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会孩子读懂爱
家有儿女

周末，和8岁的女儿在家，刚好婆婆来
了，是来叫我们过去吃饭的。我欣然答应，
反而是女儿不情不愿地直嘟囔着说哪也不
想去，当时我正在阳台晾晒衣服，也没管一
老一少在客厅叨叨着什么，想着应该是婆
婆在极力劝解着让女儿过去吧，便也就笑
着不插话继续手头的忙碌。

却谁知，没等我衣服晾好，女儿耍着情
绪过来了，一边还用手狠命擦拭着小脸。
我问怎么了？女儿恨恨地说：“奶奶亲我
了，谁要她亲啊，想想都……”我瞬间一惊，
没等女儿把话说完，我赶紧扔下手里的衣
服捂住她的嘴，留意了下客厅，此时婆婆正
认真地帮我收拾着茶几上的报纸和果屑

呢。她应该没听到吧？顾不得晾衣服了，
把女儿安顿好，我转身去了客厅，和婆婆一
起整理的间隙，婆婆开始迟疑着问我：“孩
子是不是不想去？如果她不愿意去，那就
算了，别勉强她。”我笑着回答：“哪里会不
愿意？只是她刚好在看故事，没看完呢，刚
才和我说想等会儿再过去。”

我的话让婆婆灿然一笑，说：“我的孙女
真是乖呢。”想了想，婆婆又说：“我买了你们
爱吃的菜，要不，我先回去煮上，你们待会忙
完了再过来？”我微笑着点头，并表示等忙完
了一定立即过去帮忙。婆婆乐呵呵地走了，
目送着她的背影，不知道咋的，我心里却一下
子酸酸的。

依然清晰记得刚生女儿那会儿，婆婆是
如何的辛苦，当时的她还在上着班，为了照
顾好我们，婆婆索性辞了工作，每天给我们
不厌其烦地熬汤炖粥，甚至还晚上陪着我
睡，即使是半夜，哪怕我们有一点点小小的
动静，婆婆都会惊醒，随后关心地问我们怎
么了，需要什么……

我产假结束后，把丁点大的女儿索性
全托给了婆婆。每天婆婆泡奶粉，熬糊
糊，日复一日，从没抱怨，相反地，看着女
儿的脸色日渐白皙、圆润，婆婆照顾得更
加投入。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会说话
了，会走路了，上学了，所有的一点一滴对
婆婆而言，即使再辛苦，也是最大的幸福，

那时候，婆婆就经常抱着女儿亲过又亲。
感染着她的幸福，我也幸福着，甚至我感
觉女儿能这么被奶奶疼着，更是拥有着莫
大的幸福。

一路走来，其间的许多细节都深深印
在我脑海，让我如此感动和感恩。而此时，
我抱着女儿，和她说着这些，一个一个细
节，一个一个片断。我知道以前是我疏忽
了，但是我希望现在还不晚，我要让她知
道，不管奶奶变得多老，她对她的爱从来不
曾改变，甚至会更深更浓；我更希望我的女
儿能用心读懂这份爱，因为，只有读懂爱，
才会懂得珍惜爱；也只有读懂爱，才会让我
们的那颗心依然保持温暖…… （李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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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9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河南科技
大学和中国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完成的“耐烧蚀复合材料用碳纤维多向
预成型体结构设计、控制、制备及应用”
项目（编号 F-30701-2-03）获国家技术
发明二等奖，河南科技大学马文锁教授
为该项目第三完成人。

把科研当成人生路上的兴趣爱好

马文锁于 2006 年调入河南科技大
学机电工程学院工作。教学中，他对自
己带的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也非常用
心。2014 级研究生马振宇说：“为了纠
正我们论文中的错误，马老师经常用借
来的小型投影仪将我们的文章投影在
工作间的墙壁上，逐字逐句修改，至今
让我印象深刻。”

教学之余，马文锁教授将精力全身
心地投入到他的科研世界里。问及他
的业余爱好时，他幽默地说：“写论文、
推公式、做科研就是我的兴趣爱好。”
2006 年，他刚来学校时，办公室在西苑
校区 5号楼 419室。他和任小中教授共
用一个办公室。两个人都非常勤奋，是

同事眼中的“工作狂”。虽然没有考
勤，但是他们经常早上 8点钟之前就来
到办公室，晚上 10 点钟或 11 点钟回去
更是家常便饭。有时为了推公式、编程
序，他们连着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地工
作。关于为什么非要熬夜加班的原因，
马文锁解释说：“没有时间的积累，做
不成科研。做科研需要连续性。有时
为了使思路不中断，必须连续奋战几天
几夜，加班加点地突破一个个难点和难
关。”

他的同事李天兴教授回忆了这样
一个细节：“记得 2014 年的暑假，天气
十分闷热，但南京的一个项目急需马教
授和我过去研讨。拿着两张好不容易
买到的车票（只有站票），挤到车上，发
现车内不但异常闷热，而且站立时人挤
着人，真是快要窒息了。车行两个多小
时，我们终于挤到车门过道的那个小方
形密闭空间里，马教授累得直接坐在地
上，背靠着火车门……就这样，站站坐
坐，挨到南京已经是第二天凌晨 2点多
钟了。早上起床，马教授的腰疼病就犯
了，但在后续的项目研讨过程中，他始
终坚持着，直至该项目顺利完成。”李

天兴说：“科研工作的成功与他那种负
责任的工作态度、那种不畏艰辛的拼搏
精神紧密相关。”

“三维编织”世界里的“领跑者”

马文锁之所以能够参与到“耐烧蚀
复合材料用碳纤维多向预成型体结构
设计、控制、制备及应用”项目，并成为
主要完成人之一，源于他读博士期间，
2005年 10月在《复合材料学报》上发表
的《三维管状编织复合材料及其构件可
变微单元几何分析模型》。这篇论文从
根本上解决了三维编织复合材料管状
构件的结构设计、性能预测与分析。这
篇论文引起了该项目第一主持人朱建
勋的注意，并力邀马文锁参加到该项目
的研究团队，并成为核心研发成员。

马文锁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以
自己所学三维编织技术应用于工程技
术领域，默默工作 8 年之久，终于在其
专业领域取得突破。与我国该领域的
权威专家朱建勋及其团队合作，经过艰
难攻关，马文锁参与的多项基础研究及
工程应用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作
为主要完成人的产业化项目“耐烧蚀复

合材料用碳纤维多向预成型体结构设
计、控制、制备及应用”于 2014 年获得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这一奖项的背
后其实包含了马文锁 10 多年的积累，
其中基础理论的沉淀是必不可少的。
在其不多的科技成果中，包括了多项原
始创新。

近年来，马文锁教授在《科学通
报》、《复合材料学报》、《功能材料》等杂
志发表《编织几何结构的群论分析》、

《基于空间群 p3对称性的一种新型三维
编织材料》等 40多篇学术论文；获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 1项，省部级科技成果
奖 3 项，授权发明专利 12 项，适用新型
专利 16项；博士论文“三维编织几何结
构的群论分析”在编织材料的基础理论
研究领域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

马文锁教授从事的三维编织复合
材料的结构设计、成型理论及工艺的研
究，在我省高校、企业及科研院所中，
几乎没有从事该领域的研究者及研究
团队。正是他这种坚韧执着、敬业奉献
十年如一日的“寂寞前行”，使得马文
锁教授在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

材料科研领域的“领跑者”
——记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获得者马文锁教授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段笑蓉

河南城建学院

爱心在校园里悄然绽放
本报记者 张建华 本报通讯员 张溪潺

据笔者调查发现，在目前的学
校里，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心理存
在着自卑，他们对其他同学取得的
好成绩，心生羡慕甚或是嫉妒，对那
些出身富贵家庭的学生，会有一定
的攀比心态，这样很不好，一旦学生
产生自卑的心理，很容易导致精神
方面的变化，严重的可能产生抑郁
的不良结果。

在教学过程中，作为教师，尤其
是班主任，当你发现自己的学生有自
卑的情况时，千万不要太着急，一定
要进行深入的了解，找出产生自卑的
原因，然后通过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
疏导，使学生认识自卑，从心理上接
受老师的教导，让学生正确地对待自
己，培养他们的意志和毅力，强化学
生的竞争意识，而且，要保护好学生
的自尊心，进而提高他们的自信心，
使他们懂得扬长避短，让他们清醒地
认识到：一个人的成功主要还是依靠
勤学苦练，只有提高自己的心里承受
能力，并找出弱点，对症下药，才会取
得良好的效果。

自卑并不可怕，只要教育得当，
学生完全能够从自卑中跳出来。在
平时的教学与管理中，作为老师，应
当要多注重培养好学生的兴趣爱
好，及时给予鼓励，在教学的过程中
也要用些有吸引力的方式对学生进
行辅导，建立好良好的师生关系，在

合作中共赢，平等地相处，使学生在
感受老师威严的同时，体会到老师
的亲切与良苦用心。只有在这样的
教育环境中进行学习，学生的心理
承受力才会大为增强。教育学生
时，多给学生一些鼓励，多点赞扬，
少些批评，当然，在原则问题上，不
能让步。这样渐渐培养孩子的学习
兴趣，让他们慢慢地摆脱自卑感，重
获学习的信心。

在教学上，教师应该严格按教学
大纲的要求，针对全体学生进行教
学，不能只喜欢优等生，对差生歧
视。此外，在工作上，要注意循序渐
进，扎实教学，注重基础，要让绝大部
分学生能听懂，不能随便提高要求，
难度要适中，难度太大了，会使学生
无法接受，这样很容易让他们产生挫
败感，进而变得更加自卑。学会让学
生在学习中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哪怕
只是一小点进步，都可以表扬，多一
句表扬，是对他们最好的慰藉。

无论什么样的学校，都会存在
有自卑心理的学生，对待这样的学
生，不能辱骂，不能过分批评，应该
找准原因，对症下药，及时与他们沟
通，一定要给他们留足面子，不要伤
害他们的自尊心，让有自卑心理的
学生充分地信任你，这样才有可能
取得良好的疏导效果。

（张小六）

让学生走出自卑心理

●● ●● ●●

文化创意与动漫专业协作会在驻马店成立

1月8日，80多位政府机构、
行业企业、协会商会、应用技术
大学（学院）联盟成员、应用型高
校代表、相关专家学者相聚驻
马店，参加文化创意与动漫专
业协作会成立暨第一次会员大
会，推选黄淮学院为理事长单
位，常州工学院、桂林航天工业

学院等4所高校为副理事长单
位，中国科学出版社为副秘书
长单位。目前，该协作会首批
会员单位有31个，个人会员有
70名，来自国内21省市，涵盖高
校、政府、行业协会，具有很强的
代表性和广泛性。

（张建华 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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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暑假期间，河南城建学
院白燕和连立川两位教工突发重
病，紧急入院治疗，随之而来的巨
额 医 疗 费 使 两 个 家 庭 陷 入 了 困
境。两位教工的病情和家庭状况
牵动了校领导的心，校党委书记张
惠贞、校长王召东在第一时间前往
医院探望、慰问两位教工，并鼓励
他们要以坚强的意志同病魔作斗
争，争取早日康复。

一人有难，众人相帮，不是亲
人，胜似亲人，校领导率先为他们
捐款，校工会急职工所急，从困难
职工帮扶基金中抽出资金对两位
教工分别给予紧急救助 2 万元，表
达了“职工之家”的关怀。

广大师生奉献爱心，伸出援助
之手，共同救助重病教工。退休
多年的邢老师刚刚经历了老伴去
世的打击，沉痛的心情尚未平复，
但当他从退管处的微信群得知消
息后，从外地一回到平顶山就立
即到工会捐款。退休后和孩子在
外省居住的王老师，在得知此事
后，回到平顶山的当天就冒雨前
去捐款。外语学院杨老师、法学
院赵老师、化工学院徐老师均是
家有病人，长期就医用药，经济、
生活担子都很沉重，但他们对患
病同事感同身受，无一例外都毫
不犹豫地积极捐款。教工们有的
一人参与多次捐款，置自己的困
难不顾坚持献上一份心意，一些
身在外地出差、学习的教职工特
意委托他人代为捐献，许多人到
工会放下捐款，连单位、姓名都不

留便匆匆离去。截至目前，校工
会共收到各类捐款 16 万余元。两
位教工的病情已经好转。“大家献
出的不仅是一笔笔善款，而是一
颗颗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爱心！”校
工会的工作人员动情地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15 年
12 月 2 日下午 1 时许，转至河北廊
坊就医的连立川由于术后血小板供
应紧张，面临生命危险。接到家属
求救信息后，学校领导当即向党政
办、保卫处、团委等相关单位发出指
示：积极行动，相互配合，迅速联系
市中心血站，发动校内外志愿者，保
证在最短时间内将符合条件的献血
者送到廊坊。时间就是生命！短短
两个小时之内，近 40名校内志愿者
汇集到献血点，参与了血型及身体
状况等相关检测。最终，土木学院
常晓东、电气学院赵博、数理学院霍
佳卓三位同学被确定符合献血条
件。三位同学和校外两位符合条件
的志愿者一起，连夜赶赴廊坊为连
立川捐献血小板。广大师生用自己
的鲜血与行动汇聚成的爱心为患者
注入生命的动力。

严冬季节，天寒地冻。广大师
生的点点爱心恰如雪中的红梅，在
校园里悄然绽放，给病痛之中的同
事送去了温暖、力量和信心。广大
师生积极为两位患病教工捐款，奉
献爱心，折射出了河南城建学院大
家庭团结友爱的优良传统，和城建
人守望相助的可贵精神，是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硕
成果！河师大在教育部教学技能创新大赛中获最高奖

近日，由教育部主办的
“第七届东芝杯·中国师范大
学理科师范生教学技能创新
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华南师范
大学举行，河南师范大学选派
的三名选手全部获奖，其中二
等奖 1项，三等奖 2项，同时获
得大赛唯一一项最高奖——

创新奖，团体成绩在 43所参赛
师范大学中仅次于东道主，位
列全国第二名。这是河师大
连续五届在此项赛事中取得
的优异成绩，选手累计获奖比
例在全国师范大学中高居第
一名，连续四届团体成绩位列
前三名。 （吴梦）

日前，从河南信阳师范学
院 2016 年“暖冬行动”慰问座
谈会传来好消息，该校决定对
家庭有特殊情况的学生发放
了短期生活费和寒假返家路
费 补 助 。 据 了 解 ，已 经 有
82500 元 现 金 发 放 到 学 生 手
中，用于购买火车票和短期生
活补助。该校党委副书记余
作斌介绍，学校已形成科学的
贫困生帮助模式，健全了扶助

贫困生的长效机制，从制度上
保证了贫困生资助工作的规
范化和科学化。结合实际情
况建立了准确、全面、动态的
贫困生电子档案，通过与学生
谈心等方式，及时了解贫困生
情况，完善贫困生数据库，以
确保资助工作惠及每个亟须
帮助的学生，从物质和精神上
进行双重帮助。

（朱四倍）

信阳师院“精准扶贫”大学生受好评

南阳师范学院2015年共获批33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近日，2015 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评审结果均已公
布，南阳师范学院共获立国家
级科研项目33项，立项数量再
创历史新高，继续在我省同类
高校中名列前茅。根据获批
的项目类别划分，立项的26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面

上项目 3 项、青年科学基金 16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河
南人才培养联合基金 5 项，数
学天元基金项目 2 项；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获批立项 7
项，包含青年项目3项，艺术学
项目 1 项，艺术基金项目 1 项，
后期资助项目2项。

（张君明 张新刚）

日前，在共青团中央、全
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项 目 管 理 办 公 室 公 布 了
2014-2015 年度西部计划服务
县项目办和高校项目办绩效
考核工作结果中，河南农业大
学被评为2014-2015年度全国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优
秀等次高校项目办”荣誉称
号。这也是该校连续第三次

获此殊荣。2015 年大学生志
愿服务西部计划河南农大共
有32名学子被录用，录取人数
位居河南省前列。自 2003 年
西部计划工作实施以来，该校
已累计有近 580 人被录用，先
后奔赴西藏、新疆、贵州、云
南、青海等地从事教育、科技、
扶贫等志愿服务工作。

（杨牧野）

河南农大获“优秀等次高校项目办”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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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日报·教育》专刊自创版以来，得到了
广大读者的大力支持和厚爱，所开栏目：本期关
注、教育动态、中原名师、图片新闻、家有儿女、教
育时评、书记（校长）论坛、教育局长论坛、感动校
园人物等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2016年欢迎广
大读者积极参与，踊跃投稿。

1月5日，由广东狮子会狮山协同
“唯品会”联合组成的爱心团队，到邓
州市罗庄镇二初中，共同举办“狮爱回
家，让爱飞扬”爱芯工程·扶志助飞助
学捐赠活动。当天，共为学校和学生
捐助钱物 30 多万元。资助“扶志助
飞”助学款16.5万元；捐助3套“爱芯
工程”电教设备、40多套桌椅、3000多
册图书的大型“狮爱图书室”，价值
14.7万元。 （杨牧野 刘浩博）

近日，太康县志愿者协会的同志
一行10人到马头镇小彭小学看望因
残疾出生后就被亲生父母遗弃，11年
后单身养父又不幸因癌症去世而再次
成为孤儿的宋娇娇，给她送去了1000
元生活费、学习机及棉衣等生活用
品。志愿者王勇是太康县第六届“十
行百星”助人为乐之星。这次在元旦
佳节到来之际，他又特地委托太康志
愿者协会去看望宋娇娇。 (吴西亮)

1月8日上午，郑州交通技师学院揭牌仪式暨新常态下汽车专业发展深化
校企合作论坛开幕式在该校17号楼大礼堂举行。河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
人社厅厅长、党组书记杨盛道，郑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黄卿等出席，
80多家省内企业嘉宾，郑州交通技师学院院长张道勇携院领导班子、全体教职
工和学生参加了本次活动。 （李树华)

声 明
我公司下属“浙江建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郑州分公

司”自2016年1月1日起不再对外承揽任何业务,包括“招
标代理、造价咨询、政府采购、工程咨询”等；自 2016年 1
月1日起“浙江建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的公
章、财务章等除用于注销手续外，一律不再他用。

特此声明。
浙江建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