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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动态 

湖南工程学院“留爱相伴 守梦相助”关爱留守儿童

三下乡社会实践团抵达白石镇开展活动 

7月 13日，在校团委副书记张细政、办公室主任涂璐、田海旺的带领下，

三下乡省级重点实践团—校学联“留爱相伴，守梦相助”关爱留守儿童社会实践

团顺利抵达湘潭县白石镇。实践团首先和白石镇政府进行了对接，并举行了一场

“传承中华美，弘扬爱国情”关爱留守儿童专场文艺演出。白石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王鑫，白石镇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罗勇辉，副镇长谢文光，齐白石中学副

校长卢壮出席活动。湘潭都市频道全程对活动进行了采访并报道。 

会上，王鑫代表白石镇党政对我校实践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这

是自去年湖南工程学院与白石镇人民政府共建社会实践基地后的第二次合作，

“三下乡”实践活动不仅给大学生提供了提高综合素质的平台，更架起了党和政

府与农民群众之间的一座桥梁，服务了地方社会和人民群众。他希望志愿者能长

期给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注入活力。 

张细政代表学校向白石镇党政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校团委依托大

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开展“三下乡”志愿服务活动是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

重要途径，今年我校社会实践活动更注重服务地方建设发展和学生实践能力的结

合，将紧密围绕“勤学、修德、明辨、笃实”，把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与对留守

儿童的关爱帮扶有机结合，着力开展帮扶留守儿童、教育关爱服务、理论政策宣

讲等活动。 

志愿者谭琳代表全体实践者表达了“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决心。团

委老师为志愿者结对帮扶的 15名留守儿童捐赠了学习用品。 

随后，一场“传承中华美，弘扬爱国情”关爱留守儿童专项文艺演出在白石

镇上演。民族乐器独奏，展现了古筝、二胡、笛子等中华传统乐器的独特韵味；

现场书法创作，体现了当代大学生对习近平总书记“勤学、修德、明辨、笃实”

八字真经的自觉践行；武术表演互动，充分展现了中国功夫的博大精深；古诗文

朗诵，更是唤醒了在场学生内心深处的爱国之情。整场演出主题突出，气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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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积极参与节目互动，体现了他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渴望。最后，

文艺演出在精美的汉服展示中圆满落幕。 

留爱相伴，守梦相助，校团委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在白石镇正式拉开序幕，

志愿者将在此开展为期一周社会实践活动，他们将在勤学与明辨中受教育，在修

德与笃实中长才干，为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2015年湖南工程学院赴白石镇“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欢迎仪式 

 

 

为留守儿童捐助学习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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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美 弘扬爱国情”文艺演出——古筝、二胡、诗朗诵、汉服表演 

（校团委 涂璐 摄影：谢稳桩） 

 

建筑工程学院"三下乡"首日工作顺利开展 

2015年 7月 12日，湖南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赴贵州铜仁市沿河县算子村

“照亮梦想 爱心支教”教育帮扶社会实践团第一天的工作全面展开，从清晨至

日暮，建筑工程学院 21位富有爱心的志愿者在指导老师唐喜梅的带领下，用他

们的热情耕耘着算子村这片淳朴的土地。 

一早支教组的志愿者们便迫不及待地前往教室，活泼可爱的孩子们也早早来

到了教室，等候着这群老师们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世界，志愿者们为了丰富孩子

们的视野，用心地为他们准备了音乐、手工制作和卫生健康教育课等。随之，另

一队的调研组迈开了走访深山的步伐，他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探索出大山贫穷的

原因，希望引领大山里的人们去用他们的双手创造出更美的世界，同时，志愿者

们在走访过程中，向他们宣传了许多国家扶贫的政策。宣传组的组员们则是紧跟

着调研组与支教组，对他们的工作动态及时地进行宣传报道，希望有更多的人士

能够来帮助这群质朴善良的人们。 

傍晚，建筑工程学院团总支副书记王磊主持召开了当天工作总结会，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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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工作纪律，部署了新任务。紧接着建筑工程学院团总支书记唐喜梅分享了她的

个人调研心得，提出要发展团队文化，拥有自己的团队特色。最后，建筑工程学

院团总支学生会主席团团长阎康康要求各小组展开小组会议，探讨各小组的得与

失，并强调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大家积极踊跃地发言，分享自己所见所闻，以

便能更好地开展日后的三下乡工作。 

三下乡的首日工作已经圆满结束了，一天的时间，实践团成员逐渐地熟悉大

山，也渐渐地融入了大山并被它感动着，实践团团员的在付出中诠释着爱；在收

获中诠释深情。 

 

建筑工程学院志愿者们到农民爷爷家进行调研 

（建筑工程学院 陈檩 摄影：刘娟） 

 

计算机与通信学院“三下乡”实践团情系七星街镇 

7月 12日，计算机与通信学院“青春笃行中国梦，教育帮扶促成长”社会

调研活动已接近尾声。本次实践团成员共分为三个小组，分别以“中国梦”、“关

爱留守儿童”、“互联网+”为主题展开调查。 

上午 8点，支教组四名志愿者在老师的安排下在教室给同学们上课，其余 8

名志愿者在七星街镇中心学校开展调研活动。他们对沿途的居民进行调查，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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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们如何看待“中国梦”、他们心中的“中国梦”是什么、平时通过什么途径

来了解中国梦。对于留守儿童家庭，志愿者们通过访谈的形式来了解留守儿童的

心理、生活状况。 

下午 2点 30分，经过短暂的午休，老师带领实践团所有成员出发前往村民

家里帮忙干农活。看着路上生长茂盛的水稻和其它郁郁葱葱的农作物，实践团的

成员们仿佛也能感受到农民丰收时的喜悦。 

通过一天忙碌而充实的社会实践，志愿者们受益匪浅。 

 

计算机与通信学院志愿者深入田间体验农情 

（计算机与通信学院 周桐 摄影：黄艳） 

 

探索传统文化  弘扬中华美德 
——机械工程学院实践队赴湘潭县中路铺石潭坝开展三下乡实践活动 

7月 12日-13上午，由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干部和学生代表等 11位志愿者组

成的三下乡实践队在团总支书记李星和老师代表陈壮的带领下，在湘潭县中路铺

石潭坝开展社会实践。 

12日上午 9:30，机械工程学院“三下乡”实践团顺利抵达中路铺镇中心敬

老院。受到了中路铺镇中心敬老院领导及老人的热烈欢迎，并举行了交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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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中心敬老院院长喻碧泉与机械学子举行了座谈会，喻碧泉对机械工程学院

实践团选择中路铺镇作为实践基地及为敬老院老人进行物资募捐表示感谢。他详

细介绍了敬老院自 2005年成立以来十年的发展概况及老人们的基本生活情况，

并表示会尽他们最大的努力配合我们的工作。李星对其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向

实践团志愿者们提出要求，要将湖工学子“感恩老人，继承优良传统”精神融入

到社会实践中，充分传递湖工学子对老人们的关怀之情。会后，机械工程学院志

愿者们为老人们表演了精心准备的歌唱舞蹈节目，老人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13日上午 8:00，实践团在石潭坝中学留守儿童家里开展“爱心捐赠”活动。

学生家长接收了捐赠物品，并表达谢意。下午，实践团成员来到了中路铺镇的一

户村民家帮忙干农活，体现出了湖工学子吃苦耐劳的精神。 

据悉，本次活动所有捐赠物品全部来自于我校大四毕业生，物品价值约合人

民币 2000元。 

 

机械工程学院志愿者捐赠物资给贫困学生 

 

 

机械工程学院志愿者体验农村田间劳作、慰问敬老院老人 

（机械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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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艺术学院暑期“三下乡”服务队到市、区规划局

开展调研活动 

7月 3日至 4日，设计艺术学院暑期“三下乡”服务队的调研组一行五人到

湘潭市规划局和岳塘区规划局进行调研。岳塘区规划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及湘潭市

规划局规划编制研究室周瑞炎对同学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 

市、区规划局的同志耐心回答调研组同学的提问，详细讲解福星村规划建设

的相关问题，周瑞炎给了调研组一大桥到三大桥的详细规划设计图并对实践团下

一步的设计提出了宝贵意见，也对我们本次专业、实践相结合的“三下乡”活动

表示大力的支持与肯定。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受到机关部门对建设美好福星村的愿望，明白了

新农村建设，既需要在政府好政策和相关部门各种便利条件支持，更需要村民的

积极配合与努力才能真正实现。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锻炼了团队意识,对

团队的协作和工作方法方面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是对个人素质和工作能力的一次

锻炼。 

 

 

设计艺术学院调研组到市规划局进行调研 

（设计艺术学院 尤诏义 摄影：刘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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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三下乡”火热进行 

书堂有“礼”，传承美“仪”——7月 12日上午 8点，经济学院三下乡社会

实践团在书堂山街道道德讲堂内参加了礼仪培训活动，团总支书记戴晶晶带领实

践团全体志愿者参加。活动中志愿者了解了“阅读，热爱，热心”的志愿精神，

同时还进行了基础行为礼仪培训。此次活动不仅提升了志愿者的自身综合素养，

更进一步推动了景区文明礼仪建设。 

景区调研，客串导游——为了更客观详细地掌握景区现有规划中存在的问题

与未来的规划方向，实践团在经济学院团总支书记戴晶晶的带领下，开展第一期

书堂山景区居民和游客问卷调查工作。实践团分成两组，走访组向当地居民和游

客发放问卷调查表并与他们交流，询问对书堂山景区的建议；讲解组则前往景区

内部为游客们担任导游，对书堂山的文化历史进行讲解。 

志愿者们顶着烈日，挨家挨户地走访了 20多户人家。在问卷调查过程中，

大多数居民对文化园的建设和开发持积极的态度，坚信文化园在当地领导的规划

下会发展得越来越好。同时，部分居民也提出文化园的配套设施不够完善，交通

要道比较狭窄，景区卫生环保力度小等问题。他们希望景区的二三期工程能尽快

完成，能给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在游客调查方面，一些人认为景区

门票优惠制度应更加明确一点。 

讲解组志愿者不畏酷暑带领游客上山，悉心讲解书堂山每一处的文化历史，

驻足欣赏“书堂八景”，游客们纷纷赞叹书堂山的景色秀丽。当了解到这批志愿

者是来自湖南工程学院的“三下乡”社会实践团时，游客都认为这样的实践活动

对大学生本身是一次很好地锻炼机会，他们都十分支持志愿者的工作。这让志愿

者备受鼓舞，也更加深刻认识到志愿服务的意义所在。 

 
经济学院志愿者景区调研、走访基层 

（经济学院：李黎娜、刘姣弟  摄影：李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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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信息学院 2015年“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拉开序幕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生态文明理念，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践行“勤学、修德、明辨、笃实”八字真经要求，电气

信息学院 2015年组建了“提倡绿色环保、共建美丽莲城”暑期社会实践队，将

在湘潭云塘街道调塘社区、杉树巷社区和万新社区开展为期一周的环保志愿服

务。 

电气学院领导对此次 2015年暑期环保志愿活动高度重视。7月 13日下午 3

点，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启动仪式在学院会议室举行。会上，副书记黄望军对实践

活动意义、活动要求一一予以阐述，并对团队成员提出三点希望，希望实践团队

成员牢牢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把社会当作大课堂，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发

扬敢于吃苦，不怕困难的精神，以实际行动展现电气学子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

精神风貌！ 

会后，实践团队志愿者都纷纷表示，不会辜负学院对自己的殷切期望，将以

志愿者的精神认真服务社区，为共同建设美丽莲城而努力奋斗！ 

  

电气信息学院“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拉开序幕 

                                           （电气信息学院  赵玲令） 

 

纺织服装学院与国际教育学院联合开展“三下乡”暑

期社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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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3日上午 9:00，纺织服装学院与国际教育学院暑期”三下乡”志愿服

务团队前往湘潭市岳塘区红旗街道盘龙社区开展为期一周的志愿服务活动，并举

行了交接仪式及工作布置会议。下午，志愿者们对社区”绿色网吧”进行了基本

的维护和修理，为未成年人营造绿色健康的网络环境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纺织服装学院与盘龙社区对接“三下乡”     志愿者为社区绿色网吧修理电脑 

（纺织服装学院 何集泽 摄影:陈巍） 

 

留爱白石镇，守梦儿童情 
——校学联志愿者与留守儿童一一对接并展开帮扶 

7月 13日，我校“留爱相伴、守梦相助”关爱留守儿童“三下乡”社会实

践团在启动仪式后，有条不紊的推进相关实践活动。在校团委指导老师涂璐的带

领下于当天开展了帮扶对接、互动游戏、家访调研等活动。 

爱心帮扶，亲情对接 

午饭后，在初步的简短互动交流后，志愿者们与小孩们再次相约，进行本次

“三下乡”活动的重要环节，这次“应约”前来的 13位小孩是即将参加此次活

动的留守儿童，他们均来自白石镇的各个村落，大多数孩子为小学五年级与六年

级的学生。现场，志愿者们站成一排，老师宣布对接开始后，小孩快步上前，选

择自己喜爱的志愿者作为自己的对接人，一时间，会议室充满了欢声笑语，通过

对接仪式增进了彼此间的感情。 

放飞歌声，共筑梦想 

对接活动结束后，涂老师带领志愿者们教小孩子学习《送别》、《让我们荡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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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桨》两首歌，“长亭外，古道边……”小孩们用他们稚嫩的声音，让我们感受

到了他们内心的喜悦之情；“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他们悠扬

而而甜美的的声音，仿佛在不断鼓励自己，告诉自己有一双隐形的翅膀，能让梦

想自由飞翔。在这个环节，大家都做了一个更加深入的自我介绍，从兴趣爱好到

自己的梦想，一颗颗小小的心灵装满了梦想的种子。通过互动环节让志愿者与孩

子们之间更加信任。 

家访调研，深入关爱 

互动游戏结束后，志愿者将留守儿童护送回家，并进行家访调研，在志愿者

各自“护送”下，小孩们安全到家后，懂事且热情地邀请志愿者们在家里休息。

通过本次的调查走访我们感受到了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们对“三下乡”实践团工

作的高度认可。从他们质朴的话语中让我们明白了自己身兼的责任多么重大，志

愿者们纷纷表示会在有限的时间内让这些留守孩子们最大限度地感受到我们的

热情与深深的爱。 

 

涂老师带领志愿者与留守儿童放飞歌声，共筑梦想 

 

爱心帮扶，亲情对接         家访调研，深入关爱 

（校团委 谢稳桩 摄影：谢稳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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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心得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一天很快就过去，回顾一天，三下乡的第一天已经完美结束，我们开了一个

好头，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对于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我深刻体会到了六点因素，可以使我们的三下乡实

践活动更加完美。 

第一、珍惜。是什么样的缘分，让我们能一起参加三下乡，认识这么多朋友，

为了共同的目标，付出自己的真心。机缘难得，唯有珍惜。珍惜今天，珍惜生活，

珍惜让我富有! 

第二、细节。“细节决定成败!”任何一份工作，一次活动，都需要去精心策

划，需要去细心准备。未经深思熟虑，肯定会忽略了很多细节，以致顾此失彼，

那就会对工作造成诸多不便，降低效率。细节永远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敌人。 

第三、团队意识。来自不同部门的成员，在一起工作，一起宣传传统知识，

良好的团队意识是一切活动成功的前提， 

第四、沟通交流。每个人不断地都会有些新的想法与体会，也许是喜悦，也

许是忧伤，经常与队员们谈心，听听大家的心声，了解大家的感想，可以促进理

解，也可以集思广益，或是彼此分享喜悦的心情。 

第五、主动。主动考虑团队里的大小事情，主动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主动地

提出疑问。这一个个主动，虽然简单，却意义重大，让我了解到更多，学到更多。 

第六、理解包容。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我们不能要求其他人都像自己那样

做事，更不能把自己的意愿、想法强加给他人。学会理解，包容别人，包容社会，

包容世间的一切。其实从下乡的筹备活动到整个活动的结束，事情都不是一帆风

顺的，但每次遇到问题时，我们都会共同商量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虽然在商

量过程中，往往会意见不一致，但我们都能互相理解。慢慢地我也学会了包容、

学会了体谅，更加懂得站在别人的立场想问题。 

第一天刚刚过去，大家都逐渐进入状态，相信明天开始我们的团队能够更有

默契，we are 伐木累！！！ 

（校学联支教组 刘益君） 

PDF 檔案使用 "pdfFactory Pro" 試用版本建立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三下乡”心得体会 

今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了湘潭县白石镇，参加为期一周的三下乡活动。

此次三下乡活动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为了能够顺利地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

务，在前期我做了充分地准备。就在今天，我到达了这里——齐白石的故乡，白

石镇。 

来到之后，我们先去中学放下行李，随后去了镇政府去参加了文艺演出，演

出中我们的志愿者和我们的小朋友非常的活跃，志愿者们精心的表演着准备的节

目，而小朋友们积极的参加我们的互动节目，并获得了丰厚的奖品，除此之外，

我们还赠予小学生们一些书包，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关爱之情。表演结束之后，我

们去了食堂用餐，用餐过后我们和小朋友们一起在一块沟通交流，使我们对他们

有一个简单的了解，紧接着我们进行了对接任务，每个志愿者都领到了自己帮扶

的小孩。 

下午，我们把小孩送回了家，并进行对我们此次活动的宣讲任务，我们向当

地的村民百姓详细的介绍了此次活动的内容，他们也非常热心的同我们进行交流

与咨询，对我们的活动也表示欢迎和支持，还会有许多小朋友来加入到我们明天

的支教活动中。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得到了以下认识。 

l、提高了认识，明确了责任。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同学们的思想认识

水平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深化了我们对新农村的思想。经济落后，一切都免谈。

社会应该给予不发达地区以更多的关注，让雨露惠及农村。我们大学生应该加倍

努力，为祖国的强大多出力，多流汗，多动脑。实践活动还促进了我们对国情、

民情的认识，增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2、增长了才干，发现了不足，激发了热情。社会实践活动给广大同学提供

了一个学习社会知识和展示自我才华的舞台，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锻炼了广

大同学的才干。同学们一起努力做了很多事情，我们一起做问卷调查，一起上街

进行宣传，一起表演节目……在合作中锻炼了我们分工协作的能力，交际能力，

组织能力等等。在这次下乡实践活动中我们充分发挥了专业知识在经济活动中的

PDF 檔案使用 "pdfFactory Pro" 試用版本建立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作用，既为地方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思维、新的活力，又培养了我们的吃苦耐

劳精神，使书本知识在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消化，让大家在实践中学到了很多宝

贵的、在书本中无法学到的社会经验。而社会实践，作为一种把理论知识运用于

实际的重要形式，又能够很顺利的让我们做到了校外实践与校内实践相结合，达

到两方面平衡的发展的理想目标。 

3、展示了形象，发扬了学校作风，体现了专业特色。通过参加大学生社会

实践活动，充分展示了青年大学生的风采。我们都展现出了良好的精神风貌，不

怕苦、不怕累。 

三下乡与其说带给锻炼的机会不如说带给我思考的角度，这次三下乡让我真

真正正的从管理者的角度在思考着问题，即使很幼稚，很懵懂，但却是让我思维

的方式有了重大的转变的。 

三下乡就是要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好好利用自己的才能来与实践相结合，让我

们实实在在感受乡情，知道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并要在实践中肯定自己的

价值，认识自己的不足，这就要求我们更加努力去学习和充实自己，去更好地为

以后为人民服务作好准备，这才是我们三下乡的意义。 

这次社会实践让我更加坚信：意气风发的我们经历了下乡的洗礼，象牙塔里

的我们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年轻的我们拥有绚丽的青春年华，

走出校园，踏上社会，我们仍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总之，这个暑假的社会实

践是丰富而有意义的，一些心得和体会让人感到兴奋，但却不仅仅用兴奋就能描

述清楚的，因为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收获。着不仅是一次实践，还是一次人生经

历，是一生宝贵的财富！ 

（校学联支教组 蔡俊星） 

 

不忘初心 

离别就是这么简单粗暴，我要小勇坚强，告诉他能适应离别的人才能成功，

生活就是这样，需要做的就是爱情，友情，亲情如何维系。 

和小勇老爸谈了一会儿，教育方式传统教条，“小勇是所有小孩里面最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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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绩不好”。这些天的陪伴，教育，我没有把学习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基本

很少提起。我告诉他，只有思想改变了，学习成绩优秀只是时间问题，做人比做

学问更重要！四天时间毕竟太短，我只能去希望，希望我对小勇的触动更深，深

到成为信念。 

时间过的太快，来之前看了一篇文章《叔叔阿姨，求你们了，别以支教的名

义来旅游！》，来到这里第一天起，我抛开了所有我在城市里养成的恶习，我是手

机控，我从来不折被子。我希望能完全融入他们原来的生活，有时我甚至认为喝

矿泉水都是罪恶，不过有些我不能改变，我只能从缺陷中尽量去弥补。 

很舍不得大家，回到寝室我把照片又看了几遍，大家都激情付出，闭上眼睛

所有的都是灿烂的笑容，真的很爱你们，有你们这帮有爱，激情，奉献的朋友们。 

我的任务完成了，不忘初心，我来参加志愿者有两点目的：第一献出自己的

爱心，第二就是认识一帮有爱心的朋友们”。 

（校学联支教组 胡凯） 

 

机械工程学院三下乡社会实践心得：启程 

今天一大早就为这次三下乡活动做准备，第一站我们首先来到了湘潭县中路

铺镇中心敬老院，我觉得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活动，在去敬老院的路上我满怀期

望，想象着见到那一张张慈祥的面孔就会觉得很幸福很开心。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到达中路铺镇中心敬老院，走进敬老院的第

一感觉是有点破旧，我们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去看望爷爷奶奶们。我们四五个人

看见一位和善的老奶奶，她请我们进屋坐，走进屋子，心里“咯噔”了一下，爷

爷奶奶们就住在这里吗？我觉得好心酸，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为儿

女操劳了大半生，如今却在应该安享晚年时来到敬老院。我们和老奶奶交谈，尽

量避免有关家的话题。后来我们一起给爷爷奶奶们表演节目，对待老人最重要的

是要尊重他们，也许他们对我们爱理不理，也许他们对我们讲话口音不熟悉，也

许他们在交谈过程中老是走神，也许他们耳朵不好使，我们都要耐心，关心他们

的生活，给他们受伤的心灵一些温暖，亲切的叫一声爷爷、奶奶。或许他们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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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在心，或许他们就会觉得温暖一些。很快到了离别的时候我们都依依不舍的

挥着手跟老人们说再见。我觉得自己度过了很有意义的一天。 

通过这次活动我学到了很多。对于父母，我告诉自己，父母也会有老的一天，

自己要尽一切努力照顾好他们，把他们留在身边，不论他们的行动变得多么迟缓，

不论他们思考变得多么困难，因为，我知道，小时候，是他们一步一步地扶着我

走路，是他们一遍一遍地教我识字。我还告诉自己，要把自己的责任感化作不间

断的行动，以后自己还要坚持去，不要吝啬一个微笑，一个温暖的眼神，一声“爷

爷、奶奶”，也许这就是让他们感动的瞬间，让他们温暖的瞬间，这次与爷爷奶

奶心与心的交流，让我更加珍惜与父母在一起的时光，我会让他们更加幸福！ 

（机械工程学院 闫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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