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传递好声音，传播正能量，宣讲好党的

路线、方针和政策，7月11日晚，周口师范学

院“大学生宣讲团”基层巡演走进郸城县李楼

乡李小楼村，正式拉开了基层巡演活动的序

幕，附近村千余名群众观看演出。

演出在慷慨激昂的歌曲《等待》中拉开帷

幕。整场演出持续一个半小时，演出中的戏

曲、歌曲、舞蹈、快板等节目均由大学生们精

心创作，通俗易懂，力求通过生动鲜活的艺术

形式打动人心、引发思考。演出结束后，当地

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巡演节目展现了大学生

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把高深的理

论政策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演出形式表达出

来，群众都非常喜欢。

文艺搭台，理论唱戏。“大学生宣讲团”基

层巡演活动由该校党委宣传部、团委、学工部

共同主办，旨在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主

题，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唱响中国共产

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

的时代主旋律，进一步增强群众“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情怀。为了把“大学生宣讲团”基

层巡演活动办到群众的心坎里，该校党委成

立了以校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

校党委宣传部、团委、学工部严格把关，优中

选优，最终确定20个高质量的巡演节目。演

出过程中，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云彪，

副校长苏宇冒着高温酷暑亲自带队深入基层

指导演出活动，校党委宣传部、学工部、团委

和音乐舞蹈学院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通力配

合，保障了演出活动顺利有序开展。

李小楼行政村是该校定点帮扶村。几年

来，该校针对李小楼村实际实施精准扶贫，通过

“出资金、上项目、结对帮扶”等形式极大改善了

该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目前，该校正在帮

助李小楼村修建文化大舞台，以此次基层巡演

活动为契机，不断地把科技文化扶贫工作持续

深化。据悉，该校“大学生宣讲团”还将奔赴周

口市其他县（市、区）陆续开展基层巡演活动。

周口师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云彪

表示，大学生宣讲活动旨在以喜闻乐见的巡

演方式，进一步深化广大群众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中国梦和“四个全面”的认知认同，更

加坚定政治信仰，切实增进群众对党和政府

的信任。学校把这项活动和定点扶贫工作充

分结合，把巡演的第一站放在学校定点扶贫

村进一步促进该村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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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县实验中学九（7）班白晨晨

辅导老师马永萍

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农村版 7

文天地作 育展台教

鸟儿春暖花开，是因为

它可以在湛蓝的天空中自由

地飞翔；鱼儿春暖花开，是因

为它可以在辽阔的大海中尽

情地翱翔；一串珍珠的春暖

花开，是因为它可以展现自

己不菲的价值；同时，人的春

暖花开又是什么呢？那就让

我来告诉你吧！

人的春暖花开是因为在

生活中有了属于自己的幸

福、快乐和感动。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

花开。记得有一次，我们班

举行了一次竞赛考试。还记

得当时考的是数学，班主任

还要求把关于数学考试的一

切工具都带到考场。由于我

激动而兴奋的心情，却把班

主任所布置的任务忘了。我

急匆匆地跑进考场，试卷发

下来的时候我顿时傻眼了，

数学试卷上有一道试题映入

我的眼帘，正需要使用我忘

带的工具。当时我急得如同

热锅上的蚂蚁，慌乱得不知

所措。但我很快镇静下来先

做其他的题。当我顺利做完

其他的试题后我又开始着急

了，怎么办？我没有直尺。

我前瞅瞅后看看左瞧瞧右瞄

瞄，然而他们都在使用，我想

应该没人借我了吧，因为这

毕竟是竞赛考试。

接着传来“啪”的一声

响，只见后面一位女同学把

她的直尺截成两段，并且把

其中一段给了我。当时，我

就像花儿获得了阳光的照

耀，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接

下来各个题目我做得都很顺

手。第二天，班主任宣读了

成绩，这次考试成绩远远超

出了我的预期。然而这离不

开那位女同学的帮助。是

她，让我得到同学的刮目相

看，得到老师对我的信任。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每个人都有春暖花开

的时刻，这个时刻也总会在

不经意的时候绽放。只要

我们认真用心去观察，用心

去看世界，那么，人人的世

界都会春暖花开，都会感到

满满的幸福。让我们用心

去观察这个春暖花开的世

界吧。

辅导老师点评：文章描

述了学习过程中的一件小

事，小作者通过朋友的帮助

才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得到

老师和同学的赞扬。文章

语言流畅，感情真挚。开头

新颖，引人入胜，中间过渡

衔接自然，结尾处照应开

头。

近日，河南农业大学体育学院“欢乐假期·体育流

动课堂”实践团队联合郑州天骄华庭东院的爱心人士

一同前往许昌禹州市鸠山乡焦家庄小学开展为期一周

的暑期社会实践爱心支教活动。

在支教期间，支教志愿者们不仅为鸠山乡焦家庄

小学的学生们讲授文化知识，还利用自身专业知识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并联合社会公益组织和公

益人士为孩子送去了书本、运动器材等，受到学校领导

老师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据了解，此次暑期支教

活动还首次创立了体育流动课堂的“美术班”，带领孩

子们DIY制作手工镜子、用橡皮泥贴画以及用牙签在

刮画纸上作画，锻炼他们的手工能力，孩子们脸上洋溢

着欢乐的笑容。

本报记者孙玮通讯员江兵文/图

7月3日，河南农业大学“阳光爱心社

团”走进平舆县阳城镇黎庄小学，开展

“七彩假期，关爱留守儿童”暑期支教活

动。志愿者们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点

滴行动，让温暖留在孩子们的心里。

支教的志愿者由河南农业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15名优秀在校生组成，支教团

队根据到校学生的情况，将120名学生分

为4个班级，经过认真筹划安排，为学生

准备了阅读课、趣味英语课、音乐课、美

工课、舞蹈课等内容丰富的课程。通过

两天的教学，学生以及家长一致反映教

学效果良好。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李亚超文/图

6月30日至7月4日，商丘师范学院“大学生

国学文化传承暑期实践团”来到豫东平原一个美丽

的乡村——虞城县李老家乡刘庄村，该实践团将开

展为期5天的文艺演出活动，以文艺演出的形式宣

传国学文化，助力豫东美丽乡村建设。

2016年是商丘师院的转型发展年，各院系以往

年“三下乡”活动内容为基础进行了转型与发展。走

进虞城县李老家乡刘庄村，该校学生朗诵的《弟子

规》清晰入耳，周围被浓浓的“国学”氛围包围着。村

头的孩子们在实践团成员的领读下吟诵着《三字

经》、《千字文》等国学名篇，处处是朗朗的读书声。

据了解，该校此次文艺演出活动与李老家乡

刘庄村打造国学文化新村启动仪式同时进行。启

动仪式上，该校新闻传播学院举行了向贫困学生捐

赠图书、光盘等与国学有关的书籍材料的捐赠仪

式。会后，该校文化艺术服务团队的成员们根据此

次国学活动内容，结合自身优势，编排表演了以“文

艺与国学相融合”为主旨的《水调歌头》朗诵演唱、

《少年中国说》群颂等文艺节目。该校实践团以百

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赋予国学文化新的现实意义，对

于新常态下建设美丽乡村，学好习总书记讲话精神

是一个很好的借鉴，这一做法很值得推广。

据悉，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弘扬传统文化，践行

“两学一做”是商丘师范学院今年大学生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亮点之一，活动旨在充分挖掘国

学的深刻思想内涵和文化礼仪规范，培养基层村镇

广大群众健康向上的公民道德意识，全面提升道德

素质和文化素养。（本报记者韩新愚通讯员李辉）

7月3日，由中共辉县市委宣传部、辉县市文明委

办公室主办，天津博真有限公司、辉县市金城量贩有

限公司等单位协办，辉县市故事家协会承办的“论孝

道、行孝德、怀感恩”征文比赛活动进行了颁奖典礼。

据记者了解，从今年3月上旬起，“论孝道、行

孝德、怀感恩”征文比赛得到了广泛响应和热情支

持，收到了许许多多来稿，包括天津、江西、重庆、山

东和江苏等地的作者在网上获悉信息后也纷纷寄

来稿件。在征文期间共收到参赛作品796篇，作者

不乏职业作家、媒体记者、高校老师、职业商人、超

市员工以及写作爱好者，作品围绕孝亲主题，通过

对美好时光的回忆激发孝亲情结，再现孝亲过程，

在参赛作品中，不少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事件，感人

至深，广泛地宣扬了家风、孝道等中国传统文化元

素。经过评委会的评定，最终确定了一等奖作品3

名、二等奖作品5名、三等奖作品10名、优秀奖20

名，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故事家协会、市金城量

贩等单位领导出席典礼并为“论孝道、行孝德、怀感

恩”征文比赛评选出的作者代表颁发了证书和奖

品。 （本报记者韩新愚通讯员刘国栋李爱景）

儿子自打从牙牙学语，每天都按照我的

指令按部就班地生活。儿子读小学四年级之

前，我们母子相处融洽：我是慈爱、细致入微

的妈妈，儿子是听话、顺从的好孩子。

上四年级以后我发现儿子变了：很多时

候，我说东他要往西，我说西他要往东。总

之，爱与我唱反调。星期天上午，儿子在客厅

看书。我看着聚精会神读书的儿子满心喜

悦：儿子多懂事呀，安安生生听从我的指令。

我心里正美滋滋的，楼下突然传来和儿子经

常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的叫声。儿子把书一

放就准备穿滑板鞋下楼。我大喝一声:“不

行！危险！马路上车那么多不安全！”儿子很

严肃地对我说:“妈妈，我摔倒与你们毫无关

系，因为我愿意。”我拉过儿子，开始给他上

“政治课”。

儿子急得哭起来:“我已经长大了，你为

什么就不能放手？把我绑你身边很舒服吗？

如果把你绑我姥姥身边你舒服吗？”儿子边哭

边跟我“理论”，我一时哑口无言。老公顺势拉

过儿子说:“我家男子汉长大了，去玩吧！”儿子

玩到天黑才满头大汗地跑回家，走到我跟前

说:“妈妈，你看我一根毫毛都没有损失！”

从那以后我开始反思自己：过去对儿子

要求太多，顾虑重重，造成儿子做事畏首畏

尾，班级组织活动从来不主动参加，见人也不

爱搭理，更不要说让他单独出去办事了。我

开始有意识地放手让儿子做事，甚至有时有

意无意故意让儿子给我拿主意，并在适当的

时候表现自己有些东西不会，还让儿子每一

天都给我讲些有趣的事情。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现儿子胆大了，做事有主见，积极性特别

高。四年级下学期，班主任让学生自荐当班

干部，儿子悄悄对我说：“妈妈，我要竞选班

长！”看着儿子胸有成竹、志在必得的样子，我

心里满是欣慰：无微不至的关怀固然不错，但

是对于成长中的孩子而言，做家长的更应给

他们一个空间，放手去爱。

（邓州市裴营乡二初中 王崇菊）

眼下，暑假开始了，中小学生溺水事故

又将进入高发季，很多教体局都会未雨绸

缪，惯例性地给学生家长送去一封“六不准”

防溺水的“致中小学家长的信”，提前给学生

打打“预防针”，给家长捎个信、提个醒、敲个

警钟，这种做法无疑是有益的，应当倡导

之。但是，个别教育部门重“信”轻行，将“信”

发出后却万事大吉不管不问了，把教育、监

管的责任全“卸”给了家长，满以为这样做就

成了万全之策，无疏无漏了。

其实不然，学生溺水并非小事，而是事

关鲜活的幼小生命的大问题。这不，每年在

“赤日炎炎似火烧”的盛夏，总有中小学生溺

水身亡事故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是学校与

家长太重“信”，太轻“行”了。信，只是写在纸

上、贴在墙上、放在桌上，夹在本子里的条

文。要让信中的东西变成现实还有相当远

的距离，还有许许多多细致入微的实际工作

要亲自去做。这，绝不是一封信就可完成

的。

当初学校只是将“信”读给学生听一听，

送给家长看一看就算了事了，却缺少学校与

家长双方的沟通和协同作战，缺少经常不断

地教育和常抓不懈地有力有效的盯视监管与

努力。要想杜绝学生溺水事件，双方不仅要

增强安全意识和监护意识，更要切实承担起

双方各自的监护责任，全天候地加强对孩子

的教育与管理，尤其是加强放学前后，周末、

节假日期间和孩子一同外出游玩时的管理，

要经常不断地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安全教

育，给孩子传授相关知识、技巧与技能。同

时，学校要不定期地组织学生到清洁卫生的

浅水区里学游泳，不断增强孩子安全意识和

自我保护意识，以提高孩子们的避险防险和

自救能力。因此，政府、教育部门和家长三方

要携手共管，尽心尽责，一方面要切实做好宣

传教育工作，达到家喻户晓，入心入脑。另一

方面监管要如影随形，常管不怠，密织网，严

防控。只有这样，才能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

确保每个中小学生安全度夏。

预防学生溺水莫重“信”，应重行。

（扶沟县国土资源局张会丽）

人人都有春暖花开的时刻。想必在那时会感觉自己是

最幸福的。 ——题记

艰难的、幸福的……我

常常这么形容成长。有一

天，无意间我翻出幼儿园时

的一张照片，粉粉的小脸扬

着，稚嫩的小指头比画着

“耶”。再看看镜子里面的

我，变化真大……唉，做作业

时我又走神了，作业还没写

完呢，我不禁有些郁闷。升

入初中学习紧张，我感觉自

己有些吃不消，尤其是数学

更是头疼。

说实话，我在小学时数

学就是弱项，说粗心，那不是

理由。考试时，我总是因为

那么一点点儿的小错误没全

对过。进入初中后，每天的

作业几乎都有错题，计算能

力差的缺点立马暴露出来

了。老师叫我去办公室批评

了我一顿：“你的计算能力就

差成这样！这几天的作业你

哪天全对过？以后遇到大题

怎么办？”

听了老师的话我的泪

水充满眼眶，心里很不是滋

味。周末卷子发了后，不及

格的分数又给了我一个沉

重的打击。我暗下决心一

定要攻克这一难关。仔细

分析了一下卷子的错误点，

主要还是计算问题，在以后

的学习中，当遇到难题时，

我首先对照课本上的例题

和老师讲解的方法去做，按

照不同题目的运算法则一

步一步解答，每做一步都深

思熟虑，争取把知识点融会

贯通到每道题中。另外，严

格按照老师规定的程序，包

括一个“解”、一个“答”字和

书写规范等，每做完一道题

我都要反方向推理验证，看

看结果是否正确。我深刻

认识到数学知识一环扣一

环，丝毫都不能马虎，不然

一个小错误就会导致满盘

皆输。除此之外，爸爸还帮

我报了一个数学补习班。

我告诉爸爸，我一定会加倍

努力争取把数学这科补上

去，步入先进行列。

我始终相信，只要我努

力就会有收获。成长过程

中必然要付出艰辛的努

力，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

更加幸福、美好。我坚信，

我终将迎来“破茧成蝶”的

一天！

辅导老师点评：语言真

实、自然。小作者从自己攻

克数学难关这件事中，悟出

“成长过程中必然要付出艰

辛的努力”，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文章把小作者的心

理活动描写得很细致，字里

行间透露出相信小作者在

学习中攻克难关的决心和

信心。

□三门峡市外国语中学七（9）班张欣雨

辅导老师李亚文

破茧成蝶

文艺搭台 理论唱戏 精准扶贫
周口师范学院开展“大学生宣讲团”基层巡演活动

□本报记者韩新愚通讯员侯捷杨文森

育时评教

预防学生溺水莫重“信”

长课堂家

放手去爱

欢乐假期爱心支教

与留守儿童
共度“七彩假期”

实实在在
弘扬国学文化

商丘师院国学文化传承实践团
助力豫东首个“国学”文化村

育资讯教
辉县

心怀感恩 弘扬孝道

6月29日，鹿邑县教体局班子成员在局长王振

言的带领下来到鸣鹿办事处段楼行政村，逐户走访

慰问贫困户，并为他们送去了电视机等慰问品。

针对这里农民对外界了解较少，缺乏致富本

领的情况，该县教体局不仅用实际行动进行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多次为这些贫困户解决生活

实际困难,此次还购置了电视机和卫星接收天线

等送到农户家中，让他们能够及时了解党和国家

对农村的富民政策，打开了解外界的窗口，拓宽致

富渠道，帮助他们早日脱贫致富。慰问中，他们调

研了帮扶措施落实情况，勉励贫困户要增强信心、

克服困难，争取早日摘掉贫困的帽子。年逾古稀

的郭怀良老人和老伴儿多年来没有任何生活来

源，平日靠低保和种地为生。当老人领到慰问品

后用最朴实的语言说道：“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

(张国磊）

鹿邑县

精准帮扶 助农脱贫

期社会实践暑

7月11日，渑池县仁村乡小学进行着一场别开

生面的升旗仪式，38名河南财政金融学院暑期支

教团的成员和近200名仁村乡小学学生及学生家

长参与了升旗仪式。

本次升旗仪式，标志着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关

爱留守儿童“点亮”暑期社会实践支教团支教活动

的正式开始，也是支教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

一周的支教活动时间里，支教团将通过素质拓展

和趣味课堂教学、升旗仪式及为父母洗一次脚等

传统教育的方式来进行。通过支教团成员的教育

和引导，在为留守儿童带去欢乐的同时进一步提高

队员自身能力，磨炼了坚强意志，弘扬传统文化精

髓，增强民族自豪感，进一步拓宽学习领域，提升学

习兴趣。 （万发）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关爱留守儿童 点亮希望之光

进院校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