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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小学生作文专栏征文活动”启事在
本版刊登之后，编辑相继收到了从各地各学校
发来的学生习作，读者参与的积极性很高。我
们会对稿件精心挑选，并在本版“作文天地”栏
目陆续刊发，欢迎各位读者及教师进行点评！
稿件及学生电子版一寸照片可发送至hnrb-
hxy@126.com，需注明“河南日报农村版·作
文天地”字样，请注明作者姓名，所在学校名
称、班级以及辅导老师。

亮亮你的好文章 比比谁的文采好

育视点教

□金水区黄河路二小五五班韩硕

辅导老师韩俊秀

不一样的向日葵

文天地作 进院校走

□郑州市金水区艺术小学六年级 龚韬羽

英国游记

把尊师重教落实到每一天新野

流交 大学生发展规划要从简单开始
近年来，高校扩招数量急剧增加，就业

形势日趋严重，致使相当数量的学生在进入

大学之后，学习目的不明确，缺乏学习动力

和实践能力，而由此所造成的厌学、逃课、对

于核心专业课程应付心态的散漫学习态度

已经成为学校学风建设最大的阻力所在。

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笔者根据多年的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教育经验，总结出其原因是大学生进入学校

后会普遍处于一个目标缺失的状况，缺少对

于自己学业、职业、人生的长期可行性规划。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大部分高校未将

大学生的自我发展规划作为一个重要的指

导课程，部分院校仅作为新生入学教育的

一项内容,只针对新生相关教育；极少数高

校开设了学业、职业发展规划的选修课

程。总体来讲,已开设大学生个人发展规

划教育的高校大多忽略了对大学生的自我

分析、职业测评、个性化目标制定、学业、职

业发展规划阶段评估的引导和教育。

建立适合大学生的自我规划体系，首

先要确保工作体系需要包含并满足以下几

个教育内容：一、健康的成功观；二、适合大

学生群体的规划方式；三、递进式的引导方

法；四、保证教育长期稳定且有效运行的机

制。适合当代大学生最有效的规划方式，

实质上是“学业规划”与“职业规划”相结合

的方式。对于大学生而言，其长期规划必

然是职业规划，而短期规划则是分解到各

个学期的学业规划。没有职业目标，学业

规划就缺乏动力和指向性；没有学业规划，

职业规划又会让初入大学的学生感到空洞

和不切实际。

刚进入大学的新生有相当一部分没有

自己的规划，或者已经习惯了监护制定计

划而自己只负责执行的模式。所以，入学

新生并不适合做全面的、精细化的长期规

划。而最有效的教育方式是引导大学生从

简单、执行方向单一的规划开始，渐渐转向

全面和复杂的个人规划。因此，要引导学

生形成极为简略的职业规划最终形成学业

规划，从而形成详细的职业规划可促进大

学的学风建设，提高在校生与毕业生的整

体素质。

（河南科技大学李明）

周口师院学院

斩获中国西部国际电影节大奖

片新闻图

育资讯教
这个暑假的最后10天，我

是和妈妈一起在英国度过的。

这10天里我见识了许多，也学

到了许多。

我们的第一站是纽卡斯尔市

的Northumbria大学。妈妈每

天去那里的Newcastle商学院

上课，我就每天也坐在他们的教

室里写作业、画画，等着妈妈下

课。

首先让我惊叹不已的是英

国和中国学校的差异。中国的

学校貌似大都是以“让学生好

好学习，努力学习，刻苦学习”

这种强令式的教育为主。而相

比较而言，就像这所 Nor-

thumbria大学完全是让学生

乐于学习、享受学习。每个区

域、每条小道，甚至每片角落，都

是专门为学生量身打造的。那

里有全英国闻名的图书馆、全英

国排名第五的体育馆，各种大小

的教室，还有专门为小组讨论准

备的教室，每一层都有完全开放

的休息区域和许多可以自由使

用的电脑，设计学院还有特别的

开放式设计工作区。我很感兴

趣的自助售货机到处都有，还有

星巴克在教学楼里。这里的学

生天天一定很开心。这所学校

最著名的学生，几天中见到的每

位老师都会自豪地提起，苹果首

席设计师乔纳森伊夫就毕业于

这里的设计学院。

离开纽卡斯尔后，我们来到

了充满苏格兰风情的爱丁堡。妈

妈说这里是苏格兰的首府——一

个充满艺术感的城市。我们去的

时候还正好赶上了当地艺术节。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每天都会有，

但走在人山人海的街道上、小巷

里，耳边还不时地响起悠扬的风

笛声。入乡随俗，妈妈给我俩各

买了一条苏格兰披肩，连我家

Louise也有了一条狗狗专用的

苏格兰格子小领巾呢。

我们的第二站是英国的首

都伦敦。伦敦让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这里便捷的交通。我和妈

妈这几天一直在坐公交，其中

包括了 underground 和 cir-

cle，还有著名的红色双层伦敦

bus，每天只需要买一张通票，

就可以在任何地方随意乘搭这

三种交通工具，无论去哪里都很

方便。短短两天里，我们坐了伦

敦眼，看了大本钟，游了剑桥大

学，还在异国他乡尝到了米其

林的中餐厅。

因为不久前我刚看了那本

被称为爱书者的圣经的《查令

十字街84号》，妈妈特意带我

去找这个地方，结果找了半天

却发现这地方已经成了麦当

劳，只留了个牌子在墙上，让人

觉得有些遗憾。而游览剑桥大

学时，我们在剑河坐船经过那

座著名的数学桥时，妈妈告诉

我这里全是学霸，从数学桥下

过，希望从此以后我可以数学

学霸附体。哦，好吧！我的数

学确实需要更努力才是！

在英国的几天，给我感触最

大的是两顿午饭。妈妈为了加

强锻炼我的英语，就把午饭的点

餐结账等交流都交给了我。我

们 走 进 了 一 家 Fish and

chips。坐在座位上，我简略地

看了一下菜单，挑了两份能看懂

而且看着不错的菜，随后吩咐给

服务员。直到点完菜后我才意

识到，现在的自己竟然已经能用

流利的英语落落大方地和陌生

人交流了。这是几年前去新加

坡游玩时所远远不及的。那时

妈妈给我钱逼我自己去买热狗，

我拿着钱站在柜台前憋了好几

分钟，才敢抬起头来说了短短一

小句英语。我想，如今的转变，

是因为英语学得多了、说得多

了，我明白了勇于尝试的力量。

最后一天，我和妈妈去海

德公园晨跑。漂亮的海德公园

里有许多的鸟，也有许多的外

国姥姥、姥爷在锻炼。之后，我

们就收拾行李，带上礼物踏上

飞机告别了英国。我要开始迎

接我的新学期的到来……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尊师重教要落

实到一年365天的每一天，要落实到每

一个具体行动中，要坚持持续为教育办

实事……”在新野县9月5日召开的“庆

祝第32个教师节座谈会”上，新野县委书

记常英敏的讲话铿锵有力，令人振奋。

近年来，新野县委、政府采取多项举

措，不断创优教育发展环境，突出教育优先

发展战略地位，把重视教育落实在每一个

具体行动上，在全县上下形成了“党政重

教、人心思教、政策助教”的良好局面。在

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下，该县的中招、高招

成绩连创历史新高，今年该县高考一本进

线542人，总数比去年增加127人，普通类

本科三个批次上线率全部攀升。

在当天召开的座谈会上，各高中条件

装备不足、公办高中办公经费不足、全民健

身室内体育场馆项目建设、东北新区学校

建设、城区薄弱学校建设、民办学校建设、

教师补进等一揽子制约全县教育发展的问

题得到合理解决和扎实推进，取得的成效

令人振奋。据该县教体局局长郑清平介

绍，该县四大班子领导深入学校调研视察

已成常态，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县

长办公会听取教育工作汇报，研究解决教

育工作中的主要困难和突出问题也已成惯

例。仅今年1～8月，有65个义务教育阶段

规划项目已全部开工并进展过半，有28个

义务教育阶段规划项目正在进行招投标，

涉及总资金6391万元；投资500万元的一

高中图书楼和教师周转房项目主体工程已

完工；投资600万元的二高中综合楼和投

资350万元的团结中学餐厅项目也已开工

建设；采取多种渠道补进教师352人，培训

中小学教师5000余人次；在即将召开的

“2016年全县教育工作暨教师节表彰大

会”上，将有5名“名校长”和15位“名师”受

到表彰，并分别给予每人2万元的重奖，这

已是该县连续第六年对“名校长”、“名师”

进行重奖……一串串单调的数字后面凝聚

着政府及社会各界对教育工作持之以恒的

重视、关心、支持和厚爱。

“政府这么重视教育，作为一名教师我

只有加倍努力工作，以优异的成绩来回报

领导们的关怀和厚爱！”在当天的座谈会

上，该县一高中教师代表伊秋彬在发言时

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本报记者韩新愚通讯员邓进林）

8月19日至22日，第四届中国西部国际电影

节在甘肃敦煌举办。由周口师范学院新传媒学院

教师策划、指导，带领编导专业学生创作摄制的微

电影《面对面》《被遗忘的星星》《解药》分别获得微

电影类一等奖和二等奖。

近年来，周口师院高度重视应用型本科生的实

践能力培养，致力于实践教学改革，逐渐把课堂教

学延伸到课外实践教学，以锤炼学生的专业技能。

除了开展校内实训外，还积极参与各类专业比赛，

通过以赛代练的方式对学生进行专业技能的实践

锻炼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参赛不仅让学生实践

能力得到了锻炼，同时也建立了与业界的联系，对

提升学生专业技能极为有利。

中国西部国际电影节由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

会、中国国际影视文化交流促进会、中国影视艺术

协会、美中文化交流促进会、美国丝绸银幕亚洲电

影节联合主办，是国内影响重大的电影节和中国西

部地区最负盛名的电影交流平台之一，颁奖盛典每

年在西部十二省市轮流举办。

（本报记者韩新愚通讯员苏光鸿）

手工制作是小学美术课程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能最大限度地开发孩子们的合作、

创新能力。它的直观性、形象性、灵活性都

比较强，对于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和创

造精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创新引导方式。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陈旧的教学模式

极大地局限了孩子们的思维，影响了美术

手工课的效果。从实践看，只有因地制宜

巧妙地把课堂还给学生，启发引领孩子们

愉快地投入课堂才能实现教学模式灵活

化，才能推动课堂教学效果最大化。比如

在学习《漂亮的建筑物》一课时，首先借助

多媒体展示各种建筑物的造型，引导学生

观察其外形、颜色特点，同时展示几件“建

筑物”的作品，引导学生大胆想象、求新求

异，运用自己带的材料，制作出造型各异的

建筑物。这样为学生提供了材料上的空

间、造型上的空间和功能上的空间，学生就

能制作出造型各异、与众不同的建筑物，同

时又让孩子们体验一次当设计师的滋味。

创新练习方式。针对学生手工作品没有

创新的问题，倡导小组合作学习，加强合作联

系，增强学生的想象力。比如在学习《摆花

样》时，把小组成员每个人课前准备的物品合

在一起，弥补学生个人所准备物品的单一，拓

宽学生的思路，给孩子们的创作提供条件。

在此基础上，采用小组合作的形式完成作业，

让想象力很丰富但动手能力较差的同学与制

作精细但思路狭窄的同学结成对子，由一名

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较强并乐于助人的学生

作为小组长，在小组活动中担当起“小老师”

的角色负责组织本小组的合作学习。

创新评价方式。提高课堂质量，关键

是始终让学生对课堂学习产生浓厚的兴

趣，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手工课学习

中适时对学生进行评价，从展示的作品中

找到闪光点，树立学生的自信心。在平常

的课堂教学实践中，可针对学生的个体差

异尝试采用分层评价：对优等生的独到可

表扬他“有新意”；对中等生的一般见解可

鼓励他“解答正确”；对学困生的见解有误

要以赞许的目光传递“你有进步”的信息。

同时，为激励小组合作，最后从卫生、纪律、

综合评选出最佳小组。总之，取长补短，拓

宽思路，让学生在快乐学习中认识自我，巩

固所学知识，锻炼新技能。

（邓州市花洲实验小学 周俊盼）

师手记教
创新引导提升手工课质量

近日，固始县泉河铺镇党委、镇政府心系贫困

大学生，积极采取多项措施，为贫困大学生解决学

费问题。一是广泛宣传。大力宣传各类救助政策，

让每一位贫困大学生及时了解各种救助信息，及时

申报办理各项救助手续。二是全面摸排。核实各

类贫困大学生底数，及时进行助学资金申报。三是

做好服务。积极帮助贫困大学生家庭办理各种入

学手续，出具各类救助所需证明，为贫困大学生取

得救助资金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四是积极动员镇

内企业单位、成功人士等为贫困大学生奉献爱心，

争取助学资金。截至目前，已为8名贫困大学生筹

集救助助学金1.8万元。 （陈世仁）

回老家，妹妹专程买了些煎饼让我带

给女儿。煎饼，让我想起成长的过往。

那时做煎饼，极少数条件好的人家套

上毛驴拉磨，既省劲又方便，我家没有毛

驴，都是母亲披着星月起来推糊子。烙煎

饼的工具几乎家家必备，一盘直径一米有

余的铁鏊子，上面平整光滑。还有劈子，是

用竹片子刮出来的，油簿子是专门沾点菜

油擦鏊子的，防粘在鏊子上揭不掉。

烙煎饼是技术活儿，要求煎饼糊磨得

要细、稀稠适度，还在于用心烙制。农家妇

女如果不会烙煎饼，别人就会说她笨拙。

我母亲做活仔细，能烙一手薄如蝉翼、厚薄

均匀的好煎饼。

那年月，煎饼可以看出家庭条件。条

件好一点的，用些小麦另外再加些花生和

大豆等杂粮，条件差一些的就只能用红薯

干等粗粮烙煎饼。我家当时比较困难，很

少吃上香喷喷的细粮煎饼，所以烙出来的

煎饼吃起来拉嗓子，很难下咽。

读到初中时老家才逐步普及了打面

机，母亲不再起早贪黑地推磨了。除了烙

煎饼之外，还可以把地瓜面、玉米面团成面

蛋在鏊子上滚煎饼。后来家里形势逐步好

转，母亲有时也烙煎饼，而更多的是沓一卷

菜煎饼，用时鲜青菜做馅，不外乎韭菜和白

菜心，撒点咸盐和辣椒面，再往鏊子上正冒

热气的铺底煎饼上抹一层炼好的白猪油。

吃上两截子热腾腾的、味道鲜美的菜煎饼，

喝口白开水，这顿饭也算美餐。

马克·吐温写过一本书，叫《王子与贫

儿》，由于偶然的巧合，面貌相似的王子和

乞丐因互换衣服从而导致了命运的颠倒。

生活在对方立场上的两个少年在此期间懂

得了很多东西。王子深深了解了民间疾

苦，乞丐也体会到了统治一个国家的艰

辛。我想王子应该会感谢上天的这一次安

排，因为借了一段苦难让自己的心灵渡到

了另一个彼岸。

有一些苦是应该尝尝的，比如烙煎

饼。有时，人内心的苍白需要靠苦难来医

治。 （郑州市铁路局刘福田）

忘故事难 从烙煎饼想到的

近日，河南工学院电子系的青年志愿者们，利

用暑假时间来到延津县的田间地头，对延津县主要

农作物的生产状况和产量等进行调研学习，并利用

无人机为困难农户免费喷洒农药。

据了解，该校电子系的青年志愿者们提前在

校内进行了理论培训，之后在新乡某无人机公司进

行无人机的组装和操作培训，培训后同学们可以熟

练操作农用无人机。

河南工学院无人机支农服务团到达延津县

后，在当地高优聚增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带领下

对主要农作物进行了调研。调研后，为了让农户更

加了解无人机，服务团组织了一次科技讲堂，对农

户关心的农地所需的喷洒面积、喷洒一次所需的成

本、不同天气喷洒农药的效果等问题一一作出了回

答。实践活动给学生们提供亲身参与的机会，既锻

炼了自己，又帮助了困难农户。这次暑期实践积极

响应了以“青春建功十三五·携手共筑中国梦”为主

题的暑期“三下乡”活动，而河南工学院电子系无人

机支农服务团也是河南省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活动的重点团队。

（本报记者马丙宇通讯员陈秀娟）

河南工学院

携农用无人机下乡支农

固始县

救助政策帮扶贫困大学生

春天，爷爷在菜园的旁边

种了几颗葵花籽，期待到了秋

天能长成圆盘似的向日葵。

一场春雨过后，葵花籽从地

里拱出几簇黄色的嫩芽，十分纤

弱。过了几天，嫩芽舒展开来长

成了叶片，起初像铜钱，后来像

巴掌，最后越来越大，居然长成

了芭蕉叶大小。葵花的茎也越

来越粗、越来越壮，从最初的细

细矮矮猛窜得竟比我还高。

正当我惊叹于它强大而旺

盛的生命力之时，突然有一天，

我发现它的顶尖长出了一个花

苞，细如针尖，几乎微不可见，

此后花苞疯长 ，直到长成鸡蛋

大小。又过了几天，花苞开始

破裂，一天天地终于舒展开了

它的笑颜。再看这长成的花

朵：花瓣细腻柔滑，娇艳欲滴，

风一吹，宛若女子展开纤纤玉

臂翩翩起舞，真是妙不可言。

渐渐地，我发现向日葵与

别的植物的花朵不一样，它的

笑脸总是向着太阳盛开，就是

刮风下雨也不例外。因为太阳

是从东到西转的，向日葵也跟

着太阳一块扭头，扭头的角度

足有180度，怪不得人们都叫

它向日葵。一天，我好奇地问

爸爸：“向日葵为什么向着太阳

开花呢？”爸爸说：“向日葵花盘

下面的颈部的地方，含有一种

叫植物生长素的物质。这种物

质有加速繁殖的功用，但却具

有厌炫光性，每遇到光线时便

会躲到背光的一面。所以太阳

升起时，向日葵颈部便马上躲

到背光的一面。所以，看起来

整棵向日葵就向着太阳的方向

生长开花了。”“哦，原来是这

样。”

看着这与众不同的向日

葵，想着秋后就能吃到甜甜的

瓜子，我这心里甭提有多美

了。这可正是：青青园中葵，朝

露待日晞。阳春不德泽，万物

生光辉！

辅导老师点评：文章笔触细

腻，语言生动且朴实自然。不难

看出，小作者对向日葵的生长过

程进行了长久细致的观察。文

章层次感极强，充分表现出小作

者极强的观察能力。通过对向

日葵的叶、茎、花三方面的描写，

把向日葵的整个成长历程清晰

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尤其是对

向日葵花朵的描写，运用了贴切

的比喻手法，给读者以美的感

受。另外，小作者跟爸爸的对

话，从科学的角度揭示了向日葵

向日的秘密，不仅让人增长了见

识，同时还使人感受到了植物王

国的魅力。

9月8日，在汝州市大峪镇的教师节表彰会上，

来自临近的米庙镇群众刘亚峰从该镇领导手中接

过1000元奖金，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据她介绍，在

这次表彰会上，像刘亚峰这样领到奖金的学生家长

共有15名，学生均为2016年汝州市前300名中招

考生。

在第3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汝州市大峪镇隆

重召开庆祝教师节暨优秀教育教学先进单位和先

进个人表彰大会，对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共

颁发奖金14.5万元，这是该镇历年来奖励资金最多

的一次。

近年来，该镇狠抓教育教学质量，形成了无私

奉献、科学高效的教学氛围，涌现出李爱红、任遂

木等优秀教师连续7年中招成绩在汝州市排名第

一。大峪镇优异的教学成绩不仅让本镇学生受

益，也使周边乡镇乃至登封、禹州等市不少励志成

材的学生慕名前来求学，在汝州市形成了“大峪教

育”独特现象。特别是2016年中招考试中，大峪

镇211名考生中有132名被汝州市一高、二高、实

验高中录取，平均升学率为62.7%，较上年提高2

个百分点，在全市54所中学综合评比中，单科成

绩有12个学科排名全市第一，13个学科排名全市

第二，7个学科排名全市第三。中心校综合评估

排名全市第一，大峪二中、大峪一中综合评估在汝

州市各初中学校中排名仍居全市第一、第二的位

次，该镇小学成绩也在汝州市遥遥领先于其他乡

镇街道。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李伟恒刘军严)

汝州市大峪镇

14.5万元奖励“教育功臣”

一 束 鲜 花 带 着 祝

福，一支精致的水杯寓意

着健康，这些被叫作祝福

小精灵的礼物在教师节

之际飞进了商丘师院的

教室。同时，商丘师院大

通社利用校园官方微信

平台“青瞳”，定制教师节

特别栏目“表白墙”，征集

全体在校学生的表白。

另外，社团还通过张贴海

报提醒同学们于教师节

之际勿忘师恩，为老师送

上鲜花和温馨的祝福，表

达学生对老师的感恩之

情，创造了浓郁温情的校

园文化氛围。

李辉陈贝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