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简报 

（第 6 期） 

主办：共青团湖南工程学院委员会             2015 年 7 月 20 日 

目  录 

 

实践动态 

传统文化让支教绚烂 新兴媒体让实践多彩——校学联 “留爱

相伴·守梦相助”关爱留守儿童实践服务团活动纪实 

义务授课手牵手，侗汉两族心连心——湖南工程学院外国语学

院“新教育，心希望”义务授课开展 

管理学院：歌喉一唱成绝响 三湘四水奏花鼓 

三原色绘画创造多彩的世界——记理学院“三下乡”社会实践

团献给孩子们的趣味美术课 

经济学院：传承礼仪，论道书堂 

湘潭电视台都市频道《都市日记》栏目报道我校学联“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 

 

实践心得 

一声声哥哥 

美好回忆 

“心心”之火可以燎原 

心得体会 

明天会更好 

三下乡心得 



★实践动态 

传统文化让支教绚烂 新兴媒体让实践多彩 
——校学联 “留爱相伴·守梦相助”关爱留守儿童实践服务团活动纪实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生生不

息、绵绵不已的民族精神和发展动力，蕴涵着今天实现中国梦的中国精神和中国

力量。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 

仲夏七月的星空，繁星闪烁着梦想。7月 13 日至 17日，湖南工程学院校学

联 “留爱相伴·守梦相助”关爱留守儿童实践服务团在湖南省湘潭县白石镇齐

白石中学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关爱留守儿童“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传统文化  打造留守孩子精神力量 

“星塘一带杏花风,黄犊出栏东复东。身上铃声慈母意,如今亦作听铃翁。”

这首让你无限遐想的诗出自于白石镇的一位老人之手，而他的画作更是闻名于世，

这位慈善的齐白石老人，用传统文化的魅力赢得了世人称赞。 

“哥哥，你说写字如做人，教我写好毛笔字好吗？”“姐姐，今天的语文课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知道如何勤学与修德，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小

朋友们，你们知道中国传统的乐器都哪些？如果让你形容它们发出的声音，你会

怎样描述？”这几天的支教课堂上，无时无刻不散发着古色古韵。 

充分利用白石镇浓厚的地方传统文化气息，弘扬并继承传统文化是这次“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一大亮点，通过手把手教毛笔字、画彩画、读典故、诵古

诗等，用这些传统文化生动支教课堂,不仅让学生学得更起劲，更让这群留守儿

童放下孤独自卑，懂得天真率直。 

新兴媒体  打通留守孩子沟通平台 

“这里可以看到您的孩子画的画，写的字，你还可以更为客观的看到他们最

近的状态。”“阿姨，我们会通过‘白石星空’将这几天您孩子的各方面情况反馈

出来，希望您能抽空多鼓励并关心他。”志愿者们除了要同结对孩子打成一片，



还同支教帮扶的孩子家长进行了深入交流。 

父母会用微信等新媒体，孩子却没智能机，于是，志愿者便用自己的智能机

搭建起了一座桥，建起了“白石星空”微信平台，让父母除了电话的沟通外，增

加了图片视频等视觉交流，让父母动态的了解孩子内心世界。“这次你们的活动

内容太精彩了，让我更多了解到了我家的孩子，我打算这几天回家一趟。”这是

一位在外打工的母亲，在志愿者的引导下，通过微信搭建的“白石星空”对孩子

有了更多的认识。 

主题班会  放飞留守孩子心中梦想 

“大手牵小手，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好嘛？”“我的这幅画，画的是一片夜空，

繁星点点，草地上坐着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和我结对的哥哥姐姐。”“我的有一个

梦想，就是努力学习考上大学，也同哥哥姐姐们一样，到农村陪同我们一样的孩

子。”“虽然我每天上学放学要走好远好远的路，但是一想到我的爸爸，不管多累，

都还在外面，早起贪黑努力赚钱，我就想默默的学习，让他们开心。” 

说故事、讲梦想、谈父母、看节目，孩子们兴趣高昂，班会现场气氛热烈，

欢声笑语充满校园。志愿者们同留守孩子们一起交流，一起聆听，时不时的引导

一些性格内向的孩子融入到集体班会活动中来，让每一个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快

乐与笑容。 

通过举办“留爱·守梦”主题班会及书画作品展，增强孩子们的集体观念和

荣誉感，使他们敢于表现自己，走出内向，让留守儿童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让

他们树立远大理想,做一个勇于做梦，勤于追梦、努力圆梦的“勤学修德明辨笃

实”之人。 

陪伴呵护  守望留守孩子幸福家园 

“姐姐，我们一起玩个小游戏，你扮演皇后，我扮演公主……”玩着玩着，

小朋友们发现了一只被丢弃的羊羔，志愿者们同小孩一同寻找羊的主人，最终，

却得知这是一只站不起的羊，它被无情的丢弃。孩子的世界是充满稚嫩的，也是

丰富复杂的，这就要求志愿者们首先要拥有一颗童心，学会用童心看待他们的世

界，要精心呵护他们的内心世界，用耐心去引导他们如何应对难以抉择的事情。 



近来留守儿童上演的悲剧并不少见，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亲情的残

缺，其实他们本质是可爱善良，纯净质朴的，只是一不留神，走偏了方向。因此

要想活动深入有效，光解决学习问题还不够，还需要想办法解决留守儿童在生活、

心理等方面存在着比较突出的问题。 

通过结对帮扶，志愿者们把他们当成弟弟妹妹来照顾，陪他们上课、游戏、

放学、吃饭、睡觉，志愿者用心关爱，用情感化，有效端正了他们的内心想法，

填补了缺失关爱，让他们体会到即便是留守孩子，也照样可以过得快乐不感孤单。  

“一二三，我们一起喊茄子……”在大家齐声的高喊中，在欢乐的笑声里，

相机定格了这群大学生同留守儿童们在一起的幸福瞬间。这些大学生们播下了留

守儿童一颗颗希望的种子，放飞了一个个美丽的梦想。或许此刻，这两个早已融

为一体的特殊“家庭”，让他们传递了更多关于核心价值观的青春正能量，收获

了更多关于爱与梦想的青春中国梦。 

 

 

 

 

志愿者们认真教课、手把手教学 



 

举办主题班会活动，让孩子们展示自我风采 

 

举行书画展，组织玩游戏让留守孩子们走出内心世界 

 

结对帮扶，陪伴孩子度过不一样的假期 

 

双胞胎想和姐姐们一起睡，志愿者轮流照顾，悉心呵护 

（校团委 卢日伟 摄影：谢稳桩 谭欣 郑亮 郭炜璐 张星媛） 



义务授课手牵手，侗汉两族心连心 
——湖南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新教育，心希望”义务授课开展 

7月 18日上午 8 时，湖南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到

达新晃侗族自治县兴隆明德小学，与 24名在校门口翘首而盼的孩子们见面，并

组织引导孩子们有序进入义务授课的教室。 

正式上课之前，杨长炳校长向孩子们说明团队授课计划及安全事项；随后，

志愿者们用英语进行简单自我介绍，并逐个分发爱心文具，志愿者们热情洋溢，

孩子们欢呼雀跃，开场气氛一片大好，孩子们与支教组成员们的距离逐渐拉近。 

上午义务授课计划上三节课，8时 30分开始，分别由志愿者蔺静、李聪、

喻琼华主讲，其他志愿者担任助教，从旁协助，鼓励孩子们大胆开口说英语。三

位志愿者老师凭借各自丰富的家教及讲课经验，摒弃传统灌输式教育，采用新型

引导型教育，以实物联想记忆单词的方法，以生动活泼的方式为孩子们带来三节

别开生面的英语课。三节课中穿插各种简单游戏，不仅帮助孩子们有效记忆单词，

更是锻炼他们的反应能力及表达能力，提高他们展现自我的自信和勇气，寓教于

乐，在释放孩子天性的同时引导其主动学习，创造了传统教育模式所缺乏的良好

英语学习氛围。孩子们与支教组成员们的距离进一步拉近。授课结束后，志愿者

们组织孩子们有序走出教室，走出校门，并向 24位孩子的家长一一发送短信，

拨通电话，以确认孩子们安全到家。 

团队授课方式获得杨校长的好评，杨校长希望该活动能持续进行，提高孩子

们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志愿者在兴奋之余，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表示将以饱满

的热情、多变的英语形式投入到义务授课中。 

 

志愿者为孩子们发放爱心文具              志愿者与孩子们互动 

（外国语学院 罗斯 谢湘萍 蔺静 摄影：罗斯 谢湘萍 蔺静） 



管理学院：歌喉一唱成绝响 三湘四水奏花鼓 

为了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湖南花鼓”的发展现状并唤起人们对和

湖南花鼓的保护意识，7月 20日上午，湖南工程学学院管理学院“代代相传的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三下乡成员来到湘潭市雨湖区八仙桥公园进行实地

调研，展开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南花鼓”的追溯。 

当小组成员到达花鼓剧团所在地时，花鼓剧组的成员们正在合奏戏曲《刘海

砍樵》。开场音乐由唢呐导出，奠定了戏曲的整体基调。随后，便是男女对唱，

男声饱满有力，女声温柔婉转，男女一唱一和，伴随着专业的管弦乐器和打击乐

器天衣无缝的配合，旋律抒情优美，呈波浪型发展，三下乡小组成员们听得如痴

如醉。演奏完毕后，花鼓戏剧组的一位老人为三下乡成员介绍了湖南花鼓戏的历

史起源与表演技巧，还为三下乡成员一一讲解了各乐器在表演中的作用，更是慷

慨地给了三下乡成员亲试乐器的机会。在接下来的交流中，八仙桥公园的花鼓剧

组成员与三下乡的成员热情认真的探讨着花鼓的发展，他们的一言一行中无一不

流露着对花鼓戏的热爱。 

湖南花鼓文化博大精深，随着电声乐的兴起，遭受了难以弥补的重创，所幸，

仍然有那么一批热爱花鼓、关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在为它的创新与传承贡献力

量。通过此次调研，“三下乡”成员内心的民族文化自豪感愈加强烈。他们真心

祝愿花鼓戏的博大精神代代相传，湖南花鼓越演越好，有更多的人喜爱湖南花鼓

戏，也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弘扬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队伍中。 



三下乡小组成员与花鼓剧组成员亲密合照、剧组成员忘我地合奏《刘海砍樵》 

（管理学院  张晓娟） 



三原色绘画创造多彩的世界 
——记理学院“三下乡”社会实践团献给孩子们的趣味美术课 

2015 年 7月 18日，湖南工程学院理学院“以爱助力，为梦想启航”暑期三

下乡社会实践团队开展的趣味美术课程，在孩子们的期待中到来。各位小朋友要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利用三原色创造自己的作品，为 7月 19日出演的话剧准备道

具。 

志愿者对孩子们说：“红、黄、蓝是这个世界最基本的颜色，世界上所有的

颜色都能由这三颜色组合调适出来。”孩子们听了觉得不可思议，睁大了好奇的

眼睛，期待着接下来的课程。每个孩子桌上的颜料盘里只有红、黄、蓝三种颜色，

他们要在志愿者的帮助下，调适出喜欢的颜色涂抹在道具上，但是在整个过程当

中志愿者不能接触画笔，只能稍作指导，让孩子独立完成作品。 

这样一堂充满趣味的美术课，向孩子们强调应树立自己的独立意识，同时也

让孩子们明白，只要善于发现，勇于创造，身边处处都是风景。对物如此，对人

亦如此，只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就可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志愿者辅导孩子们学习三原色成色原理、上色技巧 

（理学院） 



经济学院：传承礼仪，论道书堂 

7月 18日，经济学院“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已进行至第九天，志愿者们

在经济学院团总支书记戴晶晶的带领下依旧认真坚守在自己的志愿工作岗位上。 

上午，讲解组的志愿者热情接待了一批来自孝心村的孩子，他们是参加暑期

“孝亲尊师”夏令营的小学生。面对孩子们好奇的眼神，志愿者耐心详细地为他

们讲解了“书堂八景”的历史背景及其文化内涵，介绍了唐代书法家欧阳询的优

秀书法作品，并在讲解中不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向他们宣扬孝行文明的重

要性，加深祖国新一代的孩子对儒家文化中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

认识与学习。 

短暂的午休后，志愿者走访到当地一家书法艺术中心翰香阁，采访到书法班

的老师程庚。在采访过程中，志愿者了解到书堂小镇的孩子学习书法的初衷以及

现在书法班的基本情况。之后，志愿者还虚心向他请教了练习毛笔字的基本功。 

“练习书法，要从基础开始，不能好高骛远。写毛笔字一定离不开最基础的笔画，

工工整整的笔画体现堂堂正正的人格。而对于书法的创新，我们同样是在最基础

的笔画上做功夫，一撇一捺把字写活。”最后老师还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书法，写

下“我爱书堂，书唐山上吞云雾”几个大字，字迹严谨工整、平正峭劲，志愿者

不禁赞叹。此次采访让志愿者再一次接触到深厚书法知识，感受国粹艺术魅力。 

今天的实践活动让志愿者们再一次走进书堂的“礼”文化，深入接触到博大

精深的书法艺术，在服务书堂的同时，收获到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提升了自身

的修养。 

 

走进书堂感受“礼”文化 

（经济学院 刘姣弟  李黎娜  摄影：田瑞丰） 



湘潭电视台都市频道《都市日记》栏目报道我校学联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7月 14日湘潭市都市频道《都市日记》栏目用 2分多种时间报道了我校学

联“留爱相伴·守梦相助”关爱留守儿童实践服务团在湘潭县白石镇开展“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的新闻。 

节目介绍说，湘潭县白石镇是 20世纪中国画艺术大师世界文化名人齐白石

的故乡，活动中湖南工程学院“三下乡”团队在这里介绍表演了中国传统乐器、

音乐、书法等。 

除了让留守儿童观看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表演，大学生们还准备了不少互动

节目拉近距离，而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他们将通过家庭走访、集中支教、留

爱活动等方式，对留守儿童给予一对一的帮扶。齐白石中学五年级学生邹婉玲向

记者兴奋的表达说：“这些湖南工程学院的哥哥姐姐们来陪我们，这个暑假一定

过得非常开心。” 

白石镇劳务输出人口较多，很多孩子都是留守儿童，齐白石镇副校长刘壮谈

到我校三下乡活动对当地学生的意义时提到：“主要是留在精神层面的影响，活

动过后学生的心灵受到了冲击，在性格方面、心理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学

习也更加努力刻苦了。” 

节目还对我校三下乡活动进行了全面介绍，校团委办公室主任、该实践团指

导老师涂璐对记者说，开展此类活动主要是想要培养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综合

能力，希望能在学校与白石镇共建的社会实践基地上长期坚持志愿实践活动，开

启校地合作的良好局面。 

 



 

校团委办公室主任涂璐接受记者采访       实践团团长张星媛接受记者采访 

 

参与活动的孩子接受采访谈感受                   实践团志愿者 

 

★实践心得 

一声声哥哥 

“三下乡”活动已经接近尾声，而我也将离开。但这个时候我最担心的不是

报告有没有写好，而是怎样跟这些孩子说再见。我的心很软，看不得一点伤心事，

所以才用癫狂的笑声麻痹自己。我不想再见，不想离别，不想看见孩子们失望的

眼神。 

下午就要走了，11 点是最后一次带着孩子们一起学习、玩耍的时刻。还没

开始的时间里，一个个精灵般的脸皮在我脑海中浮现。 

“哥哥，我可以拍照吗？”“当然呀！诺，按这个就可以了，你去拍吧。”“可

是……哥哥……我能和你一起拍吗?这样哥哥就不会忘记我了。嘻……嘻……” 

 “哥哥，哥哥，快来看，我写的好不好看啊。”“恩，好看，好看。”“哥哥，



我写了两个字，我们一人一个好不好。”“好呀！”“那我拿‘永’，哥哥拿‘远’，

加起来就是‘永远’了……” 

 “哥哥，下午就要走了吗？”“哥哥，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哥哥，别走

好么”“哥哥……哥哥……哥……” 

我从来没想到这些孩子会在我生活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回忆。时光总是无情，

不倦地消磨我们的青春、记忆……，大浪淘沙，留下的是这辈子也无法忘怀的瞬

间。我想我的记忆长河里会有这么一群精灵和我一起嬉戏、玩闹，永不消失。 

看着手上的一截粉笔还有下面一双双澄澈的眼睛，我想到了第一次见到他们

的时候。黄申显是我第一个带的孩子，有着同龄人的活泼与天真。小小的脑袋里

装着无数个为什么。“为什么开飞机时不能有小鸟啊？”“你猜人要是可以浮在空

中会发生什么？”……几天时间里一起奔跑，一起交流。就像鱼儿游进了大海，

旱土遇到了甘露。心与心连在一起的感觉真的很奇妙。 

“哥哥，你怎么不讲了啊？”我的手在抖，不知道如何开口结束这堂课。虽

然深知天下无不散筵席，但真到了这一刻，内心却在强烈抵触着。终究还是结束

了，长路漫漫，山水迢迢，始终不忘的却是那份情。 

（校学联支教组   熊栋梁） 

 

美好回忆 

今天是活动进行的第四天，我们的志愿支教已经进入尾声了。 

回想这四天，我做了什么？本次活动的重点在于支教，我在支教这一块负责

的是音乐这一门课程。我有两个期望：一个是让小朋友们在上课的过程中感受快

乐，一个是给他们排合唱，让他们有目标地去唱歌，树立目标意识。今天中午开

展了班会，小朋友们的表现很不错，先不说最后展示的时候唱的好，平时练歌时

也是很认真，那种非常认真去完成你布置的事情的时候是难得看到的，小朋友会

把我们教的每一个知识点都放在心里，并且有意识地去学习，去进步，这点实属

难得。 

这次 13个对接的留守儿童里，有两个是我对接的，她们的名字分别叫：周



睿，胡奕。周睿是个特别活泼的小女孩，遇事容易纠结，内心有些早熟，但她的

想象力特别的丰富，在画画时候很明显地展现了出来。相对周睿来说，胡奕就是

个典型的邻家女孩了，生活条件还可以，也没有特别外向，也没有特别腼腆。 

在这 13个孩子中，有一对双胞胎那一次送她们回家，发现学校离两个妹妹

的家有近两个小时的路程，她们每天都要走上一趟看不见前方的山路。进到房子

里，看见满满一墙都是她们的奖状，除了学校里的，还有一些市级的奖项，并且

都获得了比较好的名次。姐妹两好胜心很强，她们很勤奋，很刻苦，平时都用奖

励的学习用品和奖金，不花家里的钱。不论上什么课，她们都听得很认真，姐姐

锦龄的软笔书法很有天赋。有时心里不禁会有很大的感叹。 

支教方面，我和谭琳一起给小朋友们拍了一首合唱——《送别》。几个小男

生一开始害羞不敢开口，练习的时候，我关注到了一个男生，虽然看似漫不经心，

但嘴里还是跟着大家一起在唱着歌，相比于我们生活周边的同龄小孩来说，他已

经算是懂事的了，只是在白石镇那一群小孩里，显得闹腾些罢了。除了对孩子们

的一些感想，自己在支教的过程中也发现一些自身的不足，比如说：之间没有做

好很好的准备，第一天临时教小朋友音乐时有些手足无措；本身我不是音乐专业

的学生，对其的专业知识有欠缺，教课的时候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不知如何去

将正确发音的方式表达出来。 

5 天的支教活动结束了，对于这些孩子我有很多的感叹，有敬佩也有心酸。

送小孩回家的路上，周睿除了特别开心地跟各个哥哥姐姐玩耍，她心里还有一个

其他的顾虑，她跟我们说：“虽然我们家差了点，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嫌弃哦。”这

么小的孩子已经有这样的顾虑了，可能在她心里，不管怎么样都感觉我们是有点

不一样的，不管我们怎么说不会的，不会的。双胞胎也是一样，在同龄人中，她

们是那么突出，那么骄傲，但在我们面前，还是透露出了些许自卑。这是环境决

定的。这些孩子里面，大部分都已经很懂事了，可跳出来想想，这个年龄，应该

是他们无忧无虑，快乐的童年。 

又一次三下乡结束，这一次我们一对一对接儿童，每天送孩子回家，感觉很

特别。接下来我们的责任还在继续。希望我们这几天的陪伴，可以给孩子们一段

美好的回忆。                                （校学联支教组   金思瑶） 



“心心”之火可以燎原 

昨天上午，我们向学校的老师们询问了学生们的学习状况，由于还没有接触

他们，所以不清楚他们真正的英语水平。针对一般学生们都不喜欢记单词的现象，

我们安排了一些常用单词还有简单对话的学习，计划实行趣味性教学；晚上我们

忙到很晚才休息，仔细的备课，一遍又一遍，躺在床上的时候我还在想“要是明

天到学校上课的学生人数特别少甚至是没有学生那怎么办？”…想着想着又对自

己说“就算只有一个学生我也要认真的教，把自己准备好的内容都教给他”。 

今天清早，我怀着忐忑的心走在去学校的路上，由于路途比较遥远，我赶到

校门口的时候看到有学生已经到了，当看到那么多学生整齐的坐在教室的时候，

我的心里无疑是感动的。我是第二个上台讲课，看到前面的学姐在教课的时候动

作表情都很生动形象，学生们也在积极配合，我就想“我也一定要让学生们喜欢

上我的课”，可是，到我讲课的时候我发现我教的内容学生们都会，所以我就用

“向左走、向右走”与“蹦蹦跳”的游戏让他们游戏性的读单词记单词，在游戏

中学习。在另一个学姐打算教第三节课的时候，我却意外的发现我当时漏写了一

个字母，尴尬中，学姐开了个小一个玩笑，她说：“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老

师故意犯了一个错误，看你们谁有火眼金睛能够找出来”，于是她圆滑完美的纠

正了我的小错误。最后，在和同学们玩“喊数抱团”游戏的时候，一个小女孩拉

着我说，“老师，等下我们抱成一团吧?”看着她纯真的笑脸我很高兴的答应了她。

学生们的积极配合与学姐们的帮助，这是我第一天支教感触最深的也是最感动的。 

经过一天义务授课让我感受到这里孩子们学习的热情与积极性，他们认真学

习的样子让我想要教他们更多。我相信，只要有心，只要用心，他们会变得越来

越棒！                                           （外国语学院   李聪） 

 

心得体会 

7月 14日，我们三下乡社会实践团去黎氏八骏故居。黎氏故居在湖南湘潭

县中路铺镇南岳衡山支脉晓霞山石潭坝乡菱角村-长塘组。这里的人美风景美，

没有工业的机器声，只有农民朴实的欢笑声，没有工业的污染，只有满上遍野的



树木画出，到处鸟语花香，田地里硕果累累。黎氏八骏指黎锦熙、黎锦晖、黎锦

曜、黎锦纾、黎锦炯、黎锦明、黎锦光、黎锦扬。老大黎锦熙，现代著名语言学

家、教育家；老二黎锦晖，现代著名音乐家、文学家，是儿童音乐的鼻祖；老三

黎锦曜，矿业家；老四黎锦纾，教育家；老五黎锦炯，著名的铁道桥梁专家；老

六黎锦明，被鲁迅先生称为“湘中作家”；老七黎锦光，音乐家，创作“采槟榔”

“夜来香”“接过雷锋的枪”；老八黎锦扬，文学家。 

他们个个有成就，为国家做出过巨大贡献，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弘扬他们

的精神文化。 

                                                             

（机械工程学院  徐普） 

 

明天会更好 

终于和大家一起从学校来到娄底涟源的这个小乡镇--七星街镇。清晨的空气

格外清新，我们也怀揣着热情和期待开始了第一天的活动。 

我很高兴参加这个“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我在这个团队中主要是负责拍

照，   一路上记录了很多美丽的瞬间，也产生了很多深刻的感受。初来到这里，

校领导们十分热情，对我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抱有很大的期望。我们也努力做好各

项工作，用实际行动来回馈领导们的热情和期望。 

另外，今天上午的捐赠仪式很成功，在仪式结束之后我看到了大家满脸的笑

容。和这里的孩子相比，我竟有些许惭愧，这些孩子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生活和

学习，真的很不容易，我都为他们点赞。支教课上，我听到其中几个人的梦想，

很纯粹很天真，就像儿时的自己，这让我更加强烈的想要给他们讲授很多正能量，

希望他们都能坚持自己的梦想，对生活充满希望和热情，努力奋斗，祝愿他们早

日实现自己的梦想。 

 （计算机与通信学院  张翔） 

 

三下乡心得 

不由得不说，今天的亲子课堂感触尤为深刻。我们做儿女的要学会在一些公



开的场合，把我们对父母的爱和感谢表达出来，而不是私下让他们知道。我们中

国人比较含蓄，不太会在一些公开的场合来感谢我们的父母，其实这是我们对父

母的肯定，也是让父母感到光荣的一件事情。这个很重要，因为人到了老的时候，

他们的生活真的很单调，他们的生活里没有什么东西呀，也不再有什么人说他们

什么事了。所以，如果偶尔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感谢他们，那实在是给他们很

大的安慰。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缘起缘灭，人生苦短，我们与

父母相处的日子相对来说更显得短暂，人在一生之中孝敬父母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因此，趁着父母健在，珍惜父母健在的机会，抓紧千方百计地全力地向父母尽着

孝道，尽孝道不是说让父母过上多么优越的晚年生活，而是能经常陪伴他们，让

他们能够经常看到自己的孩子。 

                        （理学院  左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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