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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宝市第二小学樊轶鑫

手指王国的故事

进院校走

育时评教

陪伴是对父母最深情的告白

三门峡陕州外国语学校

研学夏令营提升办学内涵

片新闻图

只要犯罪分子进入银行犯罪，自动装置就

会偷偷报警，而且犯罪分子根本无法知道。这

就是商丘师范学院大三学生柳凯的发明——

城市安全联网防控系统。凭借这项发明，在创

新设计项目答辩会上，“发明达人”柳凯荣获一

等奖。

走进柳凯的实验室，桌子上满满地摆着他

制作的电路板、试验仪、装有各种芯片的元件

盒、单片机等零件，而标有“中国银行”、“中国金

店”、“仓库”、“接警中心”字眼的城市安全联网

防控系统模型和电脑整齐地摆放在另一张桌

子上。

在实验室里，柳凯介绍了防控系统的功

能。他说，红色按钮属于常用报警触发方式，而

最具看点的是5秒脚踏暗报警和玻璃破碎即刻

暗报警。柳凯反复对“中国银行”防控系统进

行了情景模拟、试验，并对系统逐步人性化完善

设计。该设置为接警中心省去了查找监控的

宝贵时间。如果城市范围大，监控数目较多，也

能迅速找到事发地点，非常灵敏。考虑时间因

素，柳凯还设计植入了夜晚防盗模式。在这个

模式中，他首次实现了时钟与报警器的结合。

据他介绍，仓库内装有人体传感器，下班时管理

员回到自己的房间后一键打开布防，一旦夜晚

有人进入这个区域，检测器就把信号发送给智

能时钟，产生不正常闹铃来提示管理员。

时钟与报警器的结合实现了对仓库物品

的无人看管，而且这个装置还适用于城市的各

种重要场所，例如古玩店、博物馆展览等场所。

“装置的调试要求很精确不能出一点差错。每

次都需要对四个子系统进行调试，无误后再调

试模块，工作量很大。这要感谢李晓伟和孙春

志两位老师在装置发明过程中的专业指导。”柳

凯说。

发明种类各不相同，但发明家的故事却大

致相同。平常喜欢搞小发明的柳凯是商丘师

范学院电子电气工程学院同学眼中的“技术大

神”。从进入大学以来柳凯勤奋刻苦整天泡在

实验室里。课余时间他积极参加学校的创新

设计项目和家电维修社的工作。3年时间,他

掌握了电路仿真、单片机应用、电子电路PCB

加工工艺等技术，个人申报了智能餐厅等创新

项目。今年8月，柳凯参加了全国大学生电子

设计竞赛。“如果这个项目能够推广，将会降低

犯罪率，保障工作人员的安全。下一步将打算

成立专门团队，引入资金，真正将这套系统推向

社会服务社会。”说到这儿，柳凯充满自信。

（本报记者韩新愚通讯员陈贝贝毛雪峰）

从前，有一个手指王

国，其中有五个手指公子，

他们分别是大拇指公子、食

指公子、中指公子、无名指

公子和小拇指公子。当然，

手指王国也有一个国王，那

就是手掌国王了。一直以

来，手指王国的五个公子都

很和睦相处，生活过得安详

幸福。

可是，有一天，王国里

不再安宁了。原来，五个手

指公子为了一件小事吵了起

来。大拇指抖了抖胖乎乎的

身子说：“我的力气最大，我

最有力！”话还没说完，食指

很不服气地说：“哼！写字的

时候还不是我帮助你才写出

那么多的字？我才最有用！”

秀气的中指撩了下额前的一

绺头发后，说：“我才不想和

你们吵呢！不过，到头来还

是我最有用！”

无名指和娇小的小拇

指也愤愤不平地说：“要不

是我们，你们拿起一块石头

都费劲呢！”就这样，五个公

子喋喋不休地吵着。突然

手掌说：“就是！你们需要

团结干什么事才能成功！”

谁知，大拇指说：“哼！谁想

和他们合作！”“就是！”食指

又接了一句。这时手掌又

发话了：“行，既然你们不想

合作就各自去生活吧！”话

刚一说完，五个公子立马就

不见了。

刚开始第一个星期还

好，但是到了第二个星期，

五个手指都缺少了自己的

伙伴，没了伙伴的帮忙，他

们好几天都没有吃成饭。

一天，五个公子相遇了，他

们抱在一起痛哭流涕：“当

初真不该那样说对方，团结

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们

各自回到国王那里，诚心诚

意地道歉：“父王，我们知道

错了，团结才是最重要的。”

后来，手指王国又像从前那

样和睦幸福了。

辅导老师点评：这是一

篇童话。文中讲述了手指

王国中五个手指公子，由开

始的争吵而分裂到醒悟，再

回到各自的位置重新合作，

最后又像从前那样和睦相

处的故事。文章层次分明，

语言生动形象很有说服

力。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小

作者想象力非常丰富，以对

话的形式分明地表现出每

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同时又

自然而然地将故事推向高

潮。文章结尾点明题意，让

读者回味无穷。

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即与之化矣。环境对人的成长有潜移默化的作

用，人成长于家庭，可知家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

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谈及家庭，不得不提

的就是其中蕴含的家风，良好的家风如芝兰，在

它的熏染下成长的人也必然有着芝兰般美好高

洁的品质。

家风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沿袭下来的体现

家族成员精神风貌、道德品质、审美格调和整体

气质的家族文化风格。家风的形成往往是，一

个家族之链上某一个人物出类拔萃、深孚众望

而为家族其他成员所敬仰追慕，其行佳言便成

为家风之源，再经过家族子孙代代接力式的恪

守祖训，流风余韵，代代不绝，就形成了一个家

族鲜明的道德风貌和审美风范。一个好的家风

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家族的人或者说家庭

的人努力营造而形成的，其中可能付出了几代

人的心血。

家风往往体现在有德望的祖先定下的家

规家训中。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著作《颜氏

家训》，历代学者对该书推崇备至，视之为垂训

子孙以及家庭教育的典范。纵观历史，颜氏子

孙在操守与才学方面都有惊世表现，仅以唐朝

而言，像注解《汉书》的颜师古，书法为世楷模、

笼罩千年的颜真卿，凛然大节、以身殉国的颜

杲卿等人，都令人对颜家有不同凡响的深刻印

象。即使到了宋元两朝，颜氏族人也入仕不

断。可见，良好的家风对子孙后代的成才是多

么重要，颜氏家风便是那芝兰之室，幽幽芳香

陶冶子子孙孙，使一种优良品质百世流传恩泽

后人。家庭是孩子第一个启蒙的场所，若孩子

从小便沐浴着良好的家风，这样的品性即使日

后没有非常卓越的成就，也必然是个温润如玉

的君子。

家风是一笔财富，无法被替代，今天的我们

要做的便是继承和发扬优良的传统美德，与时

俱进，丰富内涵，助力中国国风变得更加纯正，

聚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早日实

现。“学以增智，学以立身”，把勤于学习作为培

育良好家风的常态任务。高尚的人格，美好的

操守，是一开始从家庭的熏陶、而后在学习和工

作的实践中长期培育而成。古往今来许多有识

之士，无不重视以文化人、以学治家，把个人的

修身立业与培养良好学习家风联系在一起。从

小就养成善学、爱学、勤学的习惯，才能不断陶

冶道德情操、提升气质风范，也才能避免陷入少

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古人说：

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我们不仅要做

勤于学习的表率，还要激发家庭中每个人的学

习兴趣、培养学习习惯，通过学习立身立德、增

智强能，这样也能使良好的学习家风薪火相传。

家风者，芝兰室也，久而不闻其香，与之同

化矣。良好的家风不仅对人的成才有重要作

用，对一个家族的兴盛也至关重要。由家而国，

在一个国家，如若良好家风蔚然成风，那么这个

国家的繁荣昌盛也必然指日可待。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张艺苇）

进入8月，许多准大学生陆续收到了大学

录取通知书。这些即将去远方求学的孩子难免

心情激动，他们怀揣着梦想与憧憬，渴望告别父

母远离故土，尽早踏上人生的新征途，开始丰富

多彩的大学生活。大学开学前的这个暑假，许

多人会与同学和朋友一起旅游、狂欢，即使待在

家里，大多数时间也是关在房间打游戏、玩手

机 ，但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多抽出些时间来陪

伴父母。

有人说，从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刻起，父母

只剩下背影，故乡只剩下冬夏。这看似伤感的

话，其实正是当代大学生的现状。一旦离开家

乡到外地求学，每年便只有寒暑假能够在家中

陪伴父母。大学毕业后，更是有一部分人会选

择留在大城市发展，与父母相聚的时间就更加

短暂、珍贵。

某所大学曾给学生上过一堂难忘的思想政

治课。课堂上，老师让同学们画了一张人生表

格，来计算他们各自在大学期间，还有多少时间

能陪伴父母。表格按照人的平均寿命为75岁，

一年12个月计算，就是900个月，在表格上用蓝

笔标出已经走过的年月，再用红笔标出自己父

母还剩下的年月。老师让同学们自己说每年陪

父母的时间有多少，折算成月份还有几个月，再

写在表格上。许多同学看到少得可怜的“陪伴

时间”，心情复杂。

龙应台的《目送》中写道：所谓父母子女一

场，只不过是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

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随着父母

年纪的增长，儿女与父母分别的时间就越长。

笔者认为，给予父母的，除了经济上的供养外，

更重要的是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的抚慰。

所以，即将离开家，远去求学的准大学生不

妨多抽出时间，在家为父母分担家务或做一些

能够宽慰父母的事，比如参加长辈们的聚会、亲

手烹饪一顿午饭等，出门在外也应常常与父母

联络，嘘寒问暖，表达自己对父母的感恩之情。

不单单是准大学生，对于所有人而言，都应

该珍惜当下，趁一切都来得及，及时行孝比什么

都重要。古人用“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

不待”来形容不能孝顺的遗憾。要知道，陪伴是

对父母最深情的告白。 （申昕）

“科技的魅力真是无穷，

我们不能安于现状应积极探

索……”三门峡陕州外国语学

校的学生在参加完暑期“探寻

文化奥秘，体验华夏文明”研学

夏令营活动后不由发出感慨。

8月6日至14日，陕州外

国语学校相继组织中小学优

秀学生走进古都西安进行了

为期五天的研学夏令营活动。

整个研学实践活动中，同学们

领略了西安的文化底蕴，体悟

了人文经典的丰富内涵，感悟

到了古人的进取精神。参观之

余，该校的学子们还充分发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行之

处做文明研学者，力所能及地

开展了“随手捡垃圾”、“为游客

提供帮助”，“为景区维持秩序”

等志愿服务活动，充分彰显陕

州外国语学校文明学子的风

采。

据了解，为促进学校跨越

发展，陕州外国语学校把学生

研学、教师研教作为提升办学

内涵的有力杠杆，通过富有学

习性、参与性的综合社会实

践，让学生了解华夏文明，增

强“学校发展我担责”的师生

归属感，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的过程中建立起系统的游学

课程，丰富生活经历，涵养人

文情怀，让学生全方位、多感

官参与到活动课程中来，不断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让同

学们走出课堂增长见识，锻炼

意志，激发潜能，这种研学交

流活动应成为外语学生培养

的常态。通过完善课程设置，

把研学活动打造成规范化、专

业化、课程化的品牌项目。”在

谈到今后学生发展和培养方

向时，区教体局副局长、该校

校长秦金朝如是说。

（本报记者 韩新愚 通讯

员辛博）

8月15日，灵宝市第四小学一年级“小星星”

中队的30名孩子来到河南振宇红色文化展览馆，

他们仔细参观着一件件珍贵的历史照片和遗物，

聆听着讲解员讲述的发生在灵宝的革命故事。

这是该校精心设计的“七巧板”暑期系列实

践课程之一。暑假开始，学校积极开展了以“美

德红”“清新绿”“儒雅蓝”等命名的“七巧板”暑

期实践活动。孩子们走进红色文化纪念馆、污

水处理厂、函谷关景区等地方参观，激发爱国情

怀，增强环保意识，更加热爱家乡；走进敬老院，

为老人们修剪指甲、理发、表演节目等，弘扬了

传统美德；孩子们来到乡村，参加除草、收核桃、

掐花椒、摘葡萄等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体验劳

动的艰辛与收获的喜悦。

多彩的暑期实践课程，在学校的精心组织和

家长的热情参与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二

年级李子墨家长激动地说：“我觉得今年的暑假

充实而有意义，让孩子不仅开阔了眼界，锻炼了

意志，还培养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我们要给学

校和老师点赞！”（灵宝市教体局郑毅张瑞华）

▶为让农村孩子尤其是留守儿童度过一个

安全有意义的暑假，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文

化站免费开展阅读、书法美术培训、舞蹈培训和

科学实践等活动，深受孩子们欢迎。

王毛生摄

辅导老师郑毅

为培养学生坚忍不拔的毅力、吃苦耐劳的

精神，立足“贴近生活，深入贫困家庭；贴近学

生，学会技能；贴近学习，加强阅读”“三个贴

近”，淅川县各级各类学校结合各自实际开展了

一系列的乡村体验活动。

活动期间，淅川县一小300多名学生及家

长在20多位教师志愿者和8位社会志愿人士的

带领下 奔赴该县盛湾镇土地岭村，开展“行万里

路实践之赴盛湾土地岭远足和访贫问苦体验”

活动。土地岭村有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石头

村，营员们通过参观通岳观、英雄渠、石头村、老

银杏树等，体验了一次难忘的乡村生活。寺湾

镇夏湾小学德育夏令营组织营员们走进农民家

中体验生活。营员们参观了贫困户精准扶贫项

目——香菇基地、莲藕基地，深入贫困户家中走

访调查，帮助贫困户拔草、施肥、浇水，帮助孤寡

老人铺床叠被，让孩子在活动中体现“粒粒皆辛

苦”的真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西簧

乡中心小学组织了远足暨户外野炊夏令营实践

活动，在提高学生的生活实践水平和环保意识

的同时还增强了学生团结协作的集体精神。

（淅川县教体局李雪山）

为有效发挥家庭、学校、社会的三位一体教

育作用，近日，由新野县关工委、教体局和新华小

记者新野组委会联合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家

庭教育报告会。 报告会上，特地邀请著名教育

家、演说家、天道文化教育集团创始人韩志方导

师，为广大学生及家长作了一场以《做智慧父母，

把孩子培养成财富》为主题的家庭教育讲座。

报告中，韩志方从人生的五大遗憾讲起，结

合当前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家庭教育中存在

的众多问题，引入众多经典具体的教育案例，用

幽默风趣、富有激情和感染力的语言讲述了智

慧父母要为孩子做好的五件事，并深入浅出地

讲述了如何有效培养孩子自信勇敢、追求梦想、

懂得感恩等五大能力，从而让家长明白了家庭

教育的出发点应遵从孩子的内心，同时进一步

找到激发孩子学习兴趣、鼓励孩子从优秀走向

卓越的方法，精彩而又实用的演讲引发了家长

们的阵阵掌声。现场互动环节，与会的家长就

自己家庭教育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请导师解疑释

惑。 （新野县教体局邓进林）

近日，鹿邑县7名参赛教师在河南省第二

届全省乡村教师优质课省级集中评选大赛中勇

夺佳绩，有6人获省一等奖，1人获省二等奖。

该县教体局采取乡镇中小学校、中心学校

分级评选推荐的方式进行，并组织专家评委采

取集中评审的方式最终确定7名教师参加全省

比赛。最终他们以出色的表现和优异的成绩展

示了县乡村教师队伍良好的专业素养和精神风

貌。据悉，全省乡村教师优质课比赛旨在通过

评选活动聚焦乡村教师，提升乡村教师课堂教

学能力，提高乡村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城乡教育

均衡发展。本次省级评选活动共有来自全省各

市（县）460余名一线乡村教师，经过前期3个多

月的县级、市级评选，层层选拔后推荐参加省级

评选。评选涵盖初中数学、初中物理、初中化

学、初中生物、小学语文、小学品德6个学科，竞

赛方式为模拟上课加答辩的形式。

(鹿邑县教体局冯伟刘旭）

灵宝市
七彩暑期实践
熏陶有为少年

鹿邑县
七名乡村教师
全省“练兵”获佳绩

新野县
家庭教育报告会
发挥三位一体作用

淅川县
贴近生活入乡村
访贫问苦学技能

近日，在2017年河南省

校园足球“省长杯”高中组男

子决赛中，固始县慈济高级中

学足球队以1比0击败两届冠

军得主永城市高中，在直管县

市组10个代表队中夺魁，获

得直管县市组冠军。

本届赛事由省教育厅、省

体育局共同主办，省校园足球

办公室、省体育局球类运动管

理中心、济源市教育局承办。

比赛中，固始县慈济高中足球

队不畏强手，发扬奋勇拼搏的

精神，在小组赛中先后战胜邓

州、鹿邑、滑县、新蔡四球队，

在半决赛中战胜兰考队，在决

赛中战胜永城队，以六战全胜

的战绩夺冠。

据了解，该校引进了台湾

慈济大学附属中学的静思语

教学法，培养广大学生学会感

恩做人，培育学生健全的公民

人格。2004年底，与台湾慈

济大学附中结成姊妹学校，成

为祖国大陆第一所与台湾慈

济大学附中结对的中学，

2005年首批晋升为“河南省

示范性高中”，并入围2017年

中国顶尖中学排行榜。

（王亚运）

固始县慈济高中

“省长杯”校园足球赛中夺冠

“发明达人”柳凯
商丘师院一名大三学生发明城市安全联网防控系统

家风者，芝兰室也

远去求学的准大学生即将离开家，不妨抽时间多陪陪父母

◀8 月 17 日是灵宝

市第五小学留守儿童假

期幸福实践日。本次假

期实践活动意在让留守

孩子学会自己整理房间、

清洗衣物、烹饪美食，增

强他们的动手能力，让他

们真正参与到生活实践

中来。

杨晓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