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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短波弘扬文化

小学开设“家长学校”

近日，郑州市天明路小
学“家长学校”开课，学校请
来国家“十三五”重点研究课
题组成员宋艳丽老师，带来

“养成教育——教育就要培

养习惯”的专题讲座。该校
校长李永红介绍，为和家长
共同培养孩子，让家长找到适
合孩子的教育方法，学校特开
设“家长学校”。记者 谭萍

小学生诵诗会里寻春天

3 月 17 日，郑州市金水
区艺术小学一年级学生举行
了一场主题为“童心·春趣”
的小小诵诗会。同学们精神
饱满，声情并茂地诵读出一

篇篇关于春的传世美文。该
校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诵
诗会目的就是让孩子在认识
春天美好的同时，学到经典诗
作。记者 谭萍 通讯员 海霞

志愿者“拉手”听障儿童

近日，郑州市实验高中
的学生们来到郑州市康园听
力语言康复训练中心，与听障
儿童一起交流游戏。志愿者们
把通过义卖获得的善款购买礼

物，作为奖品分发给孩子们。团
委书记张华表示，今后志愿
者将利用周末和假期来陪伴
孩子，帮他们康复成长。记者
谭萍 通讯员 史迎丽

中原区将普及校园足球

3 月 17 日，记者从 2016
年郑州市中原区校园足球工
作推进现场会获悉，2017年
底前，该区力争实现全区普
及校园足球的目标，并将在
现有的基础上，计划打造 30
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去 年 ，郑 州 市 提 出 到
2018年底，在全市创建200所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含国家
级、省级、市级)。在此背景
下，中原区提出了该区的发
展目标。据悉，要成为全国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需符合

《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基
本标准(试行)》，其中对组织
领导、条件保障、教育教学等
都有相应要求。记者 牛洁

惠济教育做实做细做全面

3月18日，郑州市惠济区举
行2016年度教育教学工作，教
体局局长屈连武对该区教育教
学工作作出安排。其中提到，要
夯实教学基础。围绕“质量提
升”主题，在“实”字上下功夫，在

“细”字上做文章。此外，要面向
整体提升。“教育质量的提升不
是面向极个别学生的提升，而是
面向全体学生实现整体的提
升。”屈连武说。记者 牛洁 通
讯员 刘恒

高新区大力提升幼教覆盖面

近日，记者从郑州高新
区教育局获悉，今年该区将
通过多种举措，提高全区公
办幼儿园和其他各类普惠性
幼儿园的覆盖面，努力实现
双90%目标，即：公办幼儿园和

其他各类普惠性幼儿园的数量
占全区幼儿园总数90%，在公办
幼儿园和其他各类普惠性幼儿
园上学的孩子占全区所有入园
儿童总数的90%。记者 牛洁
通讯员 刘荣刚

大学生给小学生当老师

老师给自己“挑毛病”

3 月 17 日下午，郑州轻
工业学院实践社团支教团队
来到郑州高新区西连河小学
开展了志愿支教活动。英语
课上，志愿者们以幽默诙谐

的语言调动小学生的积极
性。书法课上，志愿者们声
情并茂地讲授了书写姿势、
握笔及规范字的使用情况。
记者 牛洁 通讯员 郭健

近日，郑州市中原区特
色实验小学开展了语文集中
教研活动。教导主任和老师
们根据高效课堂促进学生自
主学习、积极思考、生生互

动、师生互动的特点，找出存
在的问题。老师们表示，在
今后的教学中要总结经验，
积极推进高效课堂的发展。
记者 牛洁 通讯员 崔珊妹

小学生清理垃圾，行人“点赞”

近日，郑州市中原区帝
湖小学开展“捡拾白色垃圾，
还游园清洁”活动。学生与班
主任来到附近公园，将废纸、

食品袋、饮料瓶等垃圾放入垃
圾袋中。所到之处，垃圾全部
被清理干净，行人为之点赞。
记者 牛洁 通讯员 张迎宾

名班主任现场“传经”

3 月 18 日，郑州市老鸦
陈中心小学邀请了郑州市名
班主任吴红霞老师分享工作
中的经验。在一个多小时的
讲座中，吴老师通过自我教

育、班级文化建设等方面，与
大家进行分享。生动的案
例、切身的感悟，使在场的班
主任受益匪浅。记者 牛洁
通讯员 王琼

生命手拉手，亲子“握手言和”

近日，郑州市第 79 中学
联合社会爱心人士举行“生
命手拉手”体验活动。通过
游戏和分享，让家长、老师、
学生感受接纳，感受关怀，感

受信任。不少父母和孩子都
流下了眼泪，纷纷表示，以后
要相互理解，加强沟通，真正
成为对方的好朋友。记者
牛洁 通讯员 娄鹏

不忘之忘与应记之记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三（1）班 孙锦安

在这个大数据时代，中国味
儿越来越淡。越来越多的中国传
统节日淡出人们的记忆，而越来
越多的洋节充斥国人的生活。不
应忘记的优秀传统文化被人们忘
记，而应记忆的传统习俗却没有
被记住。我们的灵魂未能在传统
文化的土壤中得到滋润，却在物
欲横流的社会中变得浮躁、干瘪，
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哀？

诚然，时代在变化，生活节奏
加快、信息量的增大，使人们在面
对意蕴丰富的传统节日时失去古

人的从容与庄重。然而，请记住，
无论怎样忙碌，心灵总是需要一
座宁静的港湾栖息，总是需要一
片肥沃的原野滋润，传统节日是
现代人不应忘记的宝藏。

梁启超曾说：“变者，天下之
公理也。”变，并不代表消失，而是
一种合理改造，是将不合时宜的、
落后的剔除，再注之以新的内涵
与精神，使之恒久地焕发活力，成
为滋养灵魂的甘泉。节日不仅仅
是一种符号，更是一种心灵的寄
托，是无数美好记忆的传承。这，

才是我们应记之记。
因此，在这样的时代，国家应

充分利用传统节日这一载体，将
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广泛传播，
从而熏陶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自觉
的文化传播者与文化享用者。这
样才能充分利用好传统文化这一
宝藏，让不该忘记的不忘记，让应
当被记住的永不淡忘。

指导老师 李希霞

点评：作者选择角度独特，观
点明确，呼吁大家关注传统文化。

梦中人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二（2）
班 陈一家

无论是离逝或存在，他
们都是梦中人。他们都生
活在梦境中，没有尘土，有
的是自己真挚与虔诚的心。

在那个红楼中，亦有二
人生活在自己的梦中。

黛玉是千古诗魂的化
身，因为她纯洁的心最接近
诗的灵魂。“一朝春尽红颜
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轻携
花锄，将残花埋入土，浸润
着黛玉的泪水。世人都说
黛玉多愁善感，性小乖僻，
却哪知前世那“我并无水可
还，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
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的
誓言的动人！有了这段无
法割舍的羁绊，黛玉哪管弱
体能否经受得过眼泪秋流
到冬尽，春流到夏呢！

黛玉是那个封建时代
里真正的隐士，是胸怀真性
情而不惧别人生厌的梦中
人。她的世界有一个人曾
进入，她的心只有他懂。

宝玉厌恶四书五经，痛
恨仕途经济之道。宝玉却
喜爱《西厢记》，对于一个13
岁的男孩而言，那才是能与
自己性情相合，意趣相投的
书——浪漫，细腻，追求爱
与自由。

宝玉是那个封建时代
真正的叛逆者。他身为男
儿，不顾世间奚落，家人的
劝勉甚至惩罚，仍坚守着自
己的真性情。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西
厢记妙词通戏语、潇湘馆春
困发幽情……那些缱绻相
依，见证了只能存在于封建
体制夹缝间的纯洁的爱
情。可惜它是一场悲恋，既
让两个志同道合的封建反
叛者被打垮，又使这心心相
印的爱情化为泡影……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离
开了茫茫世界；宝玉了却尘
缘，离开渺渺红尘。

无论去与住，他们还俱
是梦中人。

点评：作者熟读《红楼
梦》，感情细腻，行文流畅。

读书感悟
于细微处雕琢人生
□天津市杨村一中高三（5）班 李亘宇

微风又至，吹皱一池清水。
她从我耳边拂过,轻轻地告诉我：
人生来只是一块原始的璞玉，需
要在细微处用心雕琢。

于细微处雕琢人生，你会感
受到世界的充盈之美。“蝉噪林愈
静，鸟鸣山更幽”是行者细心聆听
才感受到的空灵；“红树醉秋色，
碧溪弹夜弦”则是过客留意于此
才偶然寻觅到的意境。生活因细
节而美，一滴水虽小，细观之也会
发现它投映出的是整个太阳。

于细微处雕琢出的是我们的
情感与态度。谁能说，从颜体的
一撇一捺中显现出的不是颜真卿
的铮铮铁骨；谁能否说，水牛的眸

子中映照的溪流，显现出的不是
米芾对山水的热爱；谁能说，从僧
庐下的潇潇雨声中听不出蒋捷对
人生的感慨。细微之处值得品
咂，值得我们雕琢。

从细微处雕琢出的是别样的
人生，子路与樊哙皆为传世之勇
士，较之却略感不同，大概在于子
路受到礼的教化，常在细微之处
雕琢吧。

君子如玉，温润而泽仁。下
次风又至时，我也会对风轻轻地
说，君子之玉正在细微处雕琢。

点评：诗词典故信手拈来，文
章充满诗意和哲理。

生命的价值
□河南省漯河高中二年级 苗润杰

巴金曾说过：“生命的意义在
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在于接
受，也不在于索取。”

生命的价值在于奉献。
保尔·柯察金在人生的篇章

里书写着奉献。前线修路，他挺
身而出；身患重病，仍不忘激励前
线的队友。保尔一生艰苦奋斗，
将一生奉献给了革命事业，终于
实现了生命的价值。

生命的价值在于承担。
我国近代名将林则徐，叱咤

虎门，被贬伊犁后，他挥去官场的
失意，承担起守护伊犁的重担.林
则徐肩上的重担，从未因春日的温
暖而放下过，从未因夏日的燥热而
懈怠过。伊犁一片片绿洲正是林

则徐生命价值的体现。
生命的价值在于给予。
去年8·12天津滨海新区爆

炸事件，面对生死考验，大家忘不
了那世界上最帅的逆行背影——
可爱的消防战士，他们奋不顾身，
只为多救出一个生命，早一点扑
灭大火。在儿女情长与前行奋战
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但他们
从未后悔，因为这些可敬的人实
现了生命的价值。

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保
尔、林则徐、消防战士已经给了我
答案——奉献、承担和给予。

点评：用事例证明观点，语言
简洁，论据有力。

坚守与放手
□信阳高中三年级（6）班 何冰焰

落叶选择放手，只为归于树
根给予回报，这是牺牲自我的爱；
枯木选择坚守，只为重拾落叶给
予新生，这是忠贞不渝的爱。

“我要让全世界记得我的温
柔。”曼德拉淡忘了27年的牢狱
中所受非人之苦。“我若不能放下
仇恨，那我仍在狱中”，他选择了
对仇恨的放手，同时选择了对梦
想的坚守，为南非人民的地位提
高做出了巨大贡献。坚守是爱，
放手亦是爱。

因李隆一案受牵连的司马迁
遭受宫刑，在忠心被谤，正义被驳
的痛苦境遇中，司马迁想到了“文

王拘而演《周易》，仲尼扼而著《春
秋》”，于是放下了内心仇恨，于民
间收集素材，历经数十年终写成
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的《史记》。坚守是爱，放手
亦是爱。

坚守，是“明知不可而为之”
的固执，是“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勇
气，坚守是人间大爱，淳厚而动人。

放手，是牺牲小我承受痛苦
的勇气，是可歌可泣的灵魂，无畏
而单纯。

点评：举例恰当，语言简洁，
主题积极向上，富有感染力。

生命价值

人生哲理

大爱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