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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快讯

“青春建工十三五·同心童行中国梦”——建筑工

程学院 2016 年赴算子村爱心团队

为了积极响应校团委的号召，全面贯彻习主席讲话，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建设，引导建筑工程学院的学生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建设“算

子村”中做出成绩，建筑工程学院积极组织学生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活动，鼓励学生到基层去“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

7月 12 日晚 22:19 分，在建筑工程学院 2016 年暑期实践团指导老师李佳

和郭文辉的带领下，建筑工程学院 33 名志愿者组成的实践团队，从湖南工程学

院主校区出发，奔赴暑期三下乡实践地——贵州省沿河县算子村。本次活动的

主题是“青春建‘工’十三五·同心‘童’行中国梦”。我院 2015 年暑期“三

下乡”社会实践团队入选全国前四百强优秀团队，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此次更

是吸引了两位外校的同学的参与，他们分别是来自湖南科技大学的孙嘉轩同学

和来自长沙学院的谭力菲同学。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今年的“三下乡”会

取得更好的成绩。

火车正缓慢的行驶，路途遥远颠簸，但大家依旧精神充沛，定会将自己最

好的精神面貌带到算子村小学！



（文/耿峥嵘 图/王思）

湖南工程学院电气信息学院赴怀化晃州镇兴隆明德

小学开展科教帮扶活动

在这片开满野山菊的太阳村土地上，每缕风都能吹开一粒种子，生根发

芽。

科普讲堂，点燃孩子科学梦

科技点亮生活，知识助力梦想。13 日上午 8 时，湖南工程学院电气信息学

院“三下乡”实践团前往晃州镇兴隆明德小学，带领太阳村周边留守儿童开展

了为期半天的科技制作、科普讲座等科教活动。

活动还未开始，孩子们却早早的守候在教室，从他们稚嫩的脸庞上看到的

满是求知的渴望。为让孩子们切身感受科学的魅力，培育其对科学的兴趣，激

发孩子们探索科学的欲望，点燃孩子们心中的科学梦，实践团成员发挥专业优

势，将科学知识带进课堂。



8 时 40 分，电气信息学院科普讲堂正式开课，志愿者就科技作品进行一一

展示，并将其科技原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与孩子们进行互动，深入浅出，深深

地吸引在场的孩子们。其中有微型模型太阳能摩天轮，生活中的交通灯、小型

滑翔飞机、简易吸尘器以及由电气信息学院创新实验室的学生制作的光立方方

和广州塔。孩子们踊跃参加提问，而他们的科学储备知识也着实令我们惊讶，

孩子们的科学激情体现得淋漓尽致。“我本来还觉得站上讲堂会紧张，但看到

孩子们一张张渴望知识的脸庞和一双双充满善意的眼睛，我很快就平静下来

了。”科普讲堂的志愿者在课堂后如此感概。一场科技趣味大讲堂让我们看到

了孩子们聪明可爱的一面，也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孩子们对我们也更加信任。

知行合一，助力孩子科学梦

在半小时的科技趣味大讲堂结束后，电气信息学院“阳光心灵，科技同

行”关爱留守儿童实践团为明德小学 40 名小学生准备了“大手拉小手、共筑科

技梦”科技小制作动手实践活动。

活动由 12 名实践团成员带领 40 名学生进行现场 DIY 科技作品，孩子们根

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想要制作的小作品，在志愿者的耐心指导和细心讲解下，孩

子们认真制作，当遇到困难时也积极的向大哥哥大姐姐们求助。一个半小时之

后，一件件科技小作品被展示出来：雷神电车、冲锋艇、电动吸尘器、太阳能

小车、万花筒、电动摩天轮、四驱小车。孩子们还将自己制作的小作品大胆进

行上台讲解演示，直呼被科技的神奇与奥秘所吸引。“老师，我把我的小作品

送给您，我做了两个，您辛苦了。”课后全体实践团成员被这个细节所深深打

动，孩子们的善良可爱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电气信息学院为孩子们准

备的科技制作环节旨在激发孩子们的创新思维与培养他们的动手实践能力。

活动最后，实践团将所有的科技作品全部送给了热情参与的小朋友，并为

每一位小朋友分发了小礼品。几个小时的快乐时光，在一张张童真可爱的笑脸

中匆匆逝去，充实而又难忘。



下午 6 时，湖南工程学院纪委书记俞贵邦，副校长李军林等慰问团一行人

前来看望并指导实践团的工作，并期望大家把活动办好做实，增才干，长见

识，做奉献，帮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通讯员：张如意）

全体学生和实践团成员合影

学生介绍七彩光纤灯



志愿者同学生一起检测简易净水装置

纺织服装学院暑期“三下乡”实践团

“下工厂，进社区”精准调研

7 月 11 日上午，纺织服装学院“走进纺织工厂，感受最美中国”社会实践

团来到湖南东信集团以及周边的纺城、学卫和新建 3 个社区就纺织女工工作状

况展开调研。

实践团成员分工厂调研和社区调研两个小组同时进行。通过前期的有效接

洽，我们找到了东信集团工会程迎花主任，并在会议室了解了东信集团前身湘

纺厂的历史以及在湘纺厂拍卖和改制后员工的去向及普遍生活状况。而社区调

研组则坚持明确分工、紧密合作的原则，在路线不熟，语言不通的情况下通过

询问当地居民以及翻阅地图完成三个社区的初步走访和定位。

通过当天上午的调研以及下午资料的整理，实践团进一步完善了问卷调查

及访谈提纲，为调查问卷的最终发放以及入户访谈、一对一访谈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下一步，实践团将赴湘潭市档案馆进一步梳理和考察湘纺厂史，并邀请



专业指导老师朱春晖指导本次调研活动，不断提升团队调研实力与成员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



（作者：邓华 肖瑄）

化学化工学院 2016 年度暑期“三下乡”

活动宣传

7 月 12 日早上八点半，湖南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在团队指导老师易苏和

青年志愿者们的满腔热情中进入了暑期“三下乡”活动的第二天，我们的志愿

团队秉着“锲而不舍，敢为人先”的湖工校训，迈着愉悦轻快的步伐抵达“板

凳妈妈”敬老院。

因为“板凳妈妈”敬老院搬迁不久的缘故，院内杂物堆积较多，老人们的

居住环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院内部分房间也未整理妥当，所以今天志愿

者们的首要任务便是帮助敬老院的老人打扫卫生，为老人们营造一个温馨舒适

的家庭。在此过程中，志愿者们个个积极主动地为老人打扫卫生，整理房间，

热情大方地和老人们聊天交谈，陪老人聊聊家常，讲讲笑话等，现场整个气氛

和谐融洽。



我们青年志愿者团队忙碌奔波的身影散布在“板凳妈妈”敬老院的每个角

落，从老人居住的房间到走廊，都被他们打扫的干干净净。为了能让更多空巢

老人能够有一个安静舒适的居住环境，志愿者们还在院内腾出了很多的新房

间。看到老人们灿烂的笑容，听到老人们爽朗的笑声，即使天气再炎热，能捕

捉到这么多美好的瞬间也都是值得的。

在劳累中度过一天，却收获了更多永久的快乐。我们的志愿团队在与老人

们不舍离别后结束了第二天的志愿活动。

志愿者们认真为老人打扫屋内卫生



为老人们挥洒汗水，看到干净的屋内卫生所有辛苦都是值得的

（稿件：化学化工学院朱姝枚，摄影：杨婷娇）

用爱呵护心灵，以温情伴其成长——外国语学院

2016 年实践团队

湖南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将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目光投向偏远的新晃侗

族自治县，7 月 13 日上午，由外国语学院团总支组建的“情系山村，执梦远

航”支教团在教室与 43 名留守儿童见面。

为增强学生暑期生活的趣味性，扩大学生视野，支教队员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创造性地设计了许多特色课堂，寓教于乐。简单的自我介绍后，支教团成

员张帆为学生介绍了中西方文化，当说到西方著名节日时，孩子们争先恐后地

喊出各种节日“圣诞节、鬼节、复活节……”成员杨全带给孩子们的是趣味英

语朗读，支教老师的带读声、孩子们整齐的朗读声回荡在教室。

最后，成员孙萍秀为孩子们上了一节以“感恩”为主题的教育实践活动，

孩子们拿着卡纸和画笔认真地勾勒他们温馨的家庭。其中，一名叫杨奕的学

生，表现十分活跃，认真配合支教团的教学工作。课后与学校老师交流才得



知，她平时上课积极主动，渴望知识，这令支教团成员们备受感动，同时也意

识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与重担。

本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以“青春建功十三五，携手共创中国梦”为主题，

在活动过程中，外国语学院结合专业特色对留守儿童进行一对一辅导。

用爱呵护心灵，以温情伴其成长。今天与孩子们的接触，不仅给志愿者们

提供了一次倾听孩子们心声的机会，更让他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留守儿童的纯真

和善良，也使志愿者们深入基层，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与孩子的交往过程中，

更向社会传递出了当代大学生的青春正能量。

上课现场



上课现场

一对一辅导



支教团成员与孩子们合影

（稿件： 外国语学院卢美娟、 万春，摄影： 谢湘萍）

追寻红色记忆·长沙——湖南工程学院计算机与

通信学院前往长沙开展“三下乡”活动调研前线

7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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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实践团一行 13 人在计算机与通信学院团总支书记刘洁的带领下，

前往长沙，开展实践团的第三站活动。

上午九点半，实践团到达长沙，首先参观新民学会旧址陈列馆。1918 年 4

月 14 日，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

改良人心风俗”为学会宗旨。新民学会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发起最早、影响最

大的进步团体之一，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出了十分重要的理论贡献。



实践团进入陈列馆，围绕“志同道合组建进步团体”、“向外发展寻求革

命真理”、“立足国内创造新的环境”、“确立信仰提出建党理论”、“完成

使命迎接新的曙光”五个模块参观学习。看着陈列室里一幅幅纪实的图片，一

句句激昂的文字以及珍贵的历史文物，实践团成员们都感触颇深，作为建党先

声，新民学会在中国现代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下午一点，实践团一行徒步攀登岳麓山，前往烈士墓碑，缅怀先烈。途中

骤降暴雨，路面潮湿易滑，但是实践团成员没有退缩，脱下鞋子冒雨毅然前

行，实践团成员相互扶持，团结一致，共同前进。实践团成员们身体力行将革

命先辈们坚定信念，不怕吃苦的精神发扬光大。大约一个半小时后到达山顶，

实践团成员在烈士墓碑前表达自己最崇高的敬意。

下午三点，实践团成员下山后，就地开展现场调研活动，进行“两学一

做”系列宣讲，街拍街访游客，此外，志愿组成员现场做起了志愿活动，清洁

景区卫生。通过此次在长沙的实践活动，实践团成员受到了红色文化的熏陶，

并进一步传承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精神。

参观新民学会旧址实践团合影



蔡和森故居前实践团合影

（稿件：计算机与通信学院 李桂锦，摄像：吴佳昕）



★实践心得

行动与感动

今天迎来了三下乡的第二天，清晨的阳光在云朵的埋没中，透过一丝热

意，而我们开始踏上前往东信工厂的路途中。我们带着万分期待千分激动的准

备这次活动。此次活动中我的任务主要负责财务经费与路线的规划。 湘潭的交

通线错中复杂，我们在活动开始前进行了严密的规划，确定了我们的路线。于

是我们在 8.40 在学办出发乘坐 7 路公交车抵达活动地点。

抵达地点的时候我们按照小组分开行动，我们被分于去各个社区踩点。于

是我们就前往三个社区进行信息采集。在与社区居委会交流中，准备后几天的

活动。但是在沟通中有两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有此类活动，所以对待我

们大学生活动的意义不太了解。因此我们需要向他们普及更多的有关于下乡的

知识。

在路途中，有不少的老奶奶与老爷爷不明白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给他们讲

解我们三下乡的目的与意义。当我们在路边休息的时候，社区的工作人员给我

们指出远处有几位纺织退休女工，他们虽已经年过半百，头发斑白却还是神采

奕奕。一杯淡茶，一张桌子，一颗遮荫的青树，一桌子的好友，足够度过悠闲

的一个铺满阳光的街道。

通过今天的下乡活动让我对生活中一丝丝的甜意充满了感动，使我感慨万

分。期待之后更好的活动。

（湖南工程学院 蒋云翔）

传递幸福，明天会更好

夏天是生命的季节。它让所有的生灵感受到了生命的存在，也感受到了活

着的魄力。清晨，踏着初生的太阳，在易苏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一行志愿者再



次开启了我们的“板凳妈妈敬老院”献爱心之旅。怀着一颗用双手传递夏日的

清凉，创造幸福的心情，为敬老院可爱的老人们打扫他们这为以依赖的小家。

初到敬老院之时，由于路上小段行程的走动，每个志愿者的脸上都蒙上了

一层细密的汗珠，在阳光下更显活力，鲜亮，每一个志愿者都变得魅力帅气。

天气如斯，却丝毫不影响我们为老人们清扫卫生，整理小家的坚毅之心。很

快，我们每个志愿者都投入到了自己的岗位，扫地，搬家具，洒水，拖地，清

扫楼道，每个人都在用心用力的工作着，看着小伙伴们脸上的汗水，从额头，

到脸颊，下巴，陷入工作中的伙伴却依然不为所动，任由着这辛劳的汗水流淌

到脖子，打湿衣衫，每个人的衣衫都像被水洗过一样，尤其是背上，胸前，整

个都是湿的，脸颊上还挂着跃跃滴下的汗珠。此时的我们，像刚刚打完胜仗的

勇士，辛苦，劳累，然而脸上浅浅的微笑却显示出了我们内心的开心，自豪。

因为我们，老人们的房间变得清明，亮丽，是我们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汗

水，换来了这满屋的清凉，满屋的欢悦。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房间的清明，夏凉的清凉给予了我们辛劳付出最好

的回报，挥舞你的双手，挥洒你的汗水，用行动去传递温暖，传递幸福，每一

个明天都值得被期待，明天会更好。

（湖南工程学院 王娇玉）

百年大计，教育为先

今天是第一次进行调研活动，在真正去接触那些叔叔阿姨之前。其实还是

很担心沟通交流的问题，也对于我们的任务很担心，怕特殊状况，怕完成不了

我们的任务。但是当今天我们走去第一家调研者的家里时，随着与他慢慢交

流，以及越来越深入的了解。我们之前那些

所谓的担心都很多余，虽然有的时候沟通不是特别准确，但并不妨碍我们交

流。

所以很多的担心都是多余的，我们要做的还有更多。我觉得我们的到来其

实给了那些爷爷奶奶希望，他们生活在大山深处，缺乏关注，缺乏资金。虽然



对于资金和技术上的问题我们不能帮他们解决。但我们应该从心灵给他们一些

慰藉，努力认真的记录好他们的真实状况，以便于政府的相关部门能及时的对

他们申以援手。

百年大计，教育为先。今天走访的四户村民，平均学历为小学以下，知识

匮乏，不积极的寻求各种途径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是贫困的根本原因。有

某农户的儿子外出打工，5年没有寄钱，3 年没有回家，可能一部分的原因是在

外打拼生活艰难也不想再回到家乡面对年老体弱的父母，加重自己的负担，但

从侧面反映出儿子的思想道德水平不高，赡养父母是每个人的责任，如果他的

受教育程度高一点，孝敬父母的的理念一定有所提升，就我个人而言，认为想

脱贫，一定要以教育为先，只有从根本的思想中去改变，才能进一步改变物质

生活水平。

（校学联 吴井艳）

团结与合作

一个团队，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团结，还要合作，团结合作、明细分工，这

样办起事情来才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进入三下乡的第二天，大家都满腔热血的投入到工作当中，我们一起乘坐

公交车来到了东信集团，我们分为两组，一组去小区考察，一组则与集团里的

负责人对接，我呢主要是负责了解女工的福利问题，而负责的主任也很热情的

接待了我们，并且对我们的问题做了认真的回答，她不厌其烦的给我们讲了东

信集团从五三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一直到现在的现状，还告诉我们集团前期

规划，主任并不避讳什么问题，她把她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我们，她说：纺

织行业是民生问题，而民生既不是夕阳也不是朝阳，还是得靠企业自身，优胜

劣汰得有自己的优势。她还特别强调在技术方面的创新，而创新不仅是一个企

业的灵魂还是一个企业的持续发展的保证。这也让我懂得了，今后不管往哪个

方面发展，都要拒绝一成不变，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在与主任的交谈结束后，我们与第一小组会合，然后互相交流，彼此分

享，这不正是一个团队所需要的嘛，期待明天的到来，工作顺利，合作愉快！

（湖南工程学院 李芸梅）

感恩父母

经过一系列的精心准备与一天繁忙的行程，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一天的授

课。第一天的课程总是充满激情与期待的，经过张帆同学带来的有趣的外国文

化课的熏陶和杨全同学所教的英文朗诵课的升华，同学们上课的激情有增无

减。我携着紧张又期待的心情将手工课的工具带到了教室里，这并不是我第一

次站在讲台上给小朋友讲课，但由于小朋友的数量超出了原来的预算，并且 43

个人是来自不同的年纪和班级，我的心情充满了期待、矛盾与紧张。我期待小

朋友能把自己渴求的眼神传递给我，又害怕自己表现达不到小朋友们的期待标

准，挫伤了小朋友们的积极性。

然而情况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在同学们的协助下，我们将 43个小朋友

分成了 5 组，分配好工具，并讲述了今天手工课的主题——感恩父母，在确保

所有的同学都了解了今天的内容后，画画就这样在愉快的气氛里开始了。

所有的同学都对自己的画画工具和主题都充满了热情，并拿着画笔开始在

画纸上画出自己的家庭，有的同学还会先在自己的草稿本上先画出草稿，看着

同学们认真积极的模样以及他们想象力爆棚的画作，我特别有感触，感觉之前

的一切准备活动都是值得的。

二十分钟的画画环节结束之后，就到了上台讲述的环节了，在我们的鼓励

下，很多同学都踊跃地举手上台，不仅是自我介绍，还有介绍自己的家人，讲

述爸爸妈妈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以及自己想对爸爸妈妈说的话…这些都让我回

到了小时候，那个时候的自己，爸爸妈妈在自己心目中也是伟岸、温柔的形

象。然而也有个别小朋友，在谈及父母的时候会突然哽咽不止，这些都需要我

们抚慰与心理开导。



在所有的环节都结束后，我们让小朋友带着自己的作品在课后合影作为纪

念，有些小朋友还会另外带着自己的作品跟自己的老师合影，看着他们可爱、

纯真、乖巧又带着一丝腼腆的笑容，我们授课的信心愈加强烈，也相信后面的

课程也会越上越好，并希望三下乡的所有活动都取得圆满的结果。

（湖南工程学院 孙秀萍）

淡淡的感悟

我今天在湖南省怀化市新冕县太阳山村调研了三户贫困家庭，这几个家庭

的情况大致如下:

1.田先告:自己有精神病，身体半瘫，生活不能自理，没有能够赡养自己的

亲人，寄托在邻居的羽翼下。

2.田树林:家有 5 口人，母亲患有良性肺部肿瘤，大儿子在务工，勉强能养

活自己，小儿子今年初中毕业，将要入学职高，学费高昂，而且还要负责赡养

隔壁的孤寡老人田告先。

3.田必木:家有三口人，自己患有精神病，需服用大量药物，妻子有高血

压，需定期去医院检查，儿子因故入狱。

我有几点感触:

第一，我们在太阳山村调研的这短短几天，能够真正帮助村民的地方应该

是结合实情给他们未来生活提出几点合理化建议。目前，太阳山村有 81 户贫困

户，其中有一部分人结合自家产业结构已经在慢慢脱离贫困，但大部分人仍因

病因残因学等仍然挣扎在贫困中。贫困中一部分有思想的人，一直在想方设法

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但大多数人没有脱贫计划，没有想过未来要怎么样改善

现状，只想碌碌无为的等待政府的补助，我们目前最重要的是转变村民们的思

想。

第二，这里的村民十分热情好客，一进门就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来招待我

们志愿者。他们渴望从我们身上吸收从未见到的事物，也渴望我们能够帮助他

们真正的脱离贫困。

（校学联 王乐）



★精彩瞬间

校学联

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与领导合影

调研现场



工作安排会议老师指导

调研工作安排会议



调研现场



调研成员与调研家人的互动

调研成员帮助调研对象挑水

编辑：刘适宜 李雨洁 谭莉慧

校稿：彭俊

审核：郑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