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暑期社会实践的重要
主题之一就是脱贫攻坚。 大学
生们积极贯彻落实本次活动的
宗旨———“携手奔小康 共筑中
国梦”，在精准扶贫、儿童教育
等方面积极发力。

“很高兴，我采写的扶贫干
部口述故事通过了专家们的初
审。 ”这个暑假，广州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 2019 级硕士研究生
范飞报名参加了广州市“攻坚
2020：一线扶贫干部口述故事”
征集活动， 跟随着老师谢治菊
教授奔波于贵州黔南州和毕节
市多个区县， 开展广州对口帮
扶的调研， 并对一线扶贫干部
进行口述访谈。“每一个扶贫干
部的口述故事都十分朴实、感
人。 他们既讲帮扶工作的艰辛，
也讲收获成绩的喜悦， 每个故
事各有特色， 但无不体现出责

任、担当、奉献。 ”谢治菊说。 据
了解，该校还有多支“一线扶贫
干部口述故事”三下乡实践队，
在广东梅州、江西赣州、西藏林
芝、 四川甘孜等地做着扶贫干
部口述访谈工作。

为了更好地助力精 准 扶
贫，促进乡村振兴，广东技术师
范大学管理学院“铺前路 云创
富”服务团队，深入河源市埔前
镇双头村开展以“众创众收，赢
在双创” 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
动。 团队成员发挥市场营销、视
觉传达设计等专业特长， 通过
微信推文、微视频、海报、产品
包装设计、网页设计、带货直播
等形式， 为双头村电子商务创
业园和水果采摘园项目进行宣
传策划， 协助当地扶贫产业的
运营与发展。 他们还通过问卷
调查和下乡走访创业带头人等

调研活动，深入了解双头村“电
商产业 + 精准扶贫” 的创新扶
贫模式，探索乡村振兴财富路。

除了聚焦产业扶贫， 给乡
村的孩子上一节好课也是不
少实践团队的工作方向。 来自
岭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的“幸福红领巾 ”社会实践队
来到雷州市杨家镇陈家村陈
家小学。 团队副队长陈锶静表
示：“我们的队员普遍都是 00
后 ， 还有不少公费定向师范
生，有这样的机会给乡村的孩
子们上课 ，收获很大。 ”她表
示，团队除了开设音体美等课
程，还根据当地留守儿童较多
的实际情况 ， 开设了心理课
程。“我们通过游戏、班会等形
式，让他们学会如何适应与同
学、老师、长辈相处。 引导他们
快乐成长。 ”

今年虽然是特殊
的一年，疫情的影响尚未

消散， 但各高校的暑期社会
实践依然如火如荼地举行。 省
教育厅、 省扶贫办联合开展
2020 年“携手奔小康 共筑中国
梦” 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立足高校生源地师生， 组织
6000 多支队伍，近 9 万名师
生就近就地开展线上线下

社会实践活动， 助力
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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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景美人和 的 长 安
镇 ， 大家脑海里会浮现什
么？ 林木苍翠的莲花山，水
清岸绿的茅洲河， 每年春节
团圆的盆菜宴， 饱含长安情
怀的长青街， 孙中山先生的
祖籍地？ 还是晚上和爸爸妈
妈在长安广场放松玩乐的情
景， 在长安图书馆看书的静
谧时刻， 走在茅洲河畔散步
的悠闲时光？

去年，羊城晚报教育发
展研究院特别策划“走读茅
洲河，吟诵长安好”活动，组
织 200 名羊城晚报长安选
堂学子小记者走进长安镇
母亲河———茅洲河 ，充分了
解她脱胎换骨的“前世今
生”， 并在茅洲河畔吟诵诗
歌 ， 赞扬茅洲河和“长安
好”， 在学子心中种下保护
生态、 热爱家乡的种子，活
动受到学生、家长和社会各
界的高度赞美。

为了让“长安好”的文化
种子在长安学子心中生根发
芽， 增强长安学子对家乡的
认同感和建设家乡的使命
感，今年 8 月初，长安镇人民
政府宣传文体局与羊城晚报
教育发展研究院再度携手，
升级策划组织“长安好家园”
征集活动， 引导学子通过绘
画、视频、文章等形式，将长
安的美好呈现出来， 在创作
过程中激发广大长安学子对
家乡的热爱。

活动一经推出， 长安学
子便热情参与，不到 20 天时
间，共有近 300 名师生参加，
收到作品近 200 份。茅洲河，
莲花山， 大盆菜……长安学
子用笔触、镜头、色彩呈现他
们心中的长安。 经过评委评
审， 共有 27 份作品获得奖
项。

雅正学校积极发动学
生参加征集，学生们用充满
诗意的特殊方式———“创作
诗词 ”， 来致敬茅洲河 、莲
花山 、笔架山 ，歌颂最美长

安。
雅正学校六年级的钟承

臻为茅洲河赋诗：“站在茅洲
河畔，身轻心静，心无旁骛；
迎着朝阳，我与鸟鹤群舞；挽
着夕阳，我与云霞齐飞。鸟鸣
此起彼伏，阳光、浪花、绿意
盎然， 自然生态以及如波的
诗意， 早已潜入茅洲河灵魂
深处的风景， 致敬她滋润了
广袤的岭南大地， 致敬她让
两岸万物赖以繁衍生息，致
敬她绽放生命的精彩与光
芒。 ”

雅正学校六年级的梁铭
浩则用真挚质朴的文字为长
安新区轻声歌唱：“我喜欢在
月光迷离的夜晚漫步在长安
新区，漫步让赤诚的心去接近
每一条马路和街道，行走让我
感知这座城每天的变化和涌
动的新鲜气息。 ”

东莞长安镇第二小学的
刘宗盛写下《“三美”长安》，
描述他心中长安小镇的人
美、景美和文美，他表示，真
正的长安不止三美 ，还有四
美、五美……“更好的长安正
等着我们这一代继续去创
造”。长安镇中心小学的黄诗
然则从长安镇的历史、文化、
著名景点、 大盆菜等方面介
绍长安， 欢迎大家来长安做
客。

长安镇是龙狮之乡、粤
剧之乡， 长安中心小学李梓
君和长安金沙小学陈烨朗分
别创作绘画作品《舞动长安》
和《传承粤韵》，来颂扬文化
长安。 长安实验中学的郭颖
聪和傅晓烨等同学， 则通过
录制短视频， 来表达对长安
家园的祝福。

在结营仪式上， 组织单
位的领导、嘉宾为“长安好家
园”征集活动获奖学员和“选
堂学子” 培育行动计划优秀
学员颁发证书及相关奖励，
鼓励他们做更好的自己，共
建幸福美好家园。

（文/蔡旭嘉）

这个暑假，长安镇“选堂学子”畅想“长安好家园”

乐享长安

暑假时光， 这个假期你是怎么
过的？你是乐行祖国山水、领略

各地文化，还是在家学习、调整心态迎接
新学期？ 这个暑假，东莞市长安镇为长安
学子策划了 2020 年长安镇“选堂学子”
培育行动计划，求真、求是、求正三大提
升营“强势霸榜” 长安学子暑期活动，学
子们直呼“太受用”！ 此外，“长安好家园”
征集活动同步推出，广大长安学子纷纷用
笔触、镜头、色彩呈现他们心中的长安。

今年，东莞长安镇按照“乐享长安
开心一夏”五大主题暑假活动的部署，
策划、组织了 2020 年长安镇“选堂学
子”培育行动计划。“选堂学子”培育行
动计划由长安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 长安镇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
室指导，长安镇人民政府宣传文体局、
长安镇人民政府教育局主办， 长安镇
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长安镇图书
馆、长安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 本
次活动推出“求真夏令营、 求是夏令
营、 求正夏令营” 三个核心素养提升
营，共十五场次免费活动，吸引了四百
多名长安青少年参与活动。

根据每个年龄段孩子的成长特
点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 ，开展心理
健康、 科学体验、 文明创建等课程，
全方位、多角度地提升长安青少年的
核心素养和综合能力，同时也让他们
更加了解、 热爱家乡文化和历史，从
小种下“热爱长安， 共建美好家园”
的种子。

其中，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为
选堂学子计划学员精心策划了求真夏
令营之“写作提升班”，提供高质量的
写作提升课程， 并通过羊城晚报全媒
体平台展示学员作品， 给学员们一个
展示自我的平台。

8 月 28 日下午 ，2020 年长安镇
“选堂学子”培育行动计划结营仪式在
长安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七楼演
播厅举行。 在结营仪式上，长安镇宣传
文体局局长、 镇文联主席蔡少霞充分
肯定了今年长安“选堂学子”培育行动
计划工作与成绩。 她认为，“选堂学子”
活动有利于青少年核心素养提升，并
表示，接下来，长安镇将以打造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省级试点工作为契机，
精心开展一系列有利于青少年学习成
长的核心素养提升活动， 引领长安青
少年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做更好的自
己，共建幸福美好家园。

选堂学子计划优秀学员代表和家
长代表也现场分享他们的收获。

三大提升营十五场次活动
全方位提升青少年核心素养

“长安好”升级
长安学子畅想“长安好家园”

开开心心一一夏夏

据了解， 广东各高校的暑
期社会实践队伍，都充分发挥
院校、专业特色优势，助力乡
村脱贫攻坚。

来自华南师范大学城市文
化学院的仲夏云之梦云实践
服务队以“云阅读·伴成长”为
活动主题，借助线上打卡的方
式， 引导学生养成阅读习惯；
同时，团队推广“亲子共读”的
方式，鼓励家长一同参与读书
活动，以营造良好的家庭读书
氛围。 在实践队员们的热情引
导下，在小朋友与家长们的积
极参与中，一场阅读之旅如约
启航。

广东工业大学红十字会
“防疫亲民队”大学生调研团
则深入一线， 了解广东省社
区 常 态 化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现
状， 以及民众对社区疫情防
控工作的满意度、配合度等，
总结当前广东省社区防疫工
作的亮点与不足 ， 为完善社
区防疫献计献策。“社区疫情
防控防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环
节的重要构成部分， 直接影
响了社会整体现代化持续性
向好发展的局面。 ” 广工调
研团负责人表示。 据悉，此次
调研结果将以调研报告形式
呈现并提交相关政府部门 ，
为类似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提供决策参考。

来自广东金融学院的同学
们则选择利用金融专业优势
开展实践活动。 该校工商管理
学院支教支农科技创新帮扶
队指导老师田丰玥表示，团队
学生开展货币知识宣讲课，教
会孩子们如何辨别真假钞票，
让学生了解接触纸币后要注
意清洁消毒等相关防疫知识。
此外，团队成员还在校园里开
展金融科技知识宣讲课，邀请
村民过来听讲，普及金融科技
产品知识。 田丰玥表示：“希望
能够通过同学们的实践项目，
给农村孩子带来梦想和希望，
培养他们的远大志向， 同时，
也希望让同学们在实践中能
够发现自己在专业方面的不
足，获得更好的成长。 ”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
医学院思榕青年志愿者服务
队在揭阳市惠来县沟疏村开
展大型基础医疗服务、疫情防
控宣传、 中医保健科普宣传、
精准扶贫微直播等活动。 同
时， 院党委章遐义副书记带
队，由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脾胃科陈斌教授、康复
中心陈耀龙、 骨伤中心蔡群
斌、内分泌科方志辉、心血管
科邱艺俊组成的医疗队 7 月
28 日在惠来县沟疏村开展义
诊活动，吸引周边村落不少村
民前来咨询就诊。

回望

这个暑假，青春在田间地头飞扬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暑期社会
实践有了些许不同。 受本次疫情影
响，多所高校选择大学生灵活多样
组建队伍， 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省
内为主、就近开展等原则。

今年广东医科大学放弃既往
的“校内组队、集中下点”的传统实
践形式，打破地域限制通过互联网
组建线上服务队伍。 线下活动遵循
“就地就近”原则，省内以生源地组
队为主、 省外以个人返乡实践为
主，灵活开展各类实践活动。

该校化州籍学生组成的“夏
日萤火” 支教服务队在当地吸引
成都大学、深圳大学、广东药科大
学的在校生一同开展了夏令营活
动。 队长谢立康表示，他们针对当
地实际情况，为 24 名小同学设计
了健康课程、 乡土文化课程等一
系列贴近实际的课程内容。“通过
这些课程， 唤醒了同学们对家乡
的认知和情感， 让孩子们掌握了
身体健康的相关内容。 ” 谢立康
说。

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学林震
宇来自茂名，他就近参加了广中医
“温故谈新” 实践队， 利用专业特
长， 为当地的小学生带来了八段

锦、中医药知识等课程；岭南师范
学院“协绿”社会实践队也就近在
湛江市赤坎区开展为期 7 天的垃
圾分类知识宣传活动。

除了线下，今年的社会实践还
在线上开展。 据岭南师范学院团委
书记林仲彦介绍，学校“线上支教”
项目开发了“中小学线上教育教
学”专业服务网络平台，组建高校
博士教授专家团队和中小学科目
辅导志愿服务团队，开展中小学线
上学业辅导、心理辅导和云教育技
术辅导等项目。 这个暑假， 超过
10000 名岭南师院师生参与服务，
对接了 9000 多人次的用户需求，
用户地域覆盖北京、湖北、广东等
26 个省份。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的同
学们在广州、珠海通过实地走访，
调研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的现状
以及条例对于野生动物救护产生
的影响， 探索野生动物保护的新
路径。 团队利用网络平台和线下
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共发放调查问
卷近 500 份， 为相关单位加大科
普宣传力度，创新科普方式、调整
科普宣传工作方向提供了有价值
的参考。

院校通力合作，线上线下齐发力

广东 万高校师生9
助力脱贫攻坚

录扶贫干部故事，教育帮扶精准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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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工 业 大 学 红 十 字 会
“防疫亲民队 ”大学生调研团开
展了主题调研 图 / 学校提供

“选堂学子”培育行动计划优秀学员

挥高校专业优势，
助力乡村脱贫攻坚
发

岭南师范学院“协绿”社会实践队在湛江市赤坎区开展垃圾分类知识宣传活动

文 / 羊城晚报记者孙唯 陈亮
实习生 盘淑仪 方馨娉 通讯员 粤教宣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