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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快讯

校领导俞贵邦、李军林赴怀化市新晃县看望我校

2016 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志愿团队

7 月 13 日-14 日，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俞贵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李

军林率团抵达怀化市新晃县晃州镇兴隆明德小学看望正在我校对口扶贫村----

-太阳山村开展暑期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太阳之光”精准扶贫调研帮扶

实践团。

俞贵邦、李军林一行首先看望了正在明德小学为留守儿童授课的电气信息

学院、外国语学院的志愿者，二楼的两间教室里，孩子们正和志愿者滔滔不绝

地说话，他们有的问志愿者：“姐姐，你可不可以教我唱歌呀？”，小小的角

落里马上回荡起轻快扬长的歌声；有的和志愿者说“长大以后，我要去外面上

大学，看看外面是什么样子。”小小的眼神透出倔强与坚定。接着，李军林来

到刚刚从农户家开展精准扶贫调研回来的校学生联合会实践团队中，同志愿者

亲切交谈，他亲切地询问志愿者们现在的住宿和饮食状况，“工作辛不辛苦，

吃得饱不饱，合不合口味？’’。校学联的志愿者纷纷表示现在过的特别充

实，定会圆满完成任务。然后，他代表学校党委、行政向全体志愿者提出了三



点要求与希望，一是要严格要求，注意形象，行为得体，要充分展示出我校大

学生的优秀形象。二是要严格纪律，做好防范，确保安全，要充分保障实践团

队师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三是要深入调研，努力实践，务求实效，争取圆满

完成预定的各项社会实践目标。

随后，俞贵邦、李军林一行现场查看了志愿者的宿舍、就餐食堂等实践环

境，并交待带队老师要保护好、服务好学生，在人身安全和饮食起居等各方面

都要保证志愿者的安全。

李军林一行还来到太阳山村村支部，了解我校扶贫工作队的工作进展情

况，并给当地 5 名贫困留守儿童带去五套学习用品和若干助学慰问金。



紧接着，李军林一行同“太阳之光”精准扶贫调研帮扶实践团的部分志愿

者一起，看望当地居民并和他们深入交流。

快离开时，俞贵邦、李军林等领导同志与志愿者们合影留恋。

（作者：校学联 彭俊，摄影：彭俊）



建筑工程学院 2016 年度暑期"三下乡"

第二日工作顺利开展

2016年 7月 14日，建筑工程学院 2016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第二天

的工作全面展开，从清晨至日暮，建筑工程学院 33位富有爱心的志愿者在指

导老师的带领下，用他们的热情耕耘着算子村这片淳朴的土地。

早晨六点，孩子们的嬉笑声将志愿者们从睡梦中唤醒。由于昨天晚上志愿

者们在教室开会时候发现教室没有电灯，只能用几盏小台灯勉强照亮。于是在

第二天上午，志愿者们就为教室安装了新的电灯，为孩子们的学习之路点上明

灯。

暑假后算子村小学的教工宿舍就没有继续使用了，志愿者们从昨晚开始就

面临着停水的问题，而食堂没有水也无法做饭。但是即使断水，仍然切断不了

志愿者们的赤忱。去小学旁的居民家中借水洗漱后，调研组成员空腹踏上征

程，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调研总结出算子村的脱贫之路，一边走访一边宣

传了许多国家扶贫的政策，强调卫生意识。八点钟，支教组的成员们走上讲

台，他们的教授内容丰富，课堂幽默风趣。音乐课上，志愿者与孩子们合唱

“《青春修炼手册》”，教室里不时传来朗朗歌声。手工制作课上，男女志愿

者齐上阵，用心地教小朋友们折千纸鹤、皮卡丘等，小朋友们学得很认真，教

室里一片欢乐。课间时，老师带领着孩子们踢足球，大家互相传球玩游戏，不

亦乐乎。宣传组的组员们则是紧跟着调研组与支教组，对他们的工作动态实时

地进行宣传报道，认真地撰写新闻稿，处理图片及文字，希望有更多的人士能

够来帮助这群质朴善良的人们。

上午有趣的教学明显起到了影响，下午孩子们数量明显增多，志愿者们用

两个教室教学。下午开设的课程有竖笛教学、暑假作业辅导。志愿者给孩子们

分发了竖笛，孩子们非常喜欢，对这个新奇的玩具爱不释手。高年级的孩子们

为一个班，他们带来了暑假作业，志愿者们为他们耐心地讲解难题。低年级的

及幼儿园孩子为一个班，志愿者们继续教她们折纸，孩子们学了更多的折法，

并且培养了动手能力。



三下乡又一天的工作圆满结束了，一天的时间，我们逐渐地熟悉大山，也

渐渐地融入了大山并被它感动着，我们的付出诠释着我们的爱，我们的收获诠

释着我们的深情，希望用我们的爱和深情感动世界。



（稿件：建筑工程学院 侯茜，摄影：袁杨峥）

机械工程学院“三下乡”志愿队工作顺利展开

机械工程学院“三下乡”志愿队赴益阳八字哨镇敬老院开展文艺演出

７月１４日上午，机械工程学院“三下乡”志愿服务队在八字哨镇敬老院

为空巢老人举办了一场文艺演出。八字哨镇敬老院院长吴建华，民政办主任姚

云明，机械工程学院团总支书记龚旭昱，学工办老师刘盈盈，以及敬老院各位

老人和三下乡全体志愿者参与其中。

首先，吴建华对志愿者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述了当地敬老院创办

的初衷与基本情况。随后，志愿者为院里的老人捶背揉肩、聊天解闷，对年纪

偏大听不懂普通话的老人，就唱歌逗他们开心。期间，志愿者们还为老人们带

来了精心准备的节目，为了让老人感受到这次演出的热闹，志愿者们将屋内行

动不便的老人小心翼翼地背出门外观看表演。激情嘹亮的红歌，柔情优美的民

族舞，热情激烈的街舞，朴实接地气的东北二人转……再到最后全体队员伴随

着温情的音乐演绎的一曲《感恩的心》，给老人们带来了无限欢乐，几度引得

堂内的爷爷奶奶们笑声掌声一片。



演出在一段缓慢的乐声中结束，老人们脸上的笑容还未褪去，这段陪伴的

旅程却要告一段落了。来自机设 1591 班的志愿者王金杰背着一位 93 岁的高龄

奶奶回屋时说：“以后有机会，我们一定还会来看您。”姚云明表示：“敬老

院虽然是老人们的家，但他们更期望的是一个有自己亲人的家。”

吴建华说，志愿队的到来为老人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精彩，并对志愿队带

来的表演表示真挚的感谢。志愿者表示，通过此次活动了解到空巢老人的生活

现状，呼吁大家能关爱老人，给予他们更多关注。最后，志愿队与敬老院老人

合影留恋。



作者：机械工程学院 刘盈盈、廖慧玲、龚旭昱

摄影：机械工程学院 李庆庆、曾杰

审稿：机械工程学院 李儒峰

机械工程学院开展暑期“三下乡”爱心助学活动

7月 12－13 日，本着对八字哨镇当地教育事业关怀和支持的态度，机械工

程学院暑期“三下乡”团队对八字哨镇中学的贫困学生展开爱心助学活动。

12日早上八点，烈日炎炎下，“三下乡”志愿者服务大队的队员们穿梭于

乡村的羊肠小道，来到第一位贫困学生夏英华的家中。斑驳的石灰墙和屋里唯

一的小方桌，都诉说着这是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爸爸过早逝世，妈妈患病在

身，让他 15 岁的身躯上承载了太多本不应该有的压力。志愿者们代表机械工

程学院给英华送去慰问金，并鼓励英华:“慰问金也许只是杯水车薪，但目的

是鼓励你能好好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

下午，志愿者来到另外一位受助学生夏乐天家里。爸爸在他三岁时离世，

妈妈改嫁，年仅 9 岁的小乐天只能与爷爷相依为命。遭遇困苦小乐天却仍旧乐

观开朗，一直保持着优秀的成绩。学院团总支书记龚旭昱在了解了小乐天的基

本家庭情况后送去慰问：“政府与学校非常关心乐天的情况，希望他也能坚强

面对生活中的困苦，做一个坚强的好孩子。”



13 日上午，志愿者们还分别走访了贫困学生龙雨监、薛帅宏和孙旭家，并

一一为他们送去慰问金与真挚的问候，受助学生及家长都对志愿者的到来与帮

助表示感谢，并鼓励孩子努力学习，将来用实际行动来报答社会。

在我们连续两天走访的 5 户贫困家庭与留守儿童家庭中，孩子最小的只有 9

岁，最大的也不过 15 岁，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靠年迈的爷爷奶奶抚养。希

望通过我们的帮助与鼓励，给他们送去一些关爱与温暖，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学

习与成长。

本次活动不仅给八字哨镇中心学校贫困学生送去了帮助和支持，同时也给

所有参与活动的志愿者们上了生动的一堂课—用心对待生活，珍惜眼前拥有，

做一个知足常乐和有爱心的人。最后，我们也在此呼吁，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

士能够来关注和帮助这些孩子们，将爱心传递下去。





作者：机械工程学院 刘盈盈、曾杰、龚旭昱

摄影：机械工程学院 曾杰、左浪

审稿：机械工程学院 李儒峰

湖南工程学院电气信息学院聚焦

留守儿童心理辅导，携爱同行

爱和关怀能够融化每一个孩子的心，电气信息学院实践团用爱与责任滋润

孩子们美丽的心灵之花。

春风化雨，守护成长

留守一直是大山深处不变的主题，因缺少父母关怀，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问题和受教育程度极易被忽视，从而导致其出现孤独无助、自卑敏感、嫉妒等

消极情绪。7月 14日上午 8时，电气信息学院在兴隆明德小学举办了“相聚微



笑，沟通你我他”的心理辅导讲座，明德小学的 40 余名学生参加了此次活

动。实践团志愿者们用炙热鲜活的爱心，守护萌芽成长。

电气信息学院心理辅导员陈亚琼老师作为主讲人通过热身小游戏让孩子们

卸下心理防备，积极参与其中。孩子们与志愿者的一个温暖拥抱，让他们学会

把握与人交往的尺度；全员互动的倾听训练，让孩子们懂得要倾听交流，去主

动表达；“听指令撕纸片”的游戏，让孩子们体会到沟通的重要性。

“老师，我不想跟别人倾诉，因为我怕他们笑话我”，一名小男孩这样跟

老师袒露心迹，全体实践团成员都因孩子稚嫩纯朴的心声而缄默。在志愿者的

耐心陪伴与劝解下，小男孩最终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真情传递，收获感动

活动的第二个环节围绕团队心理游戏展开，志愿者将心理健康教育知识，

融于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小游戏中，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激发了孩子们参与活动

的热情。孩子们通过画“自画像”展示一个“内心的我”，增进彼此的了解；

而一场名为“举手仪式”的户外游戏则让孩子们体验到坚持所需要的耐心和毅

力，培养其意志力的形成；问卷调查“我所了解的父母”提醒孩子们要将感恩

意识融入自己的生活之中。

“我画的是宠物医院的医生，我想长大以后去给小动物看病”，“我画的

是公司总经理，因为我想挣很多钱，让我爸爸妈妈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些都是

孩子们画“自画像”环节的自述，孩子们善良孝顺的美好品质让在场所有人都

陷入沉思，志愿者们全都被他们的纯真感动。关注儿童的心理健康，需要志愿

者长期的耕耘与苦心经营，给孩子带去温暖与希望，而电气信息学院志愿者们

一直在路上，从未停歇。

活动在志愿者与孩子们“感恩的心”手语表演中缓缓落下帷幕，现场到处

洋溢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下午 5时，湖南工程学院电气信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黄望军和优秀教师代

表胡鹤宇代表学院前来慰问和指导工作，并期望大家能发挥专业优势将科教活

动办好，以实际行动传承服务精神。

孩子上台展示自画像

孩子们和志愿者一起表示“感恩的心”手语节目



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做热身游戏

（ 通讯员：电气信息学院 张如意）

调研进行时——纺织服装学院 “三下乡”

社会实践团深入社区一对一问答

经过前期的策划、筹备，纺织服装学院“走进纺织工厂，感受最美中国”

社会实践团于 7 月 13 日下午深入社区。醒目的标语、鲜红的旗帜以及青春洋

溢的实践团成员们成功的吸引了社区街坊邻居的注意，他们纷纷上前询问。在

我们说明来意和目的后，不少曾经在一线女工岗位退休的老一辈们或者曾经在

工厂工作过的纺织女工们纷纷向我们讲述她们的经历。

回忆起曾经在纺织厂工作的日子，她们感触颇多。工厂里铁的纪律造就了

她们严格的时间观念、集体观念，还培养了她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技术要求

不是很高的前提下纺织女工这个职业为她们带来了一份稳定的经济收入，同时



也因为工作环境不佳，车间机器噪音过大、空气质量差、工作量较大，她们或

多或少留下了一些职业病。在谈到一些艰苦日子以及工厂在改制后发生的巨变

时，她们表现出一丝无奈，眼眶湿润。 “干一行，爱一行”，她们对我们说

道，并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相关专业知识，不断创新，让纺织业的明天美好。

“艰辛知人生，实践长才干”。通过半天的摆点问答式调研，我们更加深

入的了解到纺织女工这一行的不易，我们这群大学生更应该多通过实践行动去

关心社会、了解社会、融入社会，不断把自己培养成当代社会需要的新青年。

（通讯员：纺织服装学院 肖瑄，摄影：邓华）

携手共创“中国梦” 架起留守“关爱桥”—外国语

学院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队活动纪实

7月 14日，湖南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情系山村，执梦远航”爱心支教团

在明德小学继续开展支教工作。上课时间还没到，很多学生就已经来到了教

室。

趣味英语朗读赛，开动脑力长知识。



上午 8:30，同学们已经端正坐在座位上等待支教老师上课。第一节课主要

是复习昨天的英语小短文，并进行英文单词学习。支教团成员看着给他们发的

资料上满满的笔记，心中也是满满的感动。为了巩固学过的单词，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率，支教团成员将游戏与教学内容相结合，不断进行总结，丰富课堂内

容。努力让每一位学生都融入到课堂活动中，进而开发学生智力，让学生健康

快乐成长。

“向上向善”主题班会，争做一名好队员。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整齐嘹亮的歌

声回荡在教室。为了在学习的过程中培养学生们的德育素养，让学生们更好地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支教团成员决定开展以“我是向上向善好队员”为主题

的班会。首先，支教团成员从什么是“向上向善”、为什么要“向上向善”、

怎么做到”向上向善”以及生活当中“向上向善”的例子这四方面展开主题班

会。随后，支教团成员和学生们一起学习“入队十知道”——做一名合格的少

先队员的相关知识。班会现场气氛活跃，同学们抢答“入队十知道”有关知识

的这一环节将班会推向高潮。不少同学表示，他们平时很少开展主题班会活

动，这种能在班会中学到理论知识的学习方法十分有趣，同时也让他们认识到

自己的责任与义务。

“感恩教育”手工课，一份作品一份爱。

为了提高学生们的动手能力，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外国语学院

支教团特组织以“感恩教育”为主题的教育实践活动。每份手工作品都饱含着

他们对自己父母以及家庭的爱，学生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同学们表示，

他们会亲手将自己的作品送给父母，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几天下来，支教团已经与小朋友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部分支教团成员

表示，以后将利用节假日继续为孩子们提供服务，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发

挥专业优势，弥补自身不足，为实现留守儿童七彩“中国梦”做出自身的贡

献。



（英语趣味朗诵大赛现场）

（学生们在朗诵支教老师发的英语小短文）



（支教团成员在和学生玩游戏）

（我是”向上向善“好队员主题班会现场）



（学生们在宣誓）

（稿件：外国语学院 卢美娟、万春，摄影：谢湘萍）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湖南工程学院

计算机与通信学院前往乌石开展“三下乡”活动

7 月 14 日，湖南工程学院计算机与通信学院“长征精神永放光·艰苦奋斗

紧跟党”踏寻红色足迹社会实践团一行 13 人来到了本次“三下乡”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的第四站乌石——彭德怀将军故居，开展实践活动。

彭德怀故居位于湖南省湘潭县乌石镇乌石村彭家围子，始建于 1925 年，

是彭德怀早年居住地，也是其投身革命后在家乡唯一长时间居住活动的场所。

上午 9 点，实践团到达乌石，开展了系列活动。实践团成员首先在彭德怀

铜像广场的铜像前向彭总致敬，彭总“亲民为民，求真务实，清正廉洁，担当

奉献”的精神值得实践团成员们学习。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33194&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178628&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740588&ss_c=ssc.citiao.link


沿着铜像广场前行，进入了彭德怀纪念馆，实践团成员在纪念馆里了解到

彭德怀大将军的一生。童年时期的彭德怀饱尝磨难，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对磨

削阶级的仇恨和对劳苦群众的同情，苦难的生活，磨炼了他不畏强暴、敢于斗

争的坚强性格，也逼迫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戎马一生，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

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国防及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的错误，彭将军被批斗，在他

被囚禁期间，彭将军被拉出去残酷审讯、批斗达 250 多次。然而历史不会忘记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不会忘记他是中国

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不会忘记他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之一。

随后，实践团成员来到彭德怀故居参观，感受一代伟大将军的生活风采。

并前往彭德怀墓地，实践团成员们表情肃穆，面对墓地深深鞠躬三下，表达对

彭将军的敬意。参观、学习之后，实践团成员在当地进行了走访和调研。

一天的实践活动后，实践团成员们进一步了解了彭德怀元帅光辉的一生、

战斗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无一不被彭德怀元帅为建军、建国立下的不朽

功勋所感动，被他求实刚正，为民请命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彭德怀元

帅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原则，始终保持坦荡的革命胸怀，保

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作为青年学生，作为一名党员，这便是我们应该学习和传

承的。



实践团成员在彭德怀纪念馆研究长征路线

（稿件：计算机与通信学院 吴静，摄影：吴佳昕）

缅怀先烈，学习“两学一做”精神

理学院“三下乡”实践团前往彭德怀故居参观学习

2016 年 7 月 13 日，湖南工程学院理学院三下乡社会实践团成员在理学院

学办主任张利芝老师的带领下走进湘潭乌石参观彭德怀纪念馆与故居。旨在缅

怀先烈，弘扬革命精神，传承践行群众路线，切实将"两学一做"专题教育推向

深入。

彭德怀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是中国共

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曾说：“党给

我唯一的'特权'，就是带头吃苦。”他热爱党，廉洁奉公，关心群众，深受全

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尊敬、爱戴和怀念。

为了缅怀先烈，纪念此次活动，理学院实践团成员们在彭德怀同志铜像广



场前拍下合照。随后成员们前往彭德怀纪念馆和彭德怀故居进行参观学习。在

参观过程中，通过讲解员的详细讲解，成员们了解了彭德怀同志甘愿鞠躬尽瘁

做人民公仆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伟大思想，敬佩他以滴水穿石的意志为穷人谋出

路。彭德怀在故居起草农民调查报告和万言书稿埋藏地等实景实物，给大家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张张珍贵的旧照片，一件件充满历史沧桑的实物，使得成

员们进一步认识了这位战功彪炳、爱民如子、刚直不阿的英雄伟人。

通过此行，实践团成员纷纷说道：“那一张张记载着彭德怀元帅丰功伟绩

的照片都让我们深有感触，也时刻鞭策着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成员

贺甜表示，“做一名新时代大学生，更是要积极学习党的章程，了解党的制

度，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进一步强化宗旨观念，勇于担当作为，在学习生活

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实践团成员在彭德怀同志铜像广场前合影留念



实践团成员认真观看彭德怀纪念馆中的历史文物

实践团成员与其他游客一起听讲解员详细讲解彭德怀的相关事迹



实践团成员一起看彭德怀故居内挂图框，相互交流彭德怀同志的伟绩



实践团成员许家豪、赵琼、贺甜一起参观彭德怀故居内碓房

♦主要事迹

走红色之旅 习党员风采

——理学院“三下乡”调研组到达彭德怀故居开展

问卷调查



2016 年 7月 13 日，理学院“三下乡”调研组成员们到达彭德怀故居，主

要对周围居住的居民和去当地参观的旅客进行了“走红色之旅，习党员风采”

的调查。

走访居民的过程中，成员们以礼相待当地居民，尽管多次被拒绝，也绝不

气馁。调查对象对于自己不理解的问题提出疑问，调研组成员们明确自己所调

查的问题，从而做出相应回应。大家从中了解到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

风貌，了解到基层人民的内心真实想法。

调研组成员在彭德怀故居合影



调研组成员来到当地居民家中做问卷调查

调查组成员与问卷调查对象沟通交流

今日调研组成员共完成 23 份问卷调查。通过此次调查，队员们总结表

示，“很多人表示有如下先进想法或行动：想做好事，努力学习党员的优秀品

格，积极向党员靠拢，组织学习红色精神等，热爱劳动，为社会繁荣富强尽微

薄之力。”此次在彭德怀故居的红色之行使成员们受到了教育重温了党的光辉



历程，对中国革命伟大进程有了真切的认识，锻炼了党性，增强了崇高的革命

理想，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



★实践心得

行者笔记

16 小时的长途跋涉后，我们团队终于抵达了算子小学，从外观来看，算子

村、算子小学的变化都不是很大，新教学楼还没有建完，孩子们依旧只能在破

旧的平房里上课，但是爱心人士捐赠的新课桌已经取代了去年的破桌椅，并且

还有一个教室换上了多媒体活动黑板。

今年从秀山县到沿河官州镇的高速公路已经通车，所以今年我们花在大巴

上的时间比去年少了大约三四个小时，也少了翻越崇山峻岭的险峻感。从官州

镇去算子村的农村小巴依旧是在山尖和山谷徘徊，接连几个 180 度的大转弯给

新来“三下乡”的成员带来了不少刺激感，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徘徊后我们终于

抵达了算子小学，时间是下午两点左右，到达后，算子村村支书接待了我们，

随后我们便在学校里打扫着食堂和操场以及做饭，晚上九点，算子小学校长高

明先生赶到了学校，寝室门终于被打开，一行人终于安顿了下来，亦乐，亦

累，亦疲。

我的记录颇不完整，读起来又担心会像流水账一样乏味，但是，我想记下

的便是这些，我所看到的，我所经历的，这些或让我愉悦，或让我无力，我一

直在忙，在做事，一直在动，希望小山村这几天也能随着我们一起动起来。

（建筑工程学院 陈檩）

实践与成长

有人说：大学生就是一张白纸，需要自己去寻找恰当的位置展现自己。而

我很幸运，在这打短短的一天中我找到了自己的恰当位置——老师。在这次三

下乡活动中，我第一次以老师的身份站在那三尺讲台上。当我站在上面时我突



然明白这就是属于我的舞台。因此，我竭尽所能把知识教给学生，通过把数学

和趣味相结合，力图教会学生知识和引导学生主动学习。

还记得刚开始来福利院的时候，心里是带着点怨气的。因为之前因为点私

事，想要退出，却不能退。所以，心中是带着点不愿意之情。加上天生对小孩

有恐惧感，就更加害怕这八天不知道怎么撑过来了。可是，事实却告诉我，这

几天，是我记忆中不能抹去的一部分。

短短一天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虽然路途遥

远，往返花去两三个小时的时间；虽然天空下着毛毛细雨，但我的心里依旧还

是很充实的，从他们那信任的眼神和开心的微笑中。我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大学

生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与荣耀。

（国际教育学院 舒佳惠）

尝试才会勇敢

今天 8：40 统计从学校出发，通过 1 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到达了我们今

天所去的目的地，今天我们的任务是了解和收集相仿的历史和一些昨天我们在

整理材料时候所欲到的一些问题

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之下，我们采访了东信集团程主任，说实话，我当时不

知道是紧张还是害怕，当时进屋的时候，我不是大大方方的进去，而是小心翼

翼的探头进去，看到屋子里没人我就大大方方的进去了。接待我们的程主任非

常的热情，通过和程主任的交谈，我对原湘纺和现在东信集团有了进一步的了

解，程主任认真回答了我们所提出来的问题，很多都是对我们这次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有帮助的资料，在问问题的时候，我们团队当中有好多的成员是纺织

工程专业的学生，他们也问了好多有关专业性的问题，也对我们将来的发展有

所作用的。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采访，我们圆满的完成了我们的工作，主要是

我们还学习了不少知识。



在今天的活动，我的心得是我第一次采访，感觉这次采访，使我又一次的

成长，学会了很多经验，以后再次进行人物的采访就不会很害怕。

（纺织服装学院 刘鹏）

坚持才是王道

今天下午调研实践团队一起来到纺城社区开始精确一对一调研，主要以访

谈的形式，通过聊天以及这些退休或者下岗或者辞职另谋出路的人口中来了解

纺织女工从前以及现在的工作生活状况。

万事开头难，经过前期的准备和反复的斟酌，我们还是始终坚持了下来，

并可以较好的和社区的街坊领居们进行交流。不少老人家看到我们的摊点还是

会愿意坐下来和我们聊上几句。从他们的叙述中，我看到了一个曾经相对来说

较为辉煌的工厂，随着国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不断衰落的过程，同时也被他们

的讲述所感染。她们大多都是曾经在车间干过的一线纺织女工，当年的艰苦工

作环境造就了她们严格的时间观念集体观念，同时也由于车间机器的轰鸣，棉

絮的飞扬，三班倒的工作制度让她们落下了一些职业病比如听力不佳视力不好

等。曾经的工作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纺织女工这一行虽然辛

苦虽然累但她们还是干一行爱一行，为中国的纺织业挥洒过自己的热血青春。

通过今天深入社区的调研，我们应该对所有的劳动者怀着一颗崇敬的心，

同时也应该好好学习专业知识，不断提高纺织技术改善纺织厂的工作环境，让

更多的人钢架愿意投入到纺织行业来。

（纺织服装学院 肖瑄）



时光匆匆，温情永久

经过昨天的调研经历，对村里的环境有了一定的熟悉，工作开展的更加

顺利，已形成基本的思路进行访谈，随着问题的深入，开始融入他们的生活，

体会百姓的艰辛与不易。我们也能进一步的了解村民的生活难题。

走访的五、六户人家，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重病缠身、缺乏劳动能力

达到 100%，村部的医疗人员及设备十分缺乏，甚至某些村民需步行 1个小时才

能到达卫生所，医护人员也为村民需劳作，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看病成为一

大难题，另外一个方面是由于村民收入低，不能去大医院进行根治病源，越拖

越久，导致病情严重。然而就是这样，生活如此艰难，他们却善良依旧常年吃

药们调研的家庭依旧会在饭点热情的招呼我们吃饭。

家旁边的山路经不起雨水的冲刷极易垮塌，勤劳的乡亲们于是叫来三五好

友，一起铲地，运土将路修好，酬劳仅仅是一餐平常的午饭。有些师傅甚至住

在两三公里远的山上，运土过程中不慎发生意外翻车摔到坡下受了伤也没有半

句怨言。这是山里人深厚的邻里之情，是他们坚韧的品格，我想，任时光匆匆

流去，这几天的经历却永远不会忘却。

（校学联三下乡社会实践团 陈方靓）



★精彩瞬间

计算机与通信学院图片展示

实践团队彭德怀纪念馆前留影

刘洁正在为实践团队解说



实践团成员在纪念馆参观学习

实践团成员在彭德怀故居前合影



国际教育学院

志愿者打扫市福利院



校学联图片展示













调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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