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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放下厚厚的书本，

暂别繁重的课业，孩子

们迎来了一段自由自在

的轻松时光。

暑假的正确“打开”

方式有哪些？参加一

场丰富有趣的演艺活

动，聆听一场收获满满

的读书分享，或者干脆

参与到实践中，在与社

会的互动中挥洒青春的

活力……快乐多彩、丰

富有趣、健康安全，美好

的暑假还可以这样度

过。本报特别推出暑期

特别策划专题，定制一

段专属的暑期时光，为

每一位家长和孩子支支

招。⑥10

□本报记者 温小娟

盛夏时节哪里去？走进图书馆、博物馆、剧场
等各种文化场馆，看书、观展览、看演出无疑是清
凉消暑的最佳选择。那么，这些文化场所都备下
了哪些最新鲜的“特色菜”和“硬菜”以飨市民？记
者帮您打探。

“趣”阅读、“勤”动手，好充实

暑假一到，“熊孩子”要开始疯玩了——看动
画片、打游戏，家长们难免发愁：两个月的假期，如
何让孩子既学习好又玩好？如何避免孩子得暑假
综合征？省少儿图书馆有“妙招”。

这个暑期，省少儿图书馆推出“2017全民阅
读——河南省少年儿童阅读年系列活动”、缤纷暑
期“趣”阅读、公益讲堂、“阅读七彩虹周末亲子乐”
系列活动等多项主题活动，为小读者搭建感受书
香、实践成长的平台。

为丰富少年儿童的暑期生活，该馆新增2个外
借区域：绘本书库、童悦书房，开放时间也延长至
晚 8点。借阅册次全面升级，从 3册增加至 5册，
借期和续借次数不变。值得一提的是，小朋友们
可以通过即将投入使用的朗读亭录制自己喜欢的
诗歌、美文，让阅读更加丰富美好，感受“用耳朵聆
听的图书馆”。

此外，省少儿图书馆为读者精心打造的互联
网听书服务平台——云图数字有声图书馆，可以
掌上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阅读无限。它拥
有有声读物44万余集，合计13万多小时，月更新
量达6000小时，涵盖了文学、历史、政治、艺术、教
育等10多种类型。有声图书馆甄选优质图书，真
人原声录制，名家名嘴播讲，音乐音效生动细腻，
小朋友收听过程中既可汲取文化科学知识，又可
体验语言艺术之美。

读书读累了怎么办？那就体验一把手工的乐

趣吧。省少儿图书馆暑期推出的“小手创造大世
界”——快乐手工玩转黏土、快乐手工玩转折纸等
美术活动，幸福的亲子手作，以手述心，吸纳创新，
丰富孩子的想象力、创造力。

此外，博物馆也是一个好去处。但传统的浏
览性参观和导览性讲解已不能满足现代青少年的
需求，为了让孩子们更好了解历史，丰富文博知
识，7月 10日，郑州博物馆打造的“暑期郑博”开
班，它将美术、音乐、舞蹈、游戏、文学、戏剧等不同
的艺术形式结合，以创新体验型素质教育模式，
开展历史知识问答、小小讲解员培训、非遗体验
等活动。

看古籍、学拓印，有内涵

孩子们玩高兴了，大人们也想清净文雅一
番？那就去省图书馆吧，可以看古籍学传拓，修身
养性。

河南是中华文明发源地，留下了浩如烟海的
珍贵古籍。建于1909年的河南省图书馆，是国务
院命名的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一百
多年间积淀了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典籍，馆藏多
达40多万册。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号召，让珍
贵典籍走进大众，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省图书馆
即将推出“册府千华”——河南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
展，展出150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珍贵古
籍，让大家更多地了解河南历史的“前世”。展览期
间，举办6场中华传统文化知识讲座，其中有2场以
河南省珍贵古籍和珍贵古籍背后的故事为题讲座。

省古籍修复中心主任谢昱说，为更广泛地宣传
古籍保护理念，省图现场开展传拓技术体验，古籍
装订体验等活动，让更多人了解传拓技艺、古籍修
复技艺，不仅传承传统艺术，也使大家更爱惜书籍。

图片记载着时代的变迁，郑州，一座由火车拉

动的城市，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乘着改革的东
风，城市发展日新月异。房屋变高大了，道路变宽
阔了，交通更加便利了，这些改变记录在图片中，烙
印在每一个郑州人的心中。走进省图地方文献部
推出的老档案系列之“城市记忆”图片展现场，将带
您穿梭时空，重回80年代，找回“绿城”记忆。

精彩剧目轮番上演，可过瘾

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弘扬传统国粹艺术，促
进豫津两地京剧艺术交流交往，河南京剧艺术中
心与天津京剧院联袂烹饪了一道戏曲大餐，7月
19日至 26日，在省人民会堂将上演《红灯记》《秦
香莲》《康熙大帝》等多部经典大戏以及折子戏专
场《遇皇后》《挑滑车》《锁麟囊》《野猪林》等，为广
大戏迷在炎炎夏日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据悉，此次演出活动把最低票价调整到30元，最
高票价也不超过100元。省京剧艺术中心主任赵丽
表示，京剧作为中国的国粹，剧目的传承和演员的发
展固然重要，但是离开了观众的支持，将会失去进一
步壮大的沃土。因此，此次活动不仅是培养戏迷和
票友，也是为了更好地普及京剧艺术。

目前，豫津两地所有演职人员都在认真排练，
保证以最好的状态为戏迷观众提供一份精美的京
剧大餐，使京剧艺术真正融入市民生活之中。

看完京剧还不过瘾？那就来河南艺术中心公
益文化广场免费欣赏“放歌如意湖”系列演出吧，
音乐会、舞台剧、电影、戏曲等多种节目。今年，

“放歌如意湖”系列节目丰富多彩，包括省纪委“清
风中原”廉政文化系列演出、纪念建军 90周年主
题文艺演出及爱国主义电影展播、河南非物质文
化遗产系列展演、各种戏曲晚会等。同时，河南艺
术中心还推出了打开艺术之门暑假系列，以及中
外音乐陈列展、嵩山书局“纸年轮”读书讲座、交响
乐诗朗诵专场等，让更多普通群众走近高雅艺
术。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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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雯

让孩子们兴奋无比的暑假总是让家长又
爱又怕。爱它，是因为孩子可以获得一段无压
力的自由时光；怕它，是担心因缺乏照管，孩子
的健康和安全存在一定隐患。如何为暑期里
的孩子撑起健康安全的保护伞？

溺水意外可避免

夏季是儿童溺亡事故的高发期。据统计，
全国每年约有8万儿童死于意外伤害，意外占
我国儿童死亡原因总数的26.1%，而溺水事故
一直被视为儿童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

“孩子外出游泳最好由家长陪伴，游泳前
也应当做好准备工作，对易抽筋部位进行适当
按摩，下水前先用冷水沐浴或用冷水拍打身体
和四肢，让身体对低温有所适应。”郑州人民医
院急诊科主任刘青表示。

“家长一定要向孩子讲解正确的自救常
识，比如抽筋后一定不要惊慌，以免出现呛
水。此时应先深吸气，把头潜入水中，使背部
浮上水面，两手抓住脚尖，用力向自身方向拉，
同时双腿用力抻。等抽筋症状缓解后应及时
上岸休息并按摩抽筋部位，避免再次抽筋。”刘
青建议。

如果孩子溺水该咋办？专家表示，首先要
迅速将孩子从水中救出，之后应清除其口咽
部、鼻腔内的污物，保持呼吸道通畅，然后抱起
孩子的腰腹部，背朝上、头下垂进行控水。

烫伤土法切莫用

每到暑假，医院的急诊病人中，有不少都
是烫伤烧伤的孩子。“家长一定要让孩子尽量
远离热水、热汤等热源，万一孩子被烫伤或烧
伤，要坚持正确的处理方法。”郑州第一人民医
院烧伤科主任田社民表示。

据介绍，受伤后，应用自来水或清水对准
烫伤部位冲洗，越快越好，并坚持 20 分钟以
上。边冲边用轻柔的动作脱去孩子外衣。当
衣物与局部皮肤粘连在一起时，不要强行剥
离，可剪掉粘连周围没有粘牢的衣物，而让粘
牢的衣物保持原样。然后用冷水浸泡创面，大
概30分钟左右。最后，用无菌敷料包扎，起到
保护作用。冷却后，再用干净纱布轻轻盖住烫
伤部位。之后，就要尽快送到正规医院治
疗。

专家特别提醒说，如在包扎时发现水泡，
千万不可压破，以免引起感染。此外，发生烫
伤后，一些家长习惯使用一些民间土方治疗，
如涂抹牙膏、酱油、风油精、红汞等，这些都是
不可取的，不但没有用，还会增加感染几率。

电子产品宜远离

“孩子一到暑假就抱着手机、ipad不放，但
只要能让他们安静不吵闹我们也懒得管。”许
多父母对孩子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并不在意，
但却不知它们已成了威胁孩子视力的主要杀
手。

“暑期结束后，总有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医
院检查，一问都是因为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所
导致的近视。”郑州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刘平表
示。

除了正常的多休息，多做眼保健操以外，
她建议，孩子在使用电脑时一定要保持一个最
适当的姿势，眼睛与屏幕的距离应在 40—50
厘米，使双眼平视或轻度向下注视荧光屏，这
样可使颈部肌肉轻松，并使角膜暴露面积减小
到最低。

此外，切忌盯着屏幕“目不转睛”，经常眨
眼可减少眼球暴露于空气中的时间，避免泪液
蒸发。

如果出现眼睛干涩、发红，有灼热、异物感
或者眼皮沉重、看东西模糊的情况，一定不要
擅自用药，应及时到医院就诊。⑥10

学校放假
健康守护不轮岗

在潢川县魏岗乡余店村，河南省经济技术
学校的志愿者们用画笔绘制出一幅幅美丽的
墙体彩绘。 李笑满 摄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郭治鹏

青春的梦想最珍贵，往往决定了一个人成长的
方向。而梦想唯有在现实中才能被实践、被修正、
被丰满。即将推开精彩社会之门的年轻人们，如何
才能做到既会仰望星空，也能脚踏实地？这个暑
假，来看看这些年轻人的社会实践故事。

新主题：精准扶贫有内容

入了七月，中原大地就启动了烧烤模式，酷热
难耐。在扶沟县大李庄乡冯老村，河南农业大学

“机电雷锋站”的师生却似乎淡忘了这份炎热。
这一周来，这个小乡村格外热闹。由这些城里

来的年轻人建起的“机电雷锋站”成了村里最有人
气的地方。这家以义务维修家电和自行车为主的

“机电雷锋站”对村民完全免费。小站一设立，村民
们便把自家电水壶、电风扇、电饼铛、电饭煲、电磁
炉、收音机等大件小件电器全搬来了。

维修台上，同学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忙着
检查、拆装、修理；维修台边，村民们看着这些不中
用的家伙儿一一接受“体检”，然后乐滋滋地再把
这些功能完好如初的东西抱走，就这样一批人来
一批人走，“机电雷锋站”里就人流不断。为表达
谢意，热情的村民不时地送来西瓜和桃子。

25年来，河南农大“机电雷锋站”的队员换了一批
又一批，服务范围也越来越广，目前已覆盖全省各地
市，还曾荣获河南省学雷锋活动先进单位称号。

“将暑期社会实践与精准扶贫紧密结合，我们就
是希望能充分发挥学生专业特长，引导学生服务社
会、奉献社会。”河南农大机电工程学院负责人表示。

新队伍：参与人数翻一倍

有的奔赴农村，有的深入社区，有的忙着科教

兴农、有的认真文化调研……在这个火热的七月，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的同学们正忙碌在基层一线，
写就自己的青春成长故事。

更让人欣喜的是，该校的社会实践队伍正在
不断壮大。科技支农帮扶团、教育关爱服务团、美
丽河南实践团、节水护水服务团、防汛抗旱宣传
团、爱在基层志在维权团……10大类、370多支队
伍、近4200名师生，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今年暑期
社会实践组队数和参与人数比去年增加近一倍，
再创历史新高。

在叩响社会大门之前，青年学生除了拥有扎
实的专业知识，更应该提前了解社会、在实践中认
识自我。“开展活动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年轻人
深入基层，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调查研究，真正
把握国情、社情，全面了解基层、了解农村、了解社
会，从而锻炼自己百折不挠的意志、培养乐观向上
的积极心态，唯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懂得知行合一，
在实践中求得真知、增长才干，提高学以致用的能
力，将来更好地服务群众、服务社会。”该校党委副
书记石品表示。

新形式：学以致用显特色

连日来，开封市祥符区杜良乡大康寨小学的
舞蹈教学课程，让孩子们沉浸在美妙的艺术之
中。但3年前，这所学校却因地处偏僻，交通不便，
长期缺乏体音美专业教师，根本无法开展艺术教
育。一群年轻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种境况。

这些人就是河南大学艺术学院的师生们。
把暑期艺术实践和对口单位的需求结合起来，年
轻学子用自己的火热青春点亮了贫困学校孩子
们的艺术梦想。3年来，该小学 200多名学生学
习到了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类课程，接受了普
及艺术教育，孩子们小小的世界因此变得更加丰
富多彩。

结合所学，让更多人受益，也让实践更精彩。去
年暑假，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国内媒体发
起了“发现故乡”暑期活动，产生了一批广受社会关
注的作品，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大大提升。
今年，该校联合杭州二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了

“发现故乡”的2.0版。“通过‘发现家乡不知道的美’
全国大学生短视频征集，我们希望通过暑假实践讲
述更多精彩的河南故事，让河南的美被更多人知
晓。”河南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⑥10

“放歌如意
湖”系列公益演
出在河南艺术中
心文化广场上
演。 温小娟 摄

融入社会 青春之花处处放

酷热难耐 文化大餐送清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