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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笔，传递爱的味道
豪享来第八届少儿美食征文大赛火热进行中
核心提示┃十一长假结束了，国庆期间你都去过哪些地方？品尝了哪些美食？由大河报、豪享来餐饮有限公司联合主
办的“我最喜爱的美食”第八届少儿美食征文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何不将你品尝到的美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还有机
会获得大奖呢！

世上的美食有千万种，最让人
难忘的是总是带着家的味道，满满
的都是爱。“我最喜爱的美食”第八
届少儿美食征文大赛启动以来，收
到数千篇稿件，不少中小学生最爱
的还是爸妈做的家常菜。饭虽平
常，但在孩子眼里却充满童趣，河南
平顶山市张翼同学的文章《难忘那
次包饺子》，就将包饺子的过程写得
非常有趣，“用筷子夹起肉馅，小心
翼翼地放在皮儿中间，两只手使劲
一捏，呀，坏了！馅从皮里‘冲’了出
来，我赶紧救急，捏起一块面堵住裂
口。谁知这个饺子太淘气，又从另
外一头张开了嘴，露出馅的脑袋。
我又急忙‘抢险’，再捏一小块面封
住漏洞。爸爸笑着说：‘张翼，你真
像在修补车胎。’一句话把我们都逗

乐了，我把补好的饺子摆在案板上，
它挺着将军肚，披着补满‘补丁’的

‘铠甲’，样子可爱极了。”
除了和谐的家庭氛围，更多的

孩子从家常饭菜中品味到了父母的
爱。“爸爸说：‘你妈妈的确在里面加
了一种东西，猜猜是什么？’我摇了
摇头，爸爸说：‘她在里面加了对你
的爱。’‘原来如此，怪不得我觉得妈
妈做的饺子那么好吃。’妈妈，您无
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我，您对我的爱
一直包围着我，让我感到温暖……
我又看向那盘冒着热气的饺子，觉
得这人间的美味就是妈妈做的饺
子，因为饺子里包含了妈妈对我的
关怀与爱。原来，母爱是最温暖的，
妈妈做的食物是最好吃的。”邢新雨
同学的文章读完让人心中暖暖的。

第八届少儿美食征文大赛主题
为“我最喜爱的美食”，题目自拟，只
要与美食有关都可以写。全国中小
学生均可参与。投稿截止日期为
2017年10月22日，奖品丰厚，抓紧
投稿吧！

本届大赛还发起“我与豪享来
的美食故事”微活动。关注豪享来
微信，回复“征文”参与微信互动，将
你与豪享来的美食故事传至微信，
字数、题材、体裁不制。最终将从中选
出100个故事，赠送双人牛排套餐。

●全国奖项（从全国来
稿中择优评选）：

豪牛大奖（2名）：价值
5188元苹果iPad+漆线雕豪
牛奖杯+荣誉证书

智牛奖（4名）：价值3559
元小米平衡车+荣誉证书

潮牛奖（6 名）：价 值
1099元卡西欧运动手表+荣

誉证书
●分赛区奖项（从分赛

区中择优评选）：
最佳组织奖1名（从组

织 学 生 报 名 的 学 校 中 评
选）：豪享来2000元豪享卡+
荣誉证书

优秀辅导老师1名（从
组织学生参与的老师中评

选）：豪享来1000元豪享卡+
荣誉证书

特别奖5名（最牛创意
奖、最牛构思奖、最牛勇气
奖、最牛奇思奖、最牛妙想
奖各1名）：价值798元掌阅
电子书阅读器+荣誉证书

优秀奖100名：价值299
元耐克运动水壶+荣誉证书

具体活动细则，请关注豪享来微信、豪享来
官网、豪享来全国连锁门店活动海报及美食征文
大赛QQ群：182901060。

家的味道，满满都是爱

征文大赛进行中，有才你就来

征文具体要求

（1）征文体裁不限（记
叙、散文、诗歌等），字数要
求在500～800字。

（2）有 自 己 的 真 情 实
感，思想健康向上，语言流
畅，独具创意。

（3）为核实稿件，并保
证奖品能准确送达，请在来
稿中写明作者的姓名、所在

学校（班级）、地址和联系电
话。

（4）投稿文章请自留底
稿，恕不退稿。主办方有权
对来稿进行必要的修改或
删减，并保留发表的权利。
作品参赛的同时，视为作者
同意主办方拥有无偿使用
的权利。

本次征文拟提交作品
可 以 到 豪 享 来 官 方 网 站
（www.haoxianglai.net）下 载
统一表格，参赛稿件提交文
件名统一为：“豪享来少儿
美食征文大赛(××城市)+
小学组/中学组+姓名+文章
题目”。征文稿件统一发送
至邮箱：hxlmszw@126.com。

奖项奖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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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频繁换同桌，娃都没朋友了
专家称：学会适应环境很重要，莫让“关注”变“关住”
□记者 谭萍

核心提示┃你关注过孩子和同桌相处得怎么样吗？据说有家长一
学期要求老师为孩子更换了7个同桌，该话题引起不少讨论。那
么，在对待孩子同桌的问题上，家长究竟该怎么做？

近日，海口一名退休教师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30多年的教
学生涯中，遇到过不少家长要求给
孩子换同桌的事情。其中有一名
男生，其家长曾在一个学期内要求
老师给他换了7个同桌，给出的理
由是同桌“上课爱捣蛋”“不专心听
课”“抄儿子作业”……后来到这名
男生过生日时，他邀请班里同学参
加生日聚会，居然没有同学参加。
这名男生向妈妈哭诉：“就是因为
你让老师给我频繁换同桌，导致我

现在连一个好朋友也没有！”
这个案例一出，引来不少家长

的关注和讨论。有家长表示，为了
孩子的健康成长，应该替孩子把好
交友关，尤其是相处时间最多的同
桌。也有家长认为，要相信孩子自
己处理事情的能力，不要随便告诉
孩子“不要和某某一起玩”。还有
家长表示看完这个案例之后很纠
结。“我女儿的同桌是个调皮的男
生，天天拽她辫子，我正犹豫要不
要跟班主任说给她换个同桌。”

家长频繁要求给孩子换同桌，
真能为孩子打造一个“无菌”的成
长环境吗？

在郑州市二七区祥云路小学
教师张帆看来，孩子适应环境的能
力非常重要，只有学会面对不同环
境里的人和事，孩子才能更好地成
长。“如果仅仅因为对同桌不满意
就更换，孩子与人交往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得不到锻炼，以后遇到类似
问题孩子依然解决不了。”

她表示，家长要做的是帮助孩

子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一
味地“逃避”。孩子以后进入社会，
会遇到各种人和事，没有能力应
对，在人际交往中就会出现问题。

不过，张帆提醒，环境对孩子
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小学阶段，和
优秀的孩子做伴，不仅仅是学习成
绩，孩子的行为习惯也会朝好的方
向发展，家长可以有意识地让一些
优秀孩子和自己的孩子建立良好
的关系，孩子的行为习惯自然也会
向好的方向发展。

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蔡劲林在
接受大河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家长
一学期要求老师为孩子换7个同桌”
的案例不算个例，“这反映了父母在
教育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过度介
入。”

蔡劲林给出的建议是：关注而不
是关住，了解而不是解决。大家都很
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但很多家长过
度紧张孩子的成长，事事关心，甚至
对于孩子的行为都进行控制。结果
是把孩子关在温室里，限制了孩子的
好奇心和求知欲，剥夺了孩子探索人
际关系的机会。而直接处理孩子面临
的问题则让孩子丧失了思考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容易造成孩子对家长的依
赖，变得不愿承担责任。

“所以，家长应该对孩子的成长
保持适度关注，倾听孩子的表达，了
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和人际关系，适
度指导并鼓励孩子自己解决问题。”
蔡劲林说。

频繁给孩子换同桌，换到没朋友

成长环境很重要，学会适应环境更重要

家长应关注孩子
而不是关住孩子

安全演练进校园
为培养学生午休时段

突发危险时迅速逃生、自
救能力，进一步加强学校
安全工作,郑州市金水区艺
术小学近日开展了宿舍应
急疏散安全演练活动。

上午 10 时，警报声
响起，演习正式开始。在
宿舍老师的指挥下，同学
们安静、快速、有序地沿
指定楼梯通道快速撤离
至 学 校 操 场 的 安 全 地
带。学校特约安全员随

后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
生 动 有 趣 的 安 全 教 育
课。消防安全员为学生
们示范了使用灭火器的
方法，并教学生相应的灭
火技巧及在火灾中的逃
生技能。

该校校长赵纪军表
示，演练的目的是要让全
体师生提高安全意识，掌
握逃生技能，维护生命安
全。记者 谭萍 通讯员
海霞

课堂来了“小老师”
学生爱学乐学

如何调动学生求知欲，
提高学生综合能力？郑州
市第八十二中学进行了

“大课堂小老师”的实践。
看，该校九（2）班的

两位“小老师”正在为学
生答疑。这是一堂物理
检测课，学生通过做题检
验学习情况，并自主集中
疑难问题，掌握题目的同
学走上讲台给全班学生

讲解。孩子们精彩分析
试题和表达解题步骤的
能力让老师感到意外。

该校相关负责人表
示，学生上讲台的教学形
式不仅能够激起学生的
求知欲，养成自主学习的
好风气，而且有利于教师
及时修正教学内容和教
学形式。记者 谭萍 通
讯员 王易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