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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快讯

走进百姓人家精准扶贫调研，渐入人心

筑起梦想桥梁

迎着 7月似火的骄阳升起，半个多小时的车程，蜿蜒崎岖的山路，7月 13

日-7月 16日，23名我校的志愿者满心欢喜地奔赴怀化市新晃县太阳山村走访

调研。

一个人在家，电视声音放大声了

穿过一条幽静的竹林小径，木板房映入志愿者眼帘，经过长年风吹雨淋，

木板房已经破烂不堪，这是谭奶奶的家，家门虚掩着，在五、六声的呼喊声

后，奶奶才缓缓打开了家门。

谭奶奶一张脸饱经风霜和沧桑，眼睛里闪烁着温和的光，一见到志愿者，

奶奶轻轻地说了一句：“真好啊，又有人来看我了。”

谭奶奶今年 86岁，奶奶一人在家生活，不方便时，邻居经常照顾谭奶

奶。

志愿者说自己在湘潭市湖南工程学院上学的学生时，奶奶开心地说道“去

年工程学院的老师来看我，给我带了 4000块钱，还给我带点东西，每年都有

人来看我，大家都很关心我，林队长刘队长也经常来看我。”

交流中，房子外突然下起了大雨，志愿者连忙冲进雨中，把奶奶晒在外面

的鞋子和辣椒搬进房子里，奶奶看着志愿者温柔地笑了，说了句：“我的孙子

比你们大一些，他现在在外面打工，有时候会回来看看我。”



志愿者询问谭奶奶的身体状况时，奶奶说：“一个人在家，就把电视机声

音放大了，耳朵不是很好，眼睛也不太看得清了。”说到这里，奶奶的声音有

些哽咽，又有点无奈。

交谈中，奶奶的孙子打来电话，听到孙子说下个星期要回来看她时，奶奶

开心地笑出了声音，志愿者也跟着奶奶开心地笑了。

愉快的时间总是短暂，太阳已经快要落下山去时，志愿者也要离开了，谭

奶奶一直不舍地拉着志愿者的手，“谢谢你们来看我，谢谢你们。”奶奶一直

靠在家门上看着志愿者远去的背影，远远望着志愿者走远。

就是不吃饭，也要供娃娃上学

两层楼的木板房，二楼的木板已经腐烂，随时可能掉落；一楼，窗户大小

的塑料薄膜纸被几个钉子钉在窗户上。家门前，一个小孩坐在板凳上，一笔一

划地写着字。听到有人走近的声音，小孩微微抬起头，抿着嘴唇，直勾勾地看

着。

志愿者开心地和小孩打招呼，小孩害羞地跑开了，志愿者面面相觑，以为

自己太过热情吓到了小朋友。

没过多久，一个瘦小的男人从后边的门走出，热情地给志愿者搬来凳子，

看人时微微有些偏头，志愿者后来才得知，53岁的姚叔叔左眼先天性失明。

姚叔叔视力不好，家里收入仅靠养猪、鸡、鸭、鹅，维持生计，经常入不

敷出。他有三兄弟，三兄弟都是贫困户，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没有读过一天书，

可是在志愿者问到希望孩子以后做什么时，姚叔叔说：“娃娃现在上幼儿园，

我希望他以后能和你们一样，读大学。只要我还有力气，就算是借钱，也要供

孩子上学去。”一直在旁边默默写字的龙龙，听到这句话时，写字的手稍微停

了一下。

在交流时，一位妇女笑着走了过来，志愿者亲切地喊着阿姨，阿姨一直没

有回应，只是嘻嘻地笑着，姚叔叔说，这是他妻子，听不到也说不出。听到这



里，志愿者默默低下头，就在姚叔叔去给姚阿姨搬椅子时，志愿者偷偷地把眼

睛擦了擦。

临走时，志愿者还是没能和龙龙说上一句话，不知是不是长时间与人交流

较少，龙龙一直都抿着嘴唇，像一个害怕做错事的孩子。

志愿者细心地注意到，龙龙是在一张旧报纸上写字，看到龙龙那么喜欢写

字，第二天，志愿者给龙龙送去彩笔、铅笔、卷笔刀、橡皮、作业本和跳绳，

龙龙看到作业本就迫不及待地拿出铅笔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志愿者耐心地教龙

龙写下《劝学》、《长歌行》、《竹石》等几首诗，还教龙龙一些简单的英

语。

志愿者要离开时，和龙龙说：“一定要好好读书，以后好好孝顺爸爸妈

妈。”小孩一直看着志愿者，小心地说了句：“谢谢。”志愿者开心地说：

“不用谢，乖乖在家爸爸妈妈的话。”龙龙轻轻点了点头。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晃州镇太阳山村，四面环山，全村辖 12个村民小

组，229户，803人，其中贫困人口 230人。该村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信

息闭塞，山地多，耕地少，群众居住分散，没有村部和集体活动场地，自然条

件恶劣，群众收入低，是典型的经济落后村和偏僻山村。

7月 13日，我校的志愿者来到这里，对这里的 81户贫困户进行实地调

研，在明德小学义务支教，为当地人民义务维修，给当地人民带去温暖，在实

践中践行八字真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努力。

（稿件：校学联 彭俊 ）



机械工程学院八字哨镇爱心助学捐赠仪式落下帷幕

7 月 15 日，机械工程学院在八字哨镇中心学校多媒体汇报室举办爱心捐助

仪式。仪式由八字哨镇少年宫负责人文艳主持，八字哨镇镇长彭敦煌、党总支

书记欧阳剑、机械工程学院院长魏克湘、机械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谢骐，副书

记李儒峰，八字哨镇中心学校二十名受助学生及机械工程学院 2016 届暑期

“三下乡”团队全体成员参加了此次仪式，益阳市赫山区新闻中心对本次仪式

做了现场报道。

仪式上，欧阳剑致欢迎词，他对机械工程学院领导百忙之中不辞辛劳来此

捐赠物资表示感动与感谢。彭敦煌对学院领导的来访表示了谢意，他希望受资

助的学生应怀感恩之心，重视学习。作为湖南工程学院的优秀校友，他希望三

下乡的学弟学妹们能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多了解社会，接触基层，得到更好的

锻炼。最后，魏克湘总结，他祝愿在场的每一位同学追逐理想的道路上创下佳

绩，并要求三下乡所有同学要深刻领会本次实践的精髓，在服务他人的同时提

升自己。仪式结束后，李儒峰肯定了志愿者们在八字哨镇的表现，并希望大家

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一直保持着这种艰苦奋斗，乐于助人的高尚品质。

仪式后，志愿者与受助学生举行了第一次学习交流会。会后的活动时间，

志愿者与孩子们一起唱歌、念诗、做游戏。当志愿者们集体献唱歌曲《因为爱

在心中》时，同学们感受到了志愿者的满满情谊，深受感动。最后，志愿者们

表演了结束手语歌曲《感恩的心》，不少学生自发参与其中，现场充满了温

情。来自苦竹湖村的夏好说到：“我喜欢大哥哥姐姐们给我讲有趣的故事与有

用的知识，还教我们唱歌、跳舞，和我们一起做游戏，我很开心能够有这样一

段难以忘怀的经历。”

本次仪式中，机械工程学院用实际行动对八字哨镇中心学校的教育给予支

持，贯彻我校友好校园的方针，学校双方就长期教育合作达成共识。

（稿件：机械工程学院 刘盈盈、左浪、龚旭昱，审稿：李儒峰）



湖南工程学院电气信息学院“三下乡”

赴怀化太阳山村科技精准扶贫

7 月 15 日，湖南工程学院电气信息学院“阳光心灵，科技同行”实践团师

生一行 20 余人赶赴学校定点扶贫村怀化市新晃县兴隆镇太阳山村展开科技精

准扶贫工作。

义务维修，情暖人心

15 日上午 9 时，实践团义务维修小分队在村部定点开展电器义务维修活

动，发挥专业优势与特长将科技服务送入乡村。

徐风习习的清晨，实践团刚赶到太阳山村村级组织活动中心时，就有前来送损

坏电器的村民，他们或肩扛，或手提，送来的大大小小的电器堆积成山。志愿

者们对村民们损坏的电器设备一一进行登记编号，并留下村民的联系方式以便

修复后来取，而不便搬移的电视机、洗衣机等电器，志愿者们提供了上门维修

服务。午饭时间村民们更是热情邀约，对此志愿者们用精湛的技术与真诚的

心，回报村民们的质朴温情。

据统计，此次共收到损坏电器 63 件，修好 43 件，其余器件均由于电器原

配件损坏，无法提供配件导致维修受阻。

科技服务，慧普乡间

同时进行的科技座谈会主要围绕如何利用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农产品，因地

制宜，致富脱贫。此外还为村民普及了家庭用电安全小常识，现场气氛活跃，

不仅座无虚席，甚至有村民倚窗旁听。同时志愿者还带领村民家的小朋友进行

科技制作，传达科技知识，当四驱小车、太阳能风扇等作品被制作出来，孩子

们在感受科技魅力的同时也增加了自信心。

访贫问户，爱传千里



上午 10 时，由湖南工程学院电气信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黄望军等组成的

扶贫慰问团走进太阳山村 6 户贫困人家进行访问慰望，这 6 家贫困户有的是由

于家庭成员的身体疾病造成家庭贫困，有的孤寡一人且身体欠佳，有的是因自

然灾害导致的房屋坍塌。慰问团对每家每户的家庭情况都进行详细询问，并为

他们送上慰问金，鼓励他们好好生活积极谋生路。“这是党和人民给你的关怀

和温暖”短短的一句话却承载了学校对村民的脉脉温情。

（稿件：电气信息学院 张如意）

空巢老人，你们关注过吗？——化学化工学院

每个人都是从儿童渐渐长大成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将步入中年，进入晚

年。“空巢老人”的一生为社会贡献了毕生的智慧和汗水。今天，“421”家

庭结构越来越凸现，“空巢老人”将不再是小群体。

七月十五日早八点四十，化学化工学院青年志愿团队迎着初升的太阳向

“板凳妈妈”敬老院前进。百无聊赖，心情抑郁，孤独空虚已然成为“空巢老

人”的第一大特征。因此，敬老院成了老人们的唯一选择。

今天我们志愿者在陪同老人聊天的过程中提及到了“老人为何选择敬老院

而不选择家”这个值得的深思的问题。现如今很多老人年事已高，身体状况堪

忧，子女不在身边陪伴，生活也不能自理，导致他们只能住在敬老院。

“一个人在家太孤单了，儿女也是要一年半载才回来，在敬老院里还有老

人陪着聊聊天，这也好啊”说完还用手擦拭着眼角的泪，老人的辛酸尽显，志

愿者们也深表同情。

作家毕淑敏说过“有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并不懂得，当我们懂得的

时候已不再年轻”。老人养育了我们，我们善待老人，尤其对待“空巢老

人”，承担责任义不容辞！



今天的志愿之行让我们懂得无论是社会、社区还是个人都应当支持强化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让社会更加和谐。

（稿件：化学化工学院 朱姝枚）

触摸历史

——理学院“三下乡”社会实践团到达“三馆”参

观学习

7 月 15 日上午，湖南工程学院理学院三下乡实践团成员奔赴本次社会实践

活动的地点——湘潭市规划展示馆、湘潭市博物馆和湘潭市党史馆进行参观学

习。

湘潭市规划展示馆以规划模型厅、湘潭之旅影厅和城市映像影厅为主体，

全方位展示湘潭的现状，前瞻性地展示湘潭发展的核心区域，使成员们能够提

前看到未来湘潭发展的空中景象。湘潭市博物馆通过“湘潭故事”、“湘潭人

物”、“湘潭风物”和“馆藏赏珍”四个主题展区。蕴含的大量璀璨文明的瑰

宝，向成员展示了湘潭的历史文化魅力。湘潭市党史馆将集展览、征集收藏、

研究、宣传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以时间为经，事件、人物为纬，分序厅、

觉醒、革命、建设、改革、筑梦、湘潭群英谱等七个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湘潭

的发展历史向成员们铺开而来。

通过“三馆”的参观学习，实践团成员详细了解了湘潭的发展，纷纷对湘

潭的文化底蕴以及近年来的发展感到震惊。“此次‘三馆’的观赏，既丰富了

课余生活，又让我们对湘潭乃至中国的历史有了一些新了解与认知，收获颇

丰、受益匪浅、感触良多。”实践团成员陈琳表示。

（稿件：理学院 钟燕、邓巧竹、万嘉琪）



踏寻红色足迹，走进革命老区

——湖南工程学院计算机与通信学院前往岳阳平江

开展“三下乡”活动

为了增加党员对革命历史和革命斗争精神的认识，发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

风和艰苦奋斗的优秀革命传统，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学习革命先烈艰苦

奋斗的革命精神，2016 年 7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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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团一行 16 人踏着革命先辈的足迹来

到了革命老区——岳阳平江。

上午十点，实践团到达平江起义旧址，参观了平江起义纪念馆和天岳书

院。天岳书院始建立于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 1720 年)，为砖木结构，坐南朝

北，有大门、中厅、后厅和东西斋等砖木结构的建筑物，占地 3000 平方米。

大门上方为清代著名学者李次青所书"天岳书院"四个大字。平江起义纪念馆位

于湖南省平江县平江起义旧址――天岳书院。在纪念馆内，实践团围绕“热土

风云、举义平江城、会师井冈山、转战湘鄂赣”四个部分进行参观与学习，之

后来到天岳书院旁的彭德怀像前，开展了重温入党誓词活动。面对鲜红的党

旗，全体成员举起右手，庄严宣誓，许下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誓言，提醒自己不

管任何时期，都要牢记革命使命，坚持革命信念，做一名合格党员。

下午两点，实践团来到了杨开慧故里。在杨开慧墓前，墙上毛泽东那苍劲

飞舞的字迹“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泪飞顿作倾盆雨。”映

入大家的眼帘。实践团成员们怀着敬意集体三鞠躬，回想杨开慧敢为人先、坚

贞不屈、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实践成员们不禁唏嘘感慨，激动不已。

岳阳平江是本次“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最后一站，在杨开慧故居前，

三下乡指导老师刘洁召集大家召开了此次“三下乡”活动小结会议，标志着计

算机与通信学院 2016 暑期“三下乡”正式结束。在总结会议上刘洁充分肯定

了此次“三下乡”实践团队取得的可喜成绩，并高度赞扬了全体实践团员的优



秀表现，对“三下乡”团队成员做出的贡献表示诚挚的谢意。并对全体“三下

乡”实践团员提出殷切的期望，期待团员们的社会实践调查能体现出当代大学

生的思想认知，并具备有价值、可参考的调研成果。

此次暑期“三下乡”实践，实践团成员们重走革命之地、追忆革命历史、

缅怀革命先烈，既锻炼了同学们的吃苦耐劳能力，又让全体党员受到一次深刻

的爱国主义教育。大家在缅怀革命先辈的同时，思想和心灵也受到了一次洗

礼，大家纷纷表示要珍惜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安宁幸福生活，发扬革

命先辈们的英勇奋斗精神，以实际行动向革命先辈学习，争做“四讲四有”新

青年，为实现“中国梦”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稿件：计算机与通信学院 汤丽梅）



★实践心得

真善美

调研的第二天有走访五户人家，其中有两户是两位孤寡老人，其中一位是

姚发秀，姚奶奶患有高血压、脑动脉恶化，要长期食药，没有劳作能力。在与

姚奶奶谈话的过程中，我能感觉到她对目前的生活抱着乐观的心态，她希望能

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让自己脱离贫困的生活，这让我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

己，我虽然没有遇到人生中的大波大浪，但遇到小困难我却会选择消极去面

对。

另一位孤寡老人是黄莲秀，这位老人今年已经 87 岁高龄了，身体常年不

适，还患有胃病，需要药物维持，去年不小心摔断了手臂在医院花费了自己所

有的积蓄。

我们询问完这位老人的基本信息后，黄奶奶一直不舍得我们离开，不能下

床的她艰难的站起来送我们出门，我们即将离开时她都激动得哭了起来，当看

到奶奶深凹的眼眶里充盈泪水，当听到奶奶更严的声音一遍遍地重复：我真的

苦啊。我却什么也做不了，我只能一次次牵起她的手，只能一遍遍轻声劝慰，

只能按下起伏的内心自我承诺一定要把奶奶的真实情况写出来，为奶奶寻求一

些帮助。人总有老了的一天，走不动的一天，在我还能牵起你的手的时候，我

不会后退一步，在我还能和你交谈的时候，我不会冷漠拒绝。学会耐心交流，

善意微笑，紧紧握手，传递真、善、美。爱，在每一个角落之间。

（校学联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 蒋玲婷）

行者笔记

我们团队在算子村的正式工作开始了，早上 7 点准时起床，八点开始开展

各项活动，由于我们所住的算子小学教工宿舍停水，所以第一天上午各位志愿



者都是空腹上阵，调研组的成员们因工作环境特别恶劣，所以提前每人吃了几

颗大枣，之后便踏上了调研走访的路途。

第一天上午来学校上课的孩子不是很多，调研组的同学上午调研的时候会

将我们在当地上课的消息传播出去，虽然贫穷，但是当地村民还是明白教育的

重要性，所以在家的孩子知道消息后都会赶过来。

我是宣传组的一员，跟拍崔星的工作必然少不了我，第二天我和调研组的

两位成员 5：30 便起了床，睡意惺忪，来到崔星家时，五点五十，小崔星昨天

在学校上了一天课，很累，还没有起床，六点一十，我们来到了牛榔屋，志愿

者们和小崔星一起赶着三条牛往大山高处走去，山路漫漫，道阻且长。

中午，镇上的政府领导来到了算子小学，指导老师们和镇政府领导、算子

村村委、算子小学校长高明先生以及志愿团队各小组组长召开了“湖南工程学

院‘三下乡’教育帮扶实践座谈会”，一天到晚，很累，所以自己感觉写出来

的文字野比较没有逻辑。和我现在的状态，疲惫，困乏，可是还是愿意记录下

这些，也是对这几天来的一种纪念。

（建筑工程学院 陈檩）

暖与感动常在，教学与成长并存

“有一种生活，你不曾经历过，就不知道其中的艰辛；有一种艰辛，你不

曾体会过，就不知道其中的快乐；有一种快乐，你不曾拥有过，就不知道其中

的纯粹。”2016 年的这个夏天，我很庆幸这些自己都经历了。

佛说：“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亲爱的孩子们，我

想，能够与你们相遇，只能浓缩成两个字，缘分。在 2016 年这炎热的夏天，

我们的友谊渐渐发芽了……



孩子们，谢谢你们!你们让我看到了世界的纯净和年少的美好，看到无畏

的勇气和无限的活力。原来我已经远离童年很远很远了……但是，和你们在一

起，仿佛我也回到了我的童年!我不会忘记，不会忘记那一声声真挚的老师

好，那争先恐后举起的小手;还有和你们围在一起聊天，玩脑筋急转弯传出的

阵阵笑声，不会忘记你们那稚气纯真的笑脸，瘦小顽皮的身影，可爱天真的面

庞。亲爱的孩子们，远方的道路还很长很长，我希望，你们能永远带着你们的

爱和感恩，带着你们的热情和信念坚定的走下去。世界属于你们!亲爱的孩子

们，希望很多很多年以后，当你们走过回忆的十字路口时，还能够轻轻的记起

我。亲爱的孩子们，我会默默地为你们祝福，祝福你们每一个人不再悲伤与哀

愁，幸福与快乐永远写在你们脸庞。世界在你们脚下。

希望接下来的日子，我能和孩子们一起进步，一起成长！

（外国语学院 张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时光飞逝，一眨眼，三下乡暑期实践活动就进行到了最后一站。我们来到

平江起义旧址继续进行参观学习。

平江是一个革命老区，是湖南农民运动的中心地区之一。在这里，建立了

早期的共产党小组；在这里，平江人民坚决反抗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动的白色恐

怖事件；在这里，诞生的一支英雄军队——红五军；在这里，起义部队奋不顾

身，英勇杀敌；在这里，伟大的彭大将军组织红军沉重打击了反动统治阶级。

虽然彭大将军和起义团的革命英姿已经逝去，但他们那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

念和强大的无产阶级党性，永远教育着我们；他们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牺牲

奉献的高风亮节，永远激励着我们；他们坚贞的革命气节永远感召着我们。

革命总是残酷的，意味着流血和牺牲，但是革命又是充满着希望的，因为

革命会带来新的一切。正是因为无数的烈士们的奉献，前仆后继的战斗，才换

来了我们现在的新社会。在我们几天的回顾历史，缅怀先烈，提升党性之后，



我不禁开始思考。新的社会虽然和平，但是在建设祖国的这条大道上，仍然会

遇到无数挑战。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新一代的青年，更加要秉持着信念，不畏强权，忠贞

不移的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西部建设需要我们，国防建设需要我们，文化强

国需要我们，科技兴国需要我们，航天事业需要我们，祖国需要我们。正如毛

主席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汇聚全国青年的力量，人民便会更加幸福，

国家会更加富强。

（计算机与通信学院 周星妤）



★精彩瞬间

机械工程学院图片展示

爱心助学捐赠仪式

志愿者与领导合影



志愿者教受助学生跳舞

（摄影：机械工程学院 李庆庆、廖慧玲）

电气信息学院图片展示

志愿者带领小朋友完成科技作品



志愿者上门帮村名检修电器

化学化工学院图片展示





峥嵘岁月挡不住脸上的皱纹和满头的白发

（摄影：化学化工学院 杨婷娇）

理学院图片展示

实践团成员在湘潭市规划展示馆内合影留念



实践团成员张雨婷、周兵杰在规划展示馆内体验乘坐高铁的感受

实践团成员一起体验规划馆内的小乐趣



实践团成员在湘潭市博物馆和湘潭市党史馆前合影留念

湘潭市党史馆序厅



实践团成员在馆内参观学习

博物馆内的历史文物

（摄影：理学院 万嘉琪）



计算机与通信学院图片展示

团队成员平江起义纪念馆内学习

天岳书院前合影留念



实践成员在研究起义经过

杨开慧像前留影



徒步前往杨开慧墓

冒雨前往杨开慧故居



团队成员天岳书院内参观学习

刘洁老师正在召开总结会

（摄影：计算机与通信学院 吴佳昕）



外国语学院图片展示

志愿者认真聆听并详细记录袁老讲述的英雄事迹

学生手工作品展示



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摄影：外国语学院 谢湘萍）

校学联图片展示

调研组教调研对象孩子写字



调研组给受助孩子送文具

受助家庭合影



调研组和调研对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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