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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祝福

“文法学院李保国扶贫志愿服务小队”
支教活动有感
□ 文法学院 刘素文
为积极响应团中央“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的号召，
大力弘扬李保国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造福，我们“文法学
院李保国扶贫志愿服务小队”
8 名队员，
经过两个多月的精
心准备和三天的集中培训，于 7 月 18 日早晨 5 点 30 分准
时从学校出发，
前往秦皇岛市卢龙县滤马庄小学，
开展了为
期 10 天的以
“教育帮扶，
弘扬传统文化”
为主题的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
对于从小就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来
说，
乡村生活将会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而作为师范专业的在
校大学生，关注乡村孩子的学习情况、感受他们的生活方
式，并给他们带去先进的知识，提供给他们别开生面的课
堂，
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我们应该担起的责任，这
也是我们此次支教活动的初衷。
从着手准备的那天起，
我们
就深深感受到，此次支教之行将会是一次令我们终身难忘
的经历。
孩子及家长的信任给了我们最大的动力
报名通知发出后，我们几乎每天都能
收到家长的报名短信和电话。与我们素未
谋面的家长们发来了一条条长长的短信来
说明孩子的学习情况，希望我们可以多帮
助孩子。也有孩子自己打电话报名的，
从他
们稚嫩的声音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对知识的渴望与期
待，
这种期待，
也让我们从中获得了更大的动力。
启动仪式是上午 10：
30，但是许多孩子在早上 7 点多
就已经来到了学校门口等待我们的到来。当我们在学校门
口下车时，
家长们热烈地为我们鼓掌。100 多个孩子站在小
操场上，
顶着炎炎烈日等待了 3 个多小时，
我们很感动也很
心疼他们。启动仪式上，
我们送给每个孩子一支笔、
一个漂
亮的笔记本作为小礼物。他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支教第三天，遭遇罕见的暴雨，为保证孩子安全，我们
不得不临时决定停课半天。当孩子们得知这个消息后，
他们
一致表示不想停课，
哪怕下再大的雨也想来。孩子们的学习
热情让我们这些老师为之震撼和动容。
用真心拉近与孩子们的距离

下午的上课时间是 3 点，很多孩子 2 点多一点就到学
校门口等我们，
看到我们的到来他们都异常兴奋。
为了更好
地走进孩子们的内心，和他们成为朋
友，第一天下午我们先组织孩子们进
行自我介绍。虽然孩子们彼此早已熟
悉，但是当他们站上讲台介绍自己时
依然表现得十分扭捏和害羞。一个名
叫王欣艾的小女孩在自我介绍时由于
紧张竟然哭了，负责老师姚瑾拿出糖
果鼓励她，
并且亲了她一下。下面的孩
子们都很激动，大声说着：
“老师亲她
了！”
看着孩子们如此兴奋，
我们感觉
到，
老师的一份爱、
一点关心对孩子们有多么重要。打开孩
子们的心扉最需要的也正是这种关心、
这种爱。
我们经常会给他们讲故事，
讲外面的世界。虽然他们不懂却
都在认真地听着。杨文雅在给三
年级孩子上课时，视频前出现了
肯德基广告，孩子们用羡慕渴望
的眼神看着老师，问老师：
“肯德
基好吃吗？”当时老师心里一阵
酸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他们
灿烂的笑脸，澄澈的眼睛，心里
却酸酸的。同样是孩子，
同样是正值年少，
农村孩子吃的、穿
的、
用的、
玩的、
看的跟城市里的孩子简直是天壤之别。于是
我们启动了“阳光书屋”的计划，呼吁社会爱心人士为孩子
们捐书，以这样的方式尽我们所能为他们架起了一座知识
的桥梁。我们不知道自己能带给他们
多少，只期盼尽自己所能给孩子们的
童年添上一抹亮色。
教学中因材施教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几乎每
个班里孩子的水平都参差不齐，存在
着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学习好的孩
子接受能力很快，可以自己预习和复
习，
并且对我们的教学能做出积极的回应。
学习差的孩子则

理解能力较差，基础掌握不好，课堂上默默地坐在一边，对
我们的教学没有任何反应。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放慢速
度，多关注这些学习较差的孩
子，必要时进行一对一教学，用
极大的耐心，尽量让每个孩子都
学会课堂知识。
六年级的张蕊和王涵接受
较慢，在教学中老师就不断鼓励
她们，告诉她们静下心来稳扎稳
打。其实让老师担心的不是她们
接受能力的欠缺，而是因内向性
格所导致的难以启齿，不敢提
问。
好在老师坚持鼓励和引导，
终于有所成效。
到了第五天，
王涵在上课时主动告诉老师她哪题不会
做请老师讲解；第七天，张蕊更是在下课
时主动拿着课本来问题。我们不能教会他
们所有的东西，
不过我们衷心希望能引导
他们形成“不懂就问”的好习惯，
“授之以
鱼不如授之以渔”
，好的学习习惯才是最
重要的。
每个孩子都是可爱的精灵
美好的故事、
感动的瞬间每天都在上演。
孩子们每天来
得很早，有些孩子看到我们忙于备课，
就主动帮忙摆桌子、
扫地、
擦黑板、
整理物品。
还有的孩子买了糖送给我们，
非要
看着我们吃完才肯放心离开。二年级的孩子还没有做笔记
的意识，
可有一个名叫李勇燃的
小男孩却用自己方式记下了独
特的笔记。他用图画、
拼音和简
单的汉字基本上完整地记录了
老师讲授的关键内容。
下课的时
候他还偷偷递给老师了一张折
叠的纸，打开后是一幅他画的
画。
画上涂了明媚颜色的是他画
的老师。
我们知道这幅画在他的
眼中一定是最漂亮的。
我们相信：世界上每一个孩子都是最可爱的精灵。
不管

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
1966 年后就职于石河子大学、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任
教授，处长、系主任，社科评审专家、书法兼职教授、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石
河子大学书协主席，
河北省昌黎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现为中国楹联协会会员、
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榜书家协会会员、
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
高校书法家协会会员；受聘为高级书画师、
北京恒雅斋国际书画院副院长、中国
名家书画研究院院士副秘书长。
刘玉森在大学教学科研期间先后主持完成了 1 项国家课题和 6 项省部级
课题，
发表了以农村反贫困为主题的 100 余篇科研论文，
获得 3 项省级科技进步
三等奖。近期出版了专著《刘玉森书法篆刻选集》，
并获
“2008 中国收藏艺术精品
博览会”
金奖；
先后获
“为奥运加油全国书画大赛”
、
“《和谐杯》全国书法大赛”等
全国书画大赛 15 项金奖”
；
获《康熙乾隆 72 景诗碑文 122 米长卷》
“2008 中国收
藏艺术精品博览会”
金奖。获奖作品先后被录入《第八届中国钢笔书法大赛获奖
作品集》、
《中国书画名家博览》、
《当代书画名人四海新作大典》、
《当代书画家墨
迹大观》、
等近 20 部书画获奖经典编著。先后被授予
“助威奥运系列活动德艺双馨艺术家”
“德才兼备艺术家”
、
“当代书
、
画百强”
、
“国际最有影响力书画名人”
、
等多项荣誉称号。数百幅书法作品作为赠品赠送国家领导人、
国内外名人，
并被
中国书法博物馆、
沂蒙革命老区、
日本、
法国、
俄罗斯、
罗马尼亚等国内外收藏家收藏。

转眼之间，炎炎夏日已接近尾声，清爽的初秋已然

目光深刻的话语重

节日属于他，
有一份感激应为他而升华。他们有一个响亮的

燃 你遗失 的信 心；

—教师，
那个节日叫做——
—教师节。
名字，
那就是——

当你因疲倦孤单而

平凡岁月，
弹指一挥间；
风雨兼程，
留真情一片。我们还
记得冬日早晨顶着星星陪我们跑早操的班主任；带着早饭

的欢喜。带着青春的勇气走过一个又一个路口，
应对一
个又一个取舍抉择。青春给了咱们太多五彩的世界，

到来。
流年似水，
流走了我们太多完美时光。无论我们多

青春，风雨兼行，谁在乎付出多少，谁在意得到多

么虔诚地依恋的挽留它，把光阴以分以秒来珍惜，它却

少，当青春的江河奔流呼啸而过时，我只知道应扬起风

对我们的怜惜视而不见，
固执地前行。一晃眼，
青春已走

帆，
驶向更远的彼岸，
彼岸有你我未知的激情，
未知的目

远，
我们也已不再年轻。站在这天的路口，
转身回望，
一

标。依稀还记得，
在准备博雅辩论赛时我们紧张的心情，

路的脚印深深浅浅，
篆刻在过去难忘的时光……

当抽到
“狮子带领的绵羊团队强还是绵羊带领的狮子团

那年，
我大一。匆匆时光，
那些留在大一的无知，
天

队强”
的辩题时，
我们四个队友和教练一起挤时间，为了

真，
懵懂，
不时萦绕在我脑海中。当这些记忆涌上心头，

一辩稿子的立意，我们争执过，虽然我们烦躁过，气馁

我怀念的是这一年自己的成长。

过，但想到几天后要代表整个专业和对手打比赛，想到

大一的一整年如白驹过隙，那些年，愉悦和烦恼堆

台下还会有老师来看，想到这是自己的选择怎么能放

积在我们的心怀，
也让我们彻夜未眠。迷茫中把苦涩悄

弃，
于是我们开始拼命找材料，
真可谓头脑风暴。最后，

然咽下，一向到心沉底，笑一笑后每一天阳光还是那么

我们专业在这场比赛中输掉了比赛，
只是获得了博雅辩

的灿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自己在第三次学生会面

论赛的三等奖。我们知道辩论赛上我们有时表现不尽人

试中落选。
“难道我表现的不好?”
“难道我这个策划书部

意，
但我们乐在其中；
也许比赛的结果有时不太满意，
但

长没有看到？”
“难道这个游戏设计的不好”
那天晚上，
我

我们并未忘记奋斗。

自己很迷惘，没有想到开学的第 12 天我就受到了一次

大一的回声还飘荡在耳畔，
那种恋恋不忘的感觉终

否定。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却越来越感谢这次经历。因为

究难以割舍，
大一的成长成为我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

这三次的面试，我结识了很多知心朋友，因为这次面试

程山水。青春犹如衍生的季节一样，
不停的更换着年轮，

失利，让我知道每次胜利不是专为你自己准备的，因为

丰硕的羽翼和朝霞落日一齐成熟。大二，
我也成功竞选

这次落选，让我深知大学有多种可能，进入社团依旧可

了导助，
从新生见面会，
到学弟学妹军训，
从第一次组织

以锻炼能力。

开班会，到组织班委竞选……看到他们稚嫩的笑脸，
看

我站在大学的青春线上驻足凝望，喜欢它的自由，

直立，是他坚定的

在支教过程中，我们也渐渐意识到，除了学习外，孩子
们的心理健康也非常重要。那些不喜欢说话的孩子，
我们就
慢慢引导并与之谈心。
每当他们能够表达出自己的见解时，
我们都会及时给予鼓励。看到那些孩子渐渐开朗起来，
我们
也都为他们感到欢喜。
在和六年级张蕊的谈话中，老师得知她有一个年龄相
差很大的姐姐。姐姐在张蕊现在这个的年纪时学习很好，
而
张蕊现在的成绩却并不算理想，
因此总被妈妈不停地比较。
除了姐姐外，还有“别人家的
孩子”
。在不断的比较中，
张蕊
慢慢失去了曾经有过的自信
心，
性格走向内向。不过渐渐
地，
随着接触和交谈的逐渐增
多，
老师惊喜地发现她渐渐接
受了我们，像知心朋友一样，
愿意和我们分享心声了。
有一天课间休息时，二年
级一个名叫吴梓玥的小女孩
正看着书中夹着的爸爸妈妈抱着她的合照哭泣，泪珠一颗
一颗地滚落到照片上，
同时也灼伤了老师的心。随身携带着
父母的照片，
这是留守儿童严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他们封
闭自己、
拒绝沟通。同样还有一个男孩子叫陈洋楠，
他拒绝
去参加任何兴趣小组，
拒绝和其他孩子一起活动。为此，
我
们每位队员都试图找到一条通往孩子内心的路，打造一把
开启儿童心灵的钥匙。
此次支教只有 10 天，我们能带给孩子们的东西很有
限，
但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尽量给孩子们更多的东西，
帮助
他们在以后更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我们希望以自己的一
点光亮能给他们的童年带来一丝温暖，能告诉他们有一条
道路同样可以通向心灵深处。感谢这段值得珍藏的金色记
忆，
让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关注教育、
关注成长。真心得
为乡村孩子的学习和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微薄的力量，惟愿
星光照耀于他们，
前程似锦、
人生璀璨。

□ 财经学院 财务管理 1403 班 王梦颖

刘玉森男，1940 年 3 月生于辽宁鞍山，1966 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 （原北

九月金秋，丹桂飘香、柔风送爽，辛勤的园丁又沐浴在

让孩子敞开心扉

青春正步走

刘玉森书画

职业带来的荣光里。在这最美的季节里，
有一个人，
有一个

他们是顽皮还是乖巧，
我们都要用最大的耐心去对待、
爱护
他们，
衷心希望这些孩子都能有开满向日葵的光明未来。

到他们懵懂的表情，看到他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有时

喜欢它的绚丽，
到处都传递着新鲜感。还记得班里第一

我莞尔一笑，有时会感伤到流泪，脑子里不时回忆起去

次组织的精品团日活动，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团日活动”

年我留下的那串歪歪斜斜，
磕磕绊绊的步履。

这四个字，
之后我们所有班委开始忙碌起来，准备
“班委

正值青春。那就在这个季节里，
尽情一点吧。如果

走 T 台”
作为第一个节目。班长带领我们排练了几次，
不

有坎坷和挫折，走慢一点，勇敢一点，过后就是坦途和

得不说，有的班委比较羞涩，想动作也比较纠结，不自

平川；如果有悲伤和苦涩，看淡一点，坚强一点，过后就

在，但是我们几个互相打气，
团结一致，
最后在团日活动

是甜蜜和痛快。青春短暂，
但却真善即美。有多少期望

得到了所有同学的掌声。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同龄的男生

的种子在春天里种下，就有多少美丽的梦想在青春里

穿西服，
当时觉得他们太酷啦！从排练到布置教室，
再到

发芽。青春一路，梦想做伴，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愿青

团日活动，
我们刚开始抵触过，
我们争吵过，
但当这次经

春的你我将青春这部戏进行到底，愿青春的你我将青

历美美的谢幕后，我们不仅收获了我们的友情，还意识

春的活力洒满整个校园，愿青春的你我将青春的梦想

到青春需要不断尝试，有时，
胆大会给予我们意想不到

传遍每个角落！

饮水思泉，
师恩难忘
□ 13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 孙洪玉

老师评古论今助我

已成时尚，
科教兴国绽放清香，
教师就像耕耘的老农挑起了

们穿越在激昂的朝

箩筐，沉甸甸的收获虽然压弯了脊梁，
却把幸福写在脸上，

野，帮我们实现天

这就是中国教师的写照，
中国教师的度量！有人说，
教师是

人感应的梦想！曼

烛光，
燃烧自己释放光芒；
有人说，
教师是翅膀，
能让学子在

感到筋疲力尽，是他温暖的双手无言的相信夯实你灿烂的

妙的函数，深奥的哲学，唯美的字母，这一切都是您为我们

太空翱翔；有人说，

明天！

深深埋下的种子，
只待破土冲天的那一刻荡气回肠！

教师是奠基，构筑的

来给我们上早读语文老师、英语老师；大汗淋漓的数学老

在九月的故事里，每一集都格外神奇；在九月的乐章

9 月 10 日“教师节”是如此的响亮，神州大地礼仪之

师；
奋笔疾书的文综老师……或许，我们那时很抱怨：老师

里，
每一曲都悦耳动听。因为有你们的陪伴，
我们的人生从

邦，
穿越时空激情回荡。从东海之滨到雪域西藏，
从南国宝

在教师节来临

又拖堂，
放假又留作业，
又要早起，
老师又要提问等等。但这

此与众不同，
是老师撑着油纸伞和你相逢在知识的雨巷，与

岛到塞外边疆，
从三尺讲台到知识殿堂，
无不沉浸在欢乐的

之际，我只想发自内

一切在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都是满满的真情。

我们讲述洒满余晖的康桥；是老师手捧豌豆带我们徜徉在

海洋。
“老师，
您辛苦了！”
一声声真诚的问候浓缩了所有的

心的道一句：老师，

当你为难题苦苦思索却毫无头绪，是他耐心的解答精

遗传的花海，
向我们诉说分离定律的奇妙；
是老师转换经纬

期望；
“老师，
节日快乐！”
一句句深情的祝福蕴涵了无数的

您辛苦了！恩师，谢

准的描绘解散你心头的乌云; 当你被挫折沉重一击却无法

携我们跨越在绚丽的版图，
带我们领略洋流山川的伟岸；
是

吉祥！时代的强音不断撞击着传道授业者的心房，
尊师重教

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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