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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大了，也要加入‘种
太阳’。”在湖北省长阳县赵家堰
小学教学点，当大学生志愿者沈
悦看到她陪伴的留守儿童孙华萍
在和自己交换的日记上写下这样
的话时，不禁热泪盈眶。

这个暑假，来自北京师范大
学、武汉大学等 16 所高校的 193
名大学生志愿者在湖北潜江、孝
感、松滋、长阳等 8 地的乡村小
学开展了为期 15 天的志愿服务。
他们在各教学点结合课堂教学、
家庭教辅和团体心理辅导的方
式，一对一入户陪伴乡村儿童，
其中留守儿童占据多数。

“越是艰苦的地方，
越需要我们帮助”

松滋市刘家场镇观音淌小学
坐落在海拔 500 多米的山上，不
大的学校集中了附近 134 个孩

子。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 5 至 10
公里并且交通不便，学校有 117
名住校生，其中留守儿童超过90
名。

手工课、天文课、英语课、
生理卫生课、友谊舞会⋯⋯丰富
多彩的教学内容将孩子们带进一
个个新奇的世界。平日里杂草丛
生的操场被志愿者们打扫后，变
成课后孩子们做游戏的地方，假
期里冷清的操场因这群大学生的
到来而变得热闹起来。

“沈悦姐姐就像我的亲姐姐
一样，我会和她分享很多小秘
密。”小学生孙华萍的父母远在海
南打工，年迈的爷爷奶奶照顾她
和弟弟的起居。“我再也不想妈妈
走了。”是多次出现在弟弟孙华林
日记本上的话，在“种太阳”团队
到来后，“开心、快乐”逐渐成了姐
弟俩日记中的高频词。

“你对我的教诲我会
铭记在心”

“家怡这孩子总不主动和我
说话，她是不是很讨厌我？”当
潜江市高石碑小学的其他志愿者
开始和孩子们打成一片时，志愿
者汪金鹏却遇到了困难。

开始，性格内向的学生唐家
怡很少主动与汪金鹏交流。“她
总是想方设法躲着我，连放学回
家都不愿意和我一起走。”汪金
鹏无奈地说。

汪金鹏没有放弃，他联合其
他几位志愿者为自己出谋划策，
将想说的话以交换日记的形式传
达给唐家怡，同时分享一些生活
感悟。

慢慢地，他们开始一起聊天、
下象棋、看电影，唐家怡还主动将
自己的玩具和汪金鹏分享。

“你马上要走了，但你对我
的教诲我会铭记在心，祝你健康
开心。”临近活动尾声，汪金鹏
看到日记本上的这行话时，心里
暖暖的。

“在留守儿童的心中种下太
阳，洒下阳光，这就是‘种太
阳’的含义。”“武汉大学种太
阳工作室”副主任陈傲雪告诉记
者。

“给孩子们传递一
种乐观积极的心态”

“我们的初衷并不是给孩子
们带来多少知识，而是传递一种
乐观、积极的心态。”沈悦说。

白天志愿者们根据营地教育
的思想，内容以人文、艺术、自然
科学为主，晚上入住参与夏令营
的留守儿童的家中陪伴、辅导。

“留守儿童缺乏家庭教育，

他们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这种缺失，富有活力的课堂也提
升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观音
淌小学校长方向明十分感谢这群
大学生志愿者。

短短半个月很难帮孩子建立
起一套知识体系，“种太阳”的
志愿者选择将细致的陪伴、耐心
的倾听和积极的心态融入15天相
处 的 点 滴 中 。 志 愿 者 王 兰 说 ：

“很多留守儿童在我们来之前不
愿向陌生人表达内心想法，但现
在开朗多了，每天都会看到他们
的笑容。”

2009年成立的“武汉大学种
太阳工作室”，在7年时间里已经
将“太阳”播种到湖北省 6 市 7
镇18所乡村小学。参与的大学生
志愿者达 1864 人次，服务乡村
学童 5412 人，其中留守儿童占
81%。

16所高校志愿者暑假一对一入户陪伴留守儿童——

193名大学生大山深处“种太阳”
本报记者 程墨 实习生 王雅兰

本 报 讯 （记 者 董 少
校） 第一次离开贵州，第
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看到
大海⋯⋯对来自贵州省毕
节市的小学生康兴灿来说，
这是一个梦幻般的夏天。在
上海商学院大学生志愿者们
的带领下，她在上海度过了
充实快乐的一周，收获了种
种新鲜体验。

上海商学院“爱心贵
州”大学生社团自 2010 年
成立以来，每年开展暑期支
教，通过回收废旧塑料瓶、
播放公益电影等方式募集资
金，帮助毕节多所小学改善
学习条件。今年暑假，志愿
者们联系爱心企业捐助，把
山里 30 名小学生和 15 名教
师接到上海开展夏令营，安
排丰富的学习活动，让孩子
们享受爱心的阳光。

登上东方明珠电视塔感
受上海的高度，前往奉贤碧
海金沙领略大海的魅力，到
百事可乐公司参观现代化车
间，去上海自然博物馆探索
地球的奥秘⋯⋯丰富多彩的
活动内容，让孩子们每天都
沉浸在新奇和喜悦之中。

“简单的事情做好了就
不简单，看到孩子们过得开
心又有收获，我也感到自己
的付出非常有意义。”上海
商学院日语系 2015 级学生
金睿说，7 天里，她全程与
两名贵州孩子一起度过。

在上海商学院党委副书
记 、 副 校 长 翁 德 玮 看 来 ，

“爱心贵州”社团的活动是
自下而上、由涓涓细流汇成
滔滔大河的过程，爱心不断
传递，大学生们在奉献中得
到自我教育。“大山里的孩
子们缺少眼界，但不缺少想
象力，给他们一次走出来看
世界的机会，他们一定会给
世界带来更多可能。”翁德
玮说。

8月2日，刚从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林红，在辅导四川省华蓥市观音溪镇大屋嘴村的留守儿童王云辉和王彪兄弟做暑假作业。暑
假期间，来自川渝地区高校的10余名四川华蓥籍大学生成立“爱心帮帮团”，与偏远贫困村的10名留守儿童结对“认亲”。 游青 摄

本报讯 （记者 蒋亦丰 特
约通讯员 陈胜伟） 调研当地生
态林发展情况、学习基层党支部
建设工作、调查当地农民增收状
况⋯⋯几天来，浙江农林大学森
林保护专业学生曹红燕，在浙江
省磐安县九合乡后业岭村，跟着
村党支部书记张阳仁在田间地头
忙活着，她要用一周时间跟着农
民学习田间劳动、了解村务管
理。

曹红燕是我国首个大学生
村官学院——浙江农林大学村

官学院的学员。该学院选拔在校
大学生加以培训，旨在培养有农
村工作能力、有意愿为农村服务
的基层管理人才。今年暑假，该
学院选派 73 名学员，“进驻”浙
江省金华市的兰溪、武义、浦
江、东阳等 11 个县 （市、区），
开展以“探寻乡村人文美，寻访
乡村环境美；探寻乡村致富美，
寻访乡村制度美”为主题的驻村
实习。

后业岭村不少青壮年常年在
外工作，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和

小孩。来到村里后，曹红燕专门
协助组织了一场集安全教育、文
艺演出、科普宣传于一体的活
动，吸引了 200 多名老人和孩子
参与，自己也收获了满满的成就
感。

沈雨婷和其他 5 名学员驻点
在金华开发区洋埠镇青阳洪村，
她和同学们的第一项任务是学习
种水稻。正在插秧的严超琪说，
自己虽然来自农村，但这也是第
一 次 插 秧 ，“ 走 在 田 里 踉 踉 跄
跄，身上沾了不少淤泥，但大家

依然乐在其中”。
几天下来，不少学员对农村

有了新的认识。在学员陈智看
来，驻村实习让自己更深层次了
解了农村，也锻炼了自己各方面
的能力。“只有真正到了农村，
才切实感受到现在农村的实际情
况，增强对农村、农民的感情。”

张阳仁说：“原本以为这些
城里的大学生只是利用暑假来村
里随便看看，没想到他们很快就
融入到村民中去。他们真是好样
的！”

浙江农林大学学生暑期驻村实习

拜师村支书 田头修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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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据新华社西安 8 月 31 日电 （记者 许祖华） 新学年
开学在即，从今年秋季学期起，陕西省将实施高中3年免
学费政策，意味着陕西开始全面实施从学前 1 年到高中 3
年的13年免费教育。

13年免费教育是指从学前1年、小学初中9年到高中
3 年免费教育。此前，陕西已经实现 9 年义务教育免学费
和学前 1 年免保教费。从 2016 年秋季学期起实施高中 3
年免学费政策。

陕西省物价局等部门日前公布的 2016 年秋季各级各
类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中明确，从 2016 年秋季学期起，
对公办普通高中学生按照省级标准化高中800元、城市普
通高中350元、农村普通高中200元的标准免收学费。在
民办普通高中就读的学生按照公办同类学校收费标准免除
学费，高出免除标准部分由学生家庭负担。

陕西省要求各级财政在原有生均800元公用经费补助
基础上，按照省与市县各 50％的比例分担免除的学费资
金，市与县分担比例由各设区市确定。

今秋起实施高中免学费政策

陕西

本报南昌 8 月 31 日讯 （记者 徐光明） 今年秋季开
学，赣剧、采茶戏、傩舞、陶艺等具有浓郁江西地方特色
的美育课程将进入江西省中小学美育课堂。

记者今天从江西省教育厅获悉，江西省近日就全面加
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出台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今年起
全省各级各类学校逐步开足开齐上好美育课程，其中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每周音乐、美术课各不少于2节。在开设音
乐、美术课程的基础上，有条件的学校每周要增设一课时
如舞蹈、戏剧以及赣剧、采茶戏、傩舞、陶艺等其他具有
地方特色的美育课程。

江西省要求，各级各类学校、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要
因地制宜组建学生兴趣小组、艺术社团和艺术俱乐部，开
展声乐、器乐、舞蹈、戏剧、书法、绘画以及手工作坊等
多种艺术活动，让每个学生都能根据自身兴趣爱好自愿选
择参加。全省每三年举办一届省级大中小学艺术展演活
动，各市、县 （区） 每三年至少举办一次全市、县 （区）
级艺术展演活动，各大中小学校每年或每学期至少举办一
次校园艺术节活动。

地方艺术进中小学美育课堂
江西

本报青岛 8 月 31 日讯 （记者 孙军） 学生上下学乘
车安全一直是家长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日前，青岛市教育
局联合市公安局、市运管局，共同开通接送学生“黑车
辆”举报受理平台，向全社会公布3部值班举报电话和邮
箱。从今天起，市民可以对接送中小学、幼儿园学生上下
学的车辆进行监督、举报。

据了解，为发动社会力量举报接送学生车辆存在的违
法行为，及时发现和消除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隐患，该受
理平台可随时接受对全市道路范围内，违法违规接送幼儿
园、小学、初中学生上下学的 7 座以上载客汽车实行举报。
举报时要将接送学生、幼儿车辆的车牌号码，行驶路线，被
接送学生、幼儿所在的学校或幼儿园等情况表述清楚。

青岛市教育局学校安保处处长孙建国告诉记者，欢迎
广大市民对“黑校车”进行举报，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将被严
格保密，对泄露举报人信息、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将依
法严肃处理，同时要求举报人不得诬告和提供伪证材料。

邀社会监督举报“黑校车”

本报讯 （王冬 记者 陈晓东） 记者日前从自治区教
育厅获悉，宁夏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已连续8年实现“零投
诉”。

为确保招生结果公平公正，近年来，宁夏在招生录取
工作中严格执行“六公开”“六不准”“26 条禁令”等纪律。
加强对区外高校使用预留计划的监督管理，对区外所有院
校在本区追加的计划，一律按照考生志愿和成绩顺序录
取。高校未完成的招生来源计划，全部在宁夏教育考试院
信息网及时向社会公布，通过公开征集志愿的形式完成。
严禁任何高校追加计划降低标准“点招”录取考生。各批
次投档和录取信息及时通过宁夏教育考试院网站、宁夏教
育厅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等途径同步向考生公布。

同时，不断加大信息公开力度。通过多种途径加强招
生宣传，做到招生政策、招生资格、招生计划、录取信
息、申诉渠道、违规处理等“六公开”。通过短信平台向
符合填报志愿资格的考生及时发送征集志愿信息,并向考
生发送宣传预防招生诈骗信息。

高招录取连续8年“零投诉”
宁夏

本报讯 （记者 李见新） 近日，家住河南省登封市颍
阳镇于窑村的白金于收到了郑州师范学院院长赵健亲自送
去的第一份录取通知书。

作为河南省首批免费师范生，白金于在校学习期间将
享受到免学费、免住宿费、补助一定数额生活费等优惠政
策，实现“零负担”上大学，而且4年后一毕业就能直接
走上工作岗位。“免费师范生大学 4 年能省 2 万多元，这
对农村家庭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白金于说。

同白金于一样，今年河南将有1000名免费师范生享受
到这项政策。今年，河南省财政拨款6000万元专项用于该
省小学教育专业全科教师培养，全科教师共招生1000名，其
中本科 650 名、专科 350 名，由河南省内 9 所师范院校承担
培养工作。1000名培养计划分配在全省83个设岗县（市）。

据河南省教育厅师范教育处有关负责人介绍，全科教
师属于定向培养，是专门为农村教学点培养的能够承担多
门学科教学任务的教师，具有适应新课改、“一专多能”的全
科教学能力，以适应农村小学及教学点教学工作的需要。

免费培养千名村小全科教师
河南

新华社北京 8 月 31 日电 （胡
宇 查文晔）“新浪微博如何治
理网络谣言？”“新媒体的发展会
不会导致片面追求点击率？”“点
赞文化会不会影响当代人的阅读
深度？”⋯⋯日前，在北京新浪
总部大楼，来自海峡两岸多所高
校新闻专业的60多位同学聆听了
有关新浪微博的介绍后，展开了
一场热烈讨论。

本月23日，中华全国新闻工
作者协会与台湾“中国新闻学
会”、世新大学共同主办的第 23
届海峡两岸大学生新闻营在西安
开营。一周以来，从陕西到北
京，两岸大学生同吃、同住、同
行，一起听讲座，参与讨论，还
访问了多所知名高校，参观了多
家专业媒体机构。相仿的年龄，
相同的专业，让两岸学子们在短
短几天里相处无间，心灵的沟通

很快酿出青春的友谊。
“这次活动让我同时领略了

大陆的悠久历史和现代科技，太
震撼了！”来自台湾世新大学口
语传播专业的李岱耘说，亲睹兵
马俑满足了她对了解秦朝历史的
期待，而造访新浪总部令她“体
验”到大陆新媒体行业的发展速
度，新浪微博的海量用户等，让
她印象深刻。

“来大陆后，我们都学会了
用微信。这些天来，两岸同学们
用微信分享此行的感受，互相为
彼此的心得感悟点赞。”来自台
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大三女生谢昀
庭说。

参加新闻营的学生被分为 6
个小组，每组陆生与台生的比例
大体相当。同组的学生们共同参
与新闻采写和讨论，每天下课后
也常常结伴而行。中国传媒大学

大三学生俞逆思作为“地主”，
带着同组的台湾学生探访了北京
三联韬奋书店。“他们想感受一
下北京的阅读氛围，也多了解一
些大陆的学术观点。”他告诉记
者，台湾同学对北京的娱乐生活
方式也很好奇。

今年的新闻营还安排同学们
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
编辑室共同编辑新闻营特刊。每
组学生负责一个版面的编排工
作，组内成员根据个人特长自行
确定分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大
三学生李阳说，台湾同学在视觉
设计、版式编排上更有创意，为
刊物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在两岸同学的交往过程中，
有趣的故事也有不少。“我第一
次参加新闻营时，搭档的大陆同
学说她们那里的香蕉很好，非要
给我寄一些到台湾去。”谈起往

事，李岱耘仍忍不住笑了，“她
可能之前不了解台湾也出产香
蕉。不过，现在大家对彼此都有
更多了解了。”

“ 我 大 二 第 一 次 参 加 新 闻
营，认识了一个台湾姑娘。她对
大陆产生了强烈好感，闭营后还
经常来大陆玩，还开玩笑说以后
要嫁过来。我当然表示热烈欢迎
啦。”李阳也分享了一段记忆。

记者从主办方还了解到，近
几年的新闻营活动中，两岸学子
都会建立微信群以方便联系。活
动结束后，微信群热度不减，日
均留言近500条。

“新闻营不仅是未来新闻人
之间的对话，两岸青年学生通过
互访熟悉彼此，建立情感纽带，
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参与此
次新闻营的台湾世新大学传播管
理学系教授苏建州说。

同吃同住同行 研讨新闻业务 建立感情纽带

两岸新闻学子的心灵沟通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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