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9 日，共青团郑州
市委、市学联组织郑州市第
十六中学的 20 多名师生志
愿者走进登封唐庄乡王河
希望小学，拉开了郑州共青
团精准扶贫“筑梦”序幕。

价值 4 万余元的课桌
椅、文具和图书被分发给全
校 67 名留守儿童。该校冯
岩、田凯龙给孩子们上了堂
风趣幽默的英语课。
记者 韩谨伊 通讯员 杜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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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大学

抉择：三个17万

二月河先生的成名之路也
曾迷惘，也曾磨难重重。

好在他寻到红学研究这条
路后，他的人生贵人冯其庸先生
为他指出了另一条更明朗的路
——小说创作。当时，摆在冯先
生面前的有二月河创作的三个
作品：17万字红学研究文集、17
万字读书札记以及17万字《康
熙大帝》小说前几章初稿。面对
这三个17万，冯先生当机立断
给出建议：放下其他研究，专心
创作《康熙大帝》。自此，二月河
先生一写便停不下来，又相继创
作了《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
作品，从而享誉文坛。

郑州外国语学校校长王中
立勉励郑外学子汲取二月河先
生主动成长的智慧，合理规划人
生，积极勤奋进取，以前辈为榜
样，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辉煌。

近期，一批“大明星”出
现在郑州 82 中校园内。原
来，该校从本学期开始开展
月度星级学生评定活动，评
选出的学生的照片和名字
会被贴在宣传版面上，像

“大明星”一样光彩照人。
据了解，“月度星级学

生”评定从学生的学习态
度、课堂表现、课后作业、影
响力、学习成绩几个方面进
行考量，家长、老师都参与
评定。“每月都评定能使我
们更加紧张高效地投入学
习。”有学生说。

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
“月度星级学生”评定作为
激励手段，能促进榜样带动
作用，同时也帮扶后进生一
起进步。记者 谭萍 通讯
员 张瑞丽

“郑州大学本科生共借阅
图书馆图书363913册，2013级
学生彭乾刚外借图书321次，名
列榜首……”20日，郑大图书馆
馆长姚武公布2015年图书馆中
心馆阅读数据，启动郑州大学
2016年“世界读书日”活动。

据了解，本次是郑州大学
举办的第16个“世界读书日”活
动，以“悦读青春，诗意年华”为

主题，持续时间两个月，活动多
达15个。除了“樱花雨落香致
远，图书漂流智寄身”图书漂
流、“你挑书 我买单”图书展、
国学知识竞赛、真人图书馆等
往年火爆的活动外，今年还增
加了“青椒书话”读书沙龙活
动，邀请学校杰出青年教师分
享读书感悟。“寻找悦读代言
人”等新活动也备受欢迎。

二月河郑州校园讲成长智慧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赵文芳

核心提示│近日，著名作家二月河先生应邀登上“在郑外听讲座”讲坛，给郑州外国语学
校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讲座。

成才：两条路

在二月河先生看来，成才
之路分为两种：硬脚路与软脚
路。所谓“软脚路”即传统意
义上顺风顺水、铺满鲜花的成
功之路；所谓“硬脚路”则是危
难时刻奋不顾身从高空跳落，
力求大难不死的拼搏之路。
但在无力选择的出身、时代、
命运面前，多数人只能选择艰
难的硬脚路去走，而走向哪
里、如何走，这些关键因素又
决定了能否走好这条路。

尽管青年时代二月河因
时代原因未能走入大学，但他
凭借自己锲而不舍的学习，尤
其是兼容并包的阅读，多次获
得地级市乃至全国“自学成才
奖”。在成为作家的路上，阅
读无疑是重要阶石。只要愿
意读，坚持读，十年也好，二十
年也罢，怎可能不成功？

看清：三个“天下”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因此一定要用努力争取荣
光、征服世界；天下乌鸦一
般黑，所以必须不懈拼搏奋
斗、打造自己的王国；天下
没有不散的筵席，一定要
有抽离、超然的思维，即便
陷入绝境也不绝望。

这“三个天下”是二月
河先生结合自身经历为在
场师生提出的人生经验。

此外，他还对比古希
腊、古埃及文化，分析中华
文明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经得起践踏、经得起蹂
躏，而这种韧性也应传承在
每个中国人的身上。同时，
二月河先生还告诫大家，身
体也要能够在困境中熬得
住、挺得住，这样才能以强
者的面目立于世间。

大咖进校园 共话经济热

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成为经济领域中最受关注
的词汇。 4 月 19 日，省人民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谷建全，
省社科院院长张占仓，中原发
展研究院院长耿明斋，省人民
政府研究室副主任王作成博士
一行四人来到郑州财经学院，
与师生就此座谈。财院 150 多

名师生参加座谈。
专家从该热词在河南的发

展 背 景 、趋 势 等 方 面 详 细 解
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深入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为青年提供创新创业环境，
激发青年创业、创新活力。”张
占仓说。

记者 韩谨伊

化学前沿论坛在河师大举行

7位院士、45位“国家杰青”
“长江学者”齐聚河南师范大
学，为了啥？原来，4 月 19 日至
22 日，2016 年中国化学会晶体
材料化学前沿论坛在河南师范
大学举行。

据了解，围绕晶体材料化
学研究与发展的前沿问题，本

次论坛共安排了7场大会报告、
54 场邀请报告以及 28 个墙报
展。不仅展示了近年来在晶体
材料化学研究领域及相关交叉
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还就晶
体化学及相关领域进行了学术
交流，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
记者 樊雪婧 通讯员 屈会超

河大学子探寻“球”生之路

期末复习资料、废旧衣服、
小药瓶、塑料瓶……纷纷变身
DIY原料，为蔚蓝天空“摇旗呐
喊”，4 月 21 日，第 47 届世界地
球日到来之际，河大学子齐聚
金明校区马可广场倡议。

“这次地球日活动以‘蓝
天’为主题，防霾是主活动。”河
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学生会
主席孙伟国介绍道，希望我们

的活动能敲响同学们环保的心
灵警钟。

河南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凌
还走进半球形帐篷内部，并写
下“清水蓝天，我们美丽的家
园”的环保宣言。

据了解，今年是河南大学
第二十二届地球日系列活动。
记者 樊雪婧 通讯员 刘春艳
张欣慧

快乐小学

出口成章，孩子们挑战成语
近日，郑州中学第三附属

小学60多名学生参加了郑州高
新区“出口成章”成语挑战赛。
本次比赛由郑州市高新区委宣
传部、郑州市高新区教体局主
办，共分为看图猜成语、成语快

写、成语答卷三轮比赛，过关斩
将的郑州中学第三附属小学六
（二）班的马赢佳、程猛同学从
全区200多人中脱颖而出，成功
晋级总决赛！记者 牛洁 通讯
员 宋李辛

走进大自然，寻找春天
近日，郑州市东风路小学

组织 1~5 年级学生分批参加课
外实践活动。该校相关负责人
表示，大自然是一本活教科书，

可以开拓学生视野，让学生在
寻找春天、感悟春天的过程中，
陶醉身心。记者 牛洁 通讯
员 赵瑾

法制安全教育进学校
近日，郑州市惠济区关工

委副主任岳金河来到郑州市老
鸦陈中心小学，为师生作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法制安全教育报

告。法制案例、预防中暑、道路
交通安全、雨季防雷、饮食安全
等知识的传授让孩子们大呼受
益。记者 牛洁 通讯员 王琼

书法艺术节，墨香满校园
4月22日上午，郑州市中原

区闫垌小学举行第六届书法艺
术节。《书法操》、《江南雨》、《经

典诵读》等特色文艺汇演，400
多位师生现场乘兴挥毫泼墨。

记者 牛洁 通讯员 刘丹

师生包春卷，品味“舌尖上的春天”
近日，郑州市惠济区香山

小学五年级学生开展了以“品
味春天，舌尖上的香山”实践

课。300 多个春卷完成后被作
为“春天的礼物”送给同学。记
者 牛洁 通讯员 阎鑫 韩军华

爱护地球，从娃娃抓起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

郑州市金水区新建幼儿园开展
了“保护地球，从我做起”的主
题活动。大、中、小班分别举行

了我为地球添色彩、认识地球
仪、自带手绢等符合各自认知
特点的主题活动。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赵阳

春天里，亲子趣味游
近日，郑州市纬五路一小

三（3）班在郑州黄河迎宾馆举办
了“畅享自游，泳往直前”亲子

游泳趣味赛。当天，孩子们还
参观了毛主席物品陈列馆，受
益匪浅。记者 谭萍

安全教育进校园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艺术

小学举行了以“我文明，我安
全”为主题的全校安全教育队

会活动。看视频，寻找身边的
安全隐患。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海霞

4月24日上午9：30，在河南
饭店三楼报告厅，一场由聚智堂
名师教育举办的2016高考志愿
填报公益讲座，吸引了上百名高
三学生、家长到场聆听。

CCTV 中学生频道特聘专
家、聚智堂名师教育志愿填报组
专家李霞老师详解了分数和专

业如何分配、志愿填报的必备要
素、如何巧用院校六大录取数
据、各大高校招生计划及录取数
据及2016年填报志愿的变化等
问题。到场的学生、家长纷纷表
示，这场讲座让他们受益匪浅，
为填报志愿吃了颗“定心丸”。

记者 李想

与名师交流、为书本代言

郑大启动“世界读书日”活动

包祥先生《美的邂逅》在郑首发

教育就在好书里。4 月 23
日，恰逢第20个世界读书日，北
京资深教育专家、郑州艾瑞德
国际学校总督学包祥先生自然
生长教育高峰论坛暨《美的邂
逅——中国文化里的教育启

示》在郑州首发。
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专家

和知名校长们汇聚于此，共同
庆祝包祥先生从教四十周年，
见证自然生长教育魅力。

记者 陈秀华 文图

□记者 樊雪婧 通讯员 赵凡瑜 王可

校园“星”光灿烂

精准扶贫暖人心

▲

多彩中学

▲

▲

运动会上展风采
4 月 21 日上午，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中小
学生春季运动会举行。开
幕式上，该区中心学校的轮
滑表演、实验小学的空竹表
演、航北中心校放飞和平鸽
环节夺人眼球。400多名运
动员参加了 40 多个项目的
角逐。记者 牛洁 通讯员
赵旭东 姜威

公益高考志愿填报讲座抓眼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