怨，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努
力，这种人生态度也深深影响了我，
我坚信只要坚持，就一定能学好，一
定能有所收获。”范雨轩说。

除了父母的支持，老师和同学的
鼓励，各级政府的帮助，也让范雨轩
常怀感恩。“村里和慈善组织时常会
到我家去慰问，老师对我非常照顾，
有了各种困难补助都会想到我。我
和班上的同学相处得也很好，学习上
有什么困难，大家一起探讨，我有时
情绪比较低落时，也会收到热情的安
慰。大家的关爱让我感到很温暖，我
也会把这种爱心、温暖传递下去，去
帮助更多的人！”范雨轩说。

他报考了车辆工程专业
要为国家汽车产业发展作贡献

范雨轩如今已被吉林大学录
取，再过几天他就要来长春报到，对
于大学生活的规划、目标，他心中已
经很清晰。

范雨轩说，作为一个男生，他一
直喜欢摆弄车辆这些东西，车辆工
程专业也是吉林大学的王牌专业，
所以他果断选择了它。进入大学
后，范雨轩说首先肯定是要更加努
力地学好专业知识，业余时间则准
备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比如义务献
血或志愿者等活动，这么多年大家
一直在关爱、帮助着他，他也要尽最
大能力去回馈社会。

“本科读完后一定是要考研的，
考博目前也有一定考虑，总之我一
定是要学精学透，越走越高。学有
所成后，我要努力为国家汽车自主
技术的研发、汽车性能的提高等做
出贡献，促进汽车产业的持续发
展！”范雨轩坚定地说。

暑运以来，长春机场运
输生产保持良好势头。7月
份，长春机场完成航班量
7176 架次、旅客量 85.59 万
人次，分别恢复至2019年同
期的81.59%、48.85%。7月
份，长春机场航班量、旅客量
恢复率分别位列千万级机场
第13位与第15位，排名环比
上月分别提升 5位和 7位。
航班量和旅客量恢复率（对
比2019年同期）分别高于国
内 千 万 级 机 场 平 均 水 平
10.7、11.6个百分点。

长春机场立足稳定航空
市场信心，多措并举推动机
场运输生产持续恢复。在市
场恢复方面，长春机场积极
协调各运营航司全面恢复长
春机场进出港航班，切实提
高航班执行率。7月以来，长

春机场日均航班量已经稳定
在230班以上。目前长春机
场至国内主要低风险城市的
航班已经逐步恢复至夏航季
计划水平。上半年，长春机
场航班正常性达到98.22%，
同比提高8.2%，创历史新高，
位居旅客吞吐量占全国0.2%
以上机场第3名，东北四大机
场首位。

暑运以来，长春机场陆
续恢复至首尔和法兰克福国
际客运航班，严守安全和疫
情防控底线，持之以恒守护
吉林省“空中大门”。下阶
段，吉林机场集团将抓住暑
运小高峰的契机，进一步提
升航班计划执行率，促进民
航运输生产加快恢复，更好
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城市
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我省举办
文旅新媒体创享者主题培训

近日，城市晚报全媒体记
者了解到，由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的吉林省文旅新媒体创
享者主题培训活动在敦化市
举办。

据了解，本次培训紧贴短
视频创新营销主题，来自抖音
电商学习中心认证讲师和腾
讯互动娱乐项目执行专家，分
别从“文旅品牌抖音经营阵地
搭建”“文旅新媒体发展方向
与视频制作技巧”两个方面进
行了细致讲解，为文旅企业、
场馆、景区的新媒体运营规划
带来了全新思路。

培训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形式，全省各地文旅
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的新媒
体工作者及文旅创享者约
300人通过线上直播形式参
加培训。

此外，本次活动还邀请
了20余名吉林省优质文旅
达人组成吉林省文旅创享者
采风团，前往寒葱岭红色旅
游观光区、雁鸣湖湿地等景
区采风，制作系列短视频，通
过“培训+实践”的方式，带
动敦化本地新媒体创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陆续

长春市67个停车场
已停止收费、取缔

按照省车整办要求，依据各城
区、开发区停车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上报信息，近日，长春市城乡建设委
员会网站公布了2022年第一批67个
已停止收费、取缔停车场名单，南关
区缤纷里停车场等67个停车场停止
收费和取缔。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长春市明年将举办第一届运动会

近日，城市晚报全媒体
记者了解到，为广泛开展全
民健身运动，发现和培养优
秀体育后备人才，进一步推
动长春市体育事业发展，努
力使体育运动成为推动健康
长春建设的重要载体，长春
市人民政府定于2023年举
办长春市第一届运动会，运
动会的主题为“全民体育、健

康长春”。
长春市要求各级政府和

各参赛单位要做好赛事各项
筹备工作，更好地促进竞技
体育与群众体育全面发展，
力争把长春市第一届运动会
办成一次文明热烈、精彩圆
满、节俭安全、人才辈出的体
育盛会。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长春大学要搬新校区？官方回应
近日，有网友在领导

留言板提问关于“长春大
学新校区什么时候搬迁”
的问题。

省教育厅进行了官方
回复。省教育厅表示：学
校原计划于 2023 年 9 月进
行搬迁工作，但因新冠疫
情原因新校园建设工作受
到影响，目前学校正积极

推进此项工作。
据了解，长春大学于

2016年与长春九台经济开发
区举行签约仪式。时任校长
潘福林与时任九台经济开发
区主任刘海涛分别代表双方
签署了《长春大学新校区项
目建设协议书》，项目总占地
面积115万平方米。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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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男孩有个汽车梦
范雨轩和父母 本组图片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摄

母亲：我为他感到骄傲

这个孩子从小到大是自己成
长起来的，自立能力特别强，无
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从不需要我
们操心，如今孩子通过努力如愿
以偿考上大学 ，我为他感到骄
傲。我希望他走入大学校门后，
一定要把专业知识学好、学精，
现在都提倡环保，我也希望他以
后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制造出
更节能更环保的汽车，更好地服
务社会。

——范雨轩母亲王淑兰

邻家姐姐：
这个弟弟从小就很聪明

这个弟弟从小就很聪明，学习
也很努力刻苦，平时放假他出来玩
的时候很少，他能取得这个好成绩
也在我的预料之中，毕竟天赋和努
力他一样也不少。祝他前程似锦，
希望他大学好好学习，不要辜负自
己，给自己一个完美的未来。

——范雨轩邻家姐姐胡彤

班主任老师：
愿他在求学路上越走越远

这个孩子平时学习非常努
力，同学之间有困难都热情帮助，
老师交代的每项工作都按时完
成，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受
家庭条件影响，这个孩子也比其
他孩子更加懂事，我也时常鼓励
他。如今他考上心目中理想的大
学，衷心祝愿他能勇往直前，在求
学道路上越走越远。

——范雨轩高中班主任白佳明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实习生 杨琳

范雨轩假期对英语知识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