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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州市穰东镇，只要一提及市人大代

表、“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郑绪惠的名字，无

人不夸她是“来自仲景故里的爱心使者”。

郑绪惠今年44岁，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女

强人。她精明能干，不仅在服装行业是一位

强者，而且在生活中是一位富有爱心的人。

平时，郑绪惠一听说哪里有急需帮助的人

就会立即伸出援手，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

2012年10月29日，她从电视新闻节目中听说

由邓州“编外雷锋团”和邓州市爱心协会牵头，在

邓州市古城广场举行为陶营乡的白血病产妇吴

英捐款活动的消息后，立即租了一辆大巴车，让

全厂60多名员工和她一起乘车到活动现场捐

款。在捐款回厂的路上，司机小王问郑绪惠：“郑

董事长，厂里活那么忙，您一个人代表大家献点

爱心就可以了，何必要大动干戈、兴师动众呢？”

听了小王的话，郑董事长语重心长地说：“这次捐

款活动与平时可不一样，我们帮助的不仅仅是

一个患病的妈妈，而且还有一个即将出生的祖

国的下一代呀！”郑董事长的一席话，让小王和

同车的员工们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前不久，郑绪惠听说乡下还有一些孩子

面临辍学的困境，这让富有爱心的郑绪惠心

中很不是滋味，她很快萌生了当贫困孩子的

“代理妈妈”的想法。她先后多次深入基层学

校，在全镇范围内寻找特困学生。最后，她根

据实际情况从中挑选3名学生为首批救助对

象。随后，她简单举行了一次结对认亲仪

式。仪式上，郑绪惠以“代理妈妈”的身份，给

每个受助对象发放了1000元资助款和一份

学习用品，并承诺从今年开始除了一年一度

的资助款外，平时还会不定时地给孩子们购

买图书、衣服、学习用品等，还会在节假日带

孩子们外出参观旅游。资助活动将持续开

展，直到孩子们完成最后的学业。

在和学校的孩子们亲密接触的过程中，郑

绪惠与孩子们的感情越来越浓厚。平日里，她

除了给孩子们交学费、交生活费、买衣服、购买

学习用品外，还常年坚持给孩子们订阅多种报

刊，使孩子们在享受充裕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能

畅享郑阿姨送给他们的宝贵的精神食粮。

郑绪惠说，她很想把全镇所有家庭特困

的学生都予以资助，但限于个人的力量有限，

首批暂时资助3名，今后她会逐步加大救助

力度和增加资助名额，力争为穰东教育事业

的发展和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作出更大贡献。

愿像郑绪惠这样的爱心使者，在社会上更多

地涌现出来。 （高峰）

回忆是座巨大的古城

它藏着我们的过去

里面没有套路没有虚伪

我还是过去的我

笑容灿烂 神采飞扬

我小心地藏着过去的我

把它封闭在城墙之内

如若可以

请不要打扰那座城

不要发现藏匿的

关于我的秘密

他们如同呼吸一样

安静地躺在里面

那里是属于我的秘密花园

包裹着青色的藤蔓

和大片大片金黄色的麦田

梦镜

我躲在巨大的玻璃花园

时光染上花国的颜色

一抹暖黄 给人力量

多么期待一只兔子奔跑而过

追随它掉入黑暗洞穴

开启梦游仙境的奇异乐章

我知道梦境外是郑外桃源

辅导老师点评：喧嚣浮躁的社

会，“压力山大”的考试，却无法阻止一

个少年对美好童真和自由天性的追

寻，这种追寻，呈现出与现实的矛盾而

交织着的奇幻色彩。在电影《盗梦空

间》中，“造梦师”柯布和他的妻子亲手

建造了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一座城，

在那座城里独有他们牵手漫步、相知

相守。而这首诗，小作者运用象征手

法，也将回忆幻化成一座城，在这座城

里，藏匿着“我”的过去。而这个“我”

却不希望轻易被人打扰，只希望独享

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而这份美好如

同温暖的港湾，如同能量的加油站。

为弘扬尊老爱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提高郑州大学学生的道德素质，日前，

郑州大学校团委领导的郑州大学青年志愿

者协会集中开展了“敬老爱老”月系列志愿

活动。

在郑州大学新校区家属院“盛和苑”活

动现场，老人们在身着“郑州大学青年志愿

者”红色服装的郑大同学的引导下在健康

保健角测量血压，之后又为老人送上了精

彩纷呈的文艺节目。健康保健角的志愿者

大多是基础医学院的学生，他们平时会通

过一系列的志愿活动发挥专业特长服务老

人。梨园角前聚集了一大批老人，来自梨

园社的同学在为老人们演唱各类剧种，老

人们听得着了迷。同时，活动现场还设有

书法角、趣味灯谜角以及创新的茶艺角等，

这些都深受老人欢迎。

据了解，在敬老爱老月期间，郑州大学

17个院系或校级志愿服务队，共去福佑山

庄、石佛敬老院、马寨康乐敬老院等志愿服

务基地14处，共计发动志愿者712人次，服

务群众2000余人次。 （冉宇欣）

前些天，笔者下班乘公交车回

家，经过实验小学东区分校区时有

十几个孩子上车，司机看到这些小

学生忙叮嘱他们注意安全。然而这

群孩子嬉笑打闹，压根没把司机的

提醒放在心上。一路上，虽然司机

多次提醒这群孩子，可是他们依旧

打闹，还接连撞到好几个乘客。

车辆行驶中，遇到转弯或是加减

速时人很容易摔倒造成伤害，更何况

这些孩子还在车上打闹。这样无视

乘车安全的行为笔者见到很多次，曾

有老人在行进的车上给两三岁的小

孩喂面包，还有学生在乘车时两手脱

离扶手站在车上写作业。

如果孩子乘坐家用汽车，好多

家长都会给其配一个质量合格的儿

童座椅，让孩子系上安全带，不让他

们在车内随意做一些危险的动作。

然而，当他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

孩子的乘车安全家长是否放在心

上，有所关注呢？

有资料显示，交通事故已成为造

成我国14岁以下儿童死亡的第一原

因。其实，正是家长的“想当然”与侥

幸的心理，纵容了孩子的一些坏习惯

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无形中提高了

他们伤害事故发生的概率。

笔者认为，让孩子安全乘车是

家长的责任。为了保障孩子乘车安

全，安阳市曾大力打击过“黑接送

车”，还成立了由第三方运营，为不同

中小学校学生提供服务的公共校车

公司，并在每辆校车上配有一名司机

和一名照管老师。如果孩子们可以

乘坐硬件设施符合标准，有专人照管

的校车上下学，那乘车安全就有了一

定的保障。即使没有条件让孩子乘

校车上下学，家长也应该在平时多对

孩子进行安全教育，设法了解孩子乘

车过程是否安全，不要在出现问题后

追悔莫及。

安全大于天。关注和保障学生

的乘车安全不仅是家长的责任，也

是全社会的责任，需要各个方面共

同配合。 （安阳高倩）

近日，商水县教育系统书法爱好者在一起练笔交流。近年来，该县提出建设“人文商水、特色商水、平安商水、健康商水、生态商水”

的目标，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全县上下呈现出一派人文书香之美。 赵永昌 摄

□郑州实验外国语中学八（7）班闫旭

辅导老师郜晓霞

我是一个平凡的女孩，学习刻

苦但成绩却不出众，就像一棵无人

知道的小草躲在偏僻的角落无人

欣赏。在小学阶段，数学是我的短

板，毕业考试仅考了78分。整个暑

假我都在补习数学，但入学分班考

试居然没有考及格，连续两次考试

的失败让我对数学产生了莫名的

恐惧。我甚至怀疑我可能天生缺

乏理性思维的能力。

进入初中后，第一次数学周测

我只考了70分，可班上有十几个

100分。我看着卷子眼泪在眼眶

里打转。下课了，我无精打采地趴

在桌子上，脑海里反反复复都是那

让人不满意的分数。

“姚菡莹。”有人叫我。我抬起

头看到班主任陈老师站在我的面

前。他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很年轻，

像大哥哥一样关心我们爱护我们。

“一次测验说明不了什么，不要灰

心。你在数学方面缺乏自信，你要

相信自己。”从小到大，我一直都觉

得自己是一只丑小鸭，没人说我有

天赋。顿时，我的眼泪涌出眼眶，在

心里我暗暗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努

力成为优秀的学生。”

那次之后，我不敢懈怠每一门

功课，不敢耽误课堂的每一分钟，

我睁大眼睛看着黑板，认真聆听老

师讲的每一句话。节假日，我抽出

大把的时间写作文、做习题、背单

词。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一

次月考中我的数学考了90分，总

分名列全班第一名，成为班里进步

最大的一名学生。

陈老师让我在班会上与同学

们交流学习经验。这对我来说是

多么大的鼓励啊！要知道，这是我

成长中的第一次“露脸”。这标志

着我的中学时代有了良好的开

端。我写了满满五页的发言稿，妈

妈说，这不像经验交流而像是自

述。可妈妈不知道，这是我之前那

么多天的努力和不放弃换来的果

实，我想和同学多多分享。

终于盼来周五下午的班会课，我

激动得有点“坐立不安”。当老师叫

到我的名字时我大胆地抬起头走向

讲台，我先向老师深深鞠躬，又向同

学们鞠了一躬。这件事过去两个多

月，可我一直记得同学们眼神里的肯

定和支持，也有一点点羡慕和敬佩。

打那以后，我的性格里多了自

信，也有了清晰的理想，我从一个

只会低着头走路的小女孩变得阳

光开朗起来，也爱笑了。我感谢我

的老师，他擦亮了我心里那盏本来

暗淡无光的灯，有了这盏温暖的

灯，我也更加坚定了我前进的方

向！陈老师，谢谢您！

辅导老师评语：一个善感多思

的女孩通过一件平常的小事写出

自己最深刻的人生体验。文章感

情真挚，语言流畅，心理活动描写

得真实而到位。

那次我考了第一名
□三门峡市第二中学七（3）班 姚菡莹

辅导老师王琼

育时评教

让孩子安全乘车是家长的责任

郑州大学
“敬老爱老”月
志愿活动受好评

日前，信阳农林学院承办的2016年河南

省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培训工作已完成，

共举办了10期，分别对周口、平顶山、漯河、南

阳、信阳等地的15个县（市、区）的基层农技人

员开展了培训，共培训学员850余名。

为提高培训实效，信阳农林学院选聘

了以知名专家、教授为主体的师资团队，按

照学员当地主导产业发展的技术和人才需

求，结合农技人员数量、专业水平和专业结

构等实际情况，通过技术理论和实践教学

相结合的方式，学习了现代农业、农产品质

量控制、中草药经济种植等相关新知识、新

技术。培训活动紧紧把握当前现代农业发

展形势，创新培训形式，采取不同市地、不

同县区异地编班，混合上课，让学员们分享

农技推广中好的经验和做法，加强同行之

间的相互交流和促进。（岳宝华徐大伟）

信阳农林学院
完成2016年基层农技
推广人员培训

周口师院作为一所地方本科高校，近年来

以建设智慧校园为切入点，大力发展校园新媒

体，构建了以学校官方微博为主导、以38个二

级单位微博为骨架、以322个班级微博为支撑

的校园微博矩阵，校园主流舆论场初步形成，

实现了校园微博一呼百应、同步发声、互联互

动、同频共振的校园微博舆论场格局。

首先，组建五级微博团队。组建一支对

微博有研究的高素质专业化队伍是管好用好

校园微博的基本保证。周口师院通过精心设

计，层层选拔，组建了五级微博团队，一是学

生教育管理服务等职能部门的老师；二是经

过舆情处置培训的网络评论员；三是对大学

生心理、法律法规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四是与

学生广泛接触的思想政治辅导员；五是思想

觉悟较高的高校学生干部代表。

其次，形成有效工作机制。周口师院微

博团队定期会商网络热点及舆论关注点，充

分利用微博“关注”功能加强对大学生思想动

态的把握，充分利用微博转发功能畅通对核

心价值观的宣传引领，充分利用微博评论功

能，加强对大学生思想动态的及时引导，牢牢

掌握通过微博开展大学生教育引导的主动权。

再次，培养微博“意见领袖”。周口师院

每年开展“寻找校园大V”活动，对校园微博

发挥重要作用的“意见领袖”群体进行培训教

育，定期举办“校园大V”沙龙，凭借他们长期

积累的感召力影响更多青年学生，引起大学

生的共鸣，引导校园舆论走向。

最后，用好“议程设置”功能。周口师院

官方微博围绕招生、就业、后勤服务等大学生最

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通过“议程设置”功能，

引导舆情热点话题的重新构建，引导他们对事

件多角度分析，提高其对言论真伪的辨析力和

对错误舆情诱导的自觉免疫力。对学生反映的

问题给予及时反馈并报送相关部门处理。对学

生广泛参与的校园活动通过微博进行直播，提

高学生的关注度，逐步把大学生注意力吸引到

教育工作者所希望达到的方向。

高校作为引领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

教育阵地，要主动面对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细

致研究微博等新媒体在大学生教育引领中的

重要作用，才能牢牢把握学生教育的话语权

和主动权。 （周口师范学院 苏光鸿）

高校官方微博的教育引导功能及其实现路径
周口师院尽“微博”之力引领青年学生成长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各种新媒体工具应运而生，当下，我们已经进入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微时代。根据《中国教育政务发展报告》统计，截至2016年12月31日，微博

累计了5200万学生群体用户，精准大学生用户达到1350万，高度活跃用户占比70%；有3.5万个高校社团进入微博平台组织开展活动；1168所高等学校开通了官方微博，累计

粉丝量2725万，累计发博量310万条。微博俨然已成为高校新媒体传播的标配。在“人人都是麦克风”的微时代，如何充分利用微博传播速度快、受众范围广、结构稳定、互动性

强的特点，发挥微博的教育教学和价值引领功能，已成为各高校必须面对的新课题。本文以周口师范学院官方微博为例阐述高校微博教育引导功能的实施路径和具体举措。

微博作为一种新媒体交互工具，集合

了手机短信、社交网站、博客和即时通信

工具等四大产品的优点，具有融合性、草

根性、便利性、互动性、碎片化、裂变性、黏

合性等鲜明的传播特性。高校微博除了

具有普通微博所具有的诸多基本特点之

外，还有自身特性。与其他行业微博相

比，高校官方微博受众群体主要是高校青

年教师和学生，具有人员密度大、文化程

度高、兴趣范围广、对周边事物敏感、个性

强、思想活跃等特点，同时具备独立思考

的能力和自主意识，不易受到外界和其他

舆论的影响。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个

人言论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高校的

校园舆论环境呈现更加复杂的态势。高

校官方微博的受众群体，是国家未来的栋

梁，宣传导向正确与否，不仅影响着新时

代大学生对信息的接受能力、理解能力、

分析能力，更加关系着对高校大学生人生

观、世界观的科学引导和塑造，可谓任务

更加艰巨。

高校官方微博的教育引导功能是指高校

充分利用微博的便捷、融合、图文并茂等特

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揭露

和批判社会上不良的社会思潮和落后的思

想观念，消解和扭转当前不良的社会风气

和思想趋向，弘扬正气，彰显真善美，展示

人性的光辉，唤起大学生内心深处的美好

情感，为大学生所感知、认同并进而接受，

使其内化为大学生自己的思想意识，不断

强化大学生的是非观，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

通过价值凝聚功能实现教育引导。微博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以信息发

布、转发功能为依托实现信息的首次传播和

裂变传播，完成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

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正气的思想文化的作

用，适时发布、广泛分享对大学生起到思想引

领作用的理想信念、道德礼仪、法律常识、学

习方法、身心健康、职业规划、求职技巧、公益

慈善等内容。在社会热点事件发生时，学校

官方微博旗帜鲜明并且正确地开展舆论引导

工作，用学生易于接受的话语及时发声，有效

促进青年学生彼此之间达成认识上的一致和

行动上的统一，通过价值凝聚实现教育引导。

通过价值激发功能实现教育引导。一种

价值体系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它就会变成动

员社会成员、强化纪律和维护社会控制的手

段。青年学生学习成长的各个阶段一直伴随

着思想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

育等，在这种教育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种子已经融入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中，

成为他们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的精神指南。微博在当前青年学生生活中除

发挥信息交流媒介作用外，更是承担了建构

社会影像、引导价值认同的作用，高校官方微

博正是以一种学生喜爱的传播方式去激发大

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是非观。

通过价值强化功能实现教育引导。在网

络舆论环境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背景

下，大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仍有欠缺，

绝大部分学生对事件的判断都比较依赖媒

体，容易出现许多人云亦云的现象和从众心

理。高校官方微博充分利用微博的时代性、

创新性、便捷性等特征，充分发挥微博新媒体

的互动和情感交流功能，将学校最新发生的

事件、国际国内动向及时传播出来，让大学生

参与到讨论中来，积极思考，从而产生新的认

识和理解，进而强化了自己的社会主义价值

观。

通过价值内化实现教育引导。自我教育

作为学校德育的一种方法，要求教育者按照

青年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予以适当的指导，

培养青年学生的道德判断力，能够明辨真伪、

善恶和美丑，并善于坚持自己正确的思想言

行。高校官方微博通过文字、图像、音乐等视

觉和听觉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

给大学生，大学生在视觉和听觉的享受过程

中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并内化为个

人的思想意识，从而外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

一、髙校官方微博的特点及教育引导功能

二、高校官方微博教育引导功能的实现路径

三、加强高校微博教育引领功能的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