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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罗蕙欣到向阳乡
中心校支教快一年了。“在课上，
我是传授知识的良师，课下我是
他们的益友。”面对分别，罗蕙欣
满满的不舍。“知道我要走的时
候，我教的孩子都很难过。有好
几个跟我玩的好的女孩都哭了，
后来，他们每个人都给我写了一
封信，我都保存好带回了家。”面
对学生们纯真、灿烂、明媚的笑
容，罗蕙欣不禁感叹：“在这份珍
贵的支教经历中，我都不知道是
我参与了他们的童年，还是他们
点染了我的人生。”

支教改变了罗蕙欣的生活，
同时也让她领悟了新的人生。“当
我从伊春回家以后，我妈感触最
大。从前不会洗衣服的我，现在
都手洗衣服，作息时间也规律了，

我妈总说我懂事了。”罗蕙欣有点
不好意思地说：“以前我的性格有
点浮躁，没有耐心。自从支教后，
我现在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
做事沉稳了，跟人沟通也更容易
了。而且，我现在特别喜欢小孩
子，每个从我身边过去的小孩儿，
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地想，他应该
上几年级，这可能是职业习惯
吧。”

对于未来，罗蕙欣表示，考虑
以后做教师这个职业，因为觉得
特别有意义。“也许我们的力量是
微薄的，但是只要能为这里的孩
子带来星星点点的改变，一切都
是值得的。从2020年9月开始
起笔的这份支教日记已近结束
了，但是，我对孩子们的爱，永不
结束。”

考虑以后做教师 觉得特别有意义

生活报讯（记者于海霞）近日，哈
市南岗区奋斗路街工委联合乐爱儿童
服务站共同打造暑期公益小课堂开课
了，将引导未成年人过一个“文明、健
康、快乐、安全”的假期。

奋斗街道暑期公益小课堂由7名
社区退休老教师、志愿者和爱心人员担
任辅导教师。开班以来，小课堂共接收
辖区20余名小学生。

在小课堂上，除辅导完成暑期作业
外，辅导教师还精心为小学生们量身打
造爱国主义教育、文明礼仪教育、生命
健康教育、安全常识教育和劳动技能教

育等8项贴近生活、内容丰富的“公益
实践课堂”，全面激发学生们的兴趣，培
养未成年人动手动脑、沟通协调、团队
协作的能力，帮助孩子们养成一个文明
好习惯。

哈市南岗区

暑期公益小课堂开课啦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刘维娜 记者李丹
文/摄）垃圾分类飞行棋、垃圾分类幸运大转
盘、垃圾分类套圈游戏还有垃圾分类主题歌
舞表演……16日，由哈市生活垃圾分类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办的“践行垃圾分类，争做文明

市民”主题宣传活动在道里区
卓展购物中心举行。载歌载
舞、寓教于乐的演出宣教和趣
味游戏吸引了众多市民。

据哈市生活垃圾分类领导
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办公室
从本月初起，陆续在哈市9个
城区开展54场（次）“践行垃圾
分类，争做文明市民”大型主题
宣传活动。截至目前，该活动
在全市各个城区已经举办了6
场。

寓教于乐

这场垃圾分类主题秀超燃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刘维娜 记者李丹）“有一种生活，你没经历过，就不知其中的
艰辛，有一种艰辛，你没体会过，就不知其中的快乐，有一种快乐，你没拥有过，就不知其
中的真谛。这就是支教生活，但我的日记里不谈艰辛，只谈快乐。”这是23岁的罗蕙欣
对近一年支教生活所写的日记。而这一篇篇日记，都记录着她对学生们的爱和孩子们
对她的感恩。16日，记者采访了罗蕙欣。

1998年出生的罗蕙欣，美丽阳光、大
方活泼。刚到学校的第一天，辗转了9个
小时车程的她没觉得疲惫，反而很兴奋。

“一想到就要和孩子们见面了，我就很激
动。”情绪高昂的罗蕙欣，却被“授课”难住
了。“我负责教英语，平时跟着老师学，第
一次教学生，还真有点无从下手。”

不认输的罗蕙欣开始钻研教学模式，
认真学习教学方法。每天她都会利用休
息时间，上网看优秀公开课视频，然后在

宿舍偷偷模拟上课。“我甚至连学生可能
会问我什么问题，都预想一遍。”通过努
力，罗蕙欣渐渐适应了教学，也让学生们
爱上了英语。就这样，在师生的共同努力
下，罗蕙欣教的两个年级期中英语考试成
绩突飞猛进。“我刚来的时候，他们连26个
字母都说不全，现在日常的单词和句子都
会说了！”罗蕙欣骄傲地说。多才多艺的
罗蕙欣，除了教英语外，还教计算机和舞
蹈特色课。

刚来时 学生们连26个字母都说不全

在罗蕙欣的日记里，记录了很多有关
学生们的趣事，有和她相关的，也有她自己

“找”上去的。原来，向阳乡中心校只有五
十多个学生，平均每个年级不足10人，而
二年级仅有5名学生。虽然人数少，但大
多数学生们的家长在外打工，他们都和老
人一起生活，因此，老师们更需要注意孩子
的心里成长。

“班里有一个学生小涛（化名）总是不
写作业，而且还在课上振振有词地说‘不
写作业是好汉，写了作业是坏蛋’。”为此，

罗蕙欣“调查”了一下小涛，原来，他的爸
爸妈妈在外地打工，爷爷奶奶要上山采
药，家里没有大人监督他学习，他总是一
个人在家。“于是，我向他承诺，如果他每
天按时完成作业，我周末就带零食去陪他
玩。过了几天，按时完成作业的小涛小心
翼翼地试探罗蕙欣，问她是否知道他的家
在哪。看着一脸天真的小涛，我心里真不
是滋味。周末去他家的时候，我带了好多
好吃的，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周
末。”

带上好吃的 陪留守孩子过周末

在罗蕙欣的想象中，支教生
活应是困难的，“我已经做好心
理准备，想象中应该睡上下铺，
吃的都是大白菜，甚至可能手机
都没有信号。”但是当真的来到
中心小学时，眼前崭新的教学楼
和各种多功能教室让罗蕙欣震
惊不已，“每一间教室都有先进
智能的多媒体，舞蹈室、体育室、
科学室、美术室，各种教室都
有。而且，我们的教师宿舍是标
间，吃的也是荤素搭配的营养

餐。这和我想象中的支教太不
一样了！”

支教期间，罗蕙欣一直想为
当地学生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情，于是，她与黑龙江大学青年
志愿者协会举行了“信来信往”
活动，“让孩子们以‘理想’为话
题与黑大的哥哥姐姐们展开书
信交流。”罗蕙欣表示，“通过这
个活动，我希望能正确引导孩子
的价值观，明确自己努力和成长
的正确方向。”

“信来信往”活动 让孩子们打开心扉

黑龙江大学赴伊春支教学生罗蕙欣：

“能为孩子带来一点改变，都是值得的”

冰城垃圾分类进行时

18686833188

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

金福来全屋定制

蜗牛轰趴馆

刊 登 热 线
13796106320
13613600156

百业信息
高价回收
车床、各种设备、电焊机、发电机、不锈
钢设备、大型油炉、锅炉、电线、电缆、回
收工地积压物资。大量废铁、铜、铝，大
型制冷设备，配电柜、配电池，变压器，
干式变压器，木方，油毡纸。

13796061258

回收手机
爱格数码高价回收各种品
牌手机，可上门回收。

联系电话

哈尔滨市掘金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为广告公司承揽广告提
供营销策划方案，地址：平房区
建安街305楼1单元502室。

电话/微信13936490385

营销策划

蜗牛轰趴馆

滨牌羽毛球俱乐部
好 消 息 ！ 好 消

息！（松北区）滨牌羽毛球
俱乐部开业啦！馆内七
片标准场地，可以承接各
种赛事 。免费洗浴，免
费停车。接受散场预定。

预 定 电 话
0451-55339222
15245156669
（微信同号）

地址：松北区高科路2
号（松北交警队对面）

承揽：轻辅、整装、单项、
木工、油工、水电工、瓦工。

承接：铜门、不锈钢门、
氟碳门、感应门、旋转门、高
间隔断、玻璃隔断、铁艺、牌
匾、卷帘门、批发各种规格
不锈钢板、管材、配件。

哈 尔 滨 市 区
内可免费上门测量！

欢迎致电

18249724111
13613643307

承接家装、工装整屋家具
定制（承接同行二手单柜体定
制）工厂一站式服务→设计→加
工→安装。

橱柜门、衣柜柜门定制加工
（种类有PVC吸塑、PET、高光纳
米板材等）免漆板材加工定制柜
体（材料与环保等级自选）工厂设
有样板展厅，欢迎参观选购。

定 制 热 线

18904515815
15846048899

工厂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
王岗镇哈双公路592号金福
来家具有限公司

蜗牛轰趴馆地处市中心，
距地铁 1 号线铁路局站 120 米，
交通方便。西部牛仔风格让您
畅享西部的自由与豪迈。无论
是生日派对、闺蜜聚会、团队建
设、家庭聚会、同学聚会、各式
主题派对、节日派对都可选择
在这里实现。高品质的 KTV、
私 人 影 院 、私 人 茶 道 、
XBOX360、先进的 VR 虚拟现
实、棋牌、台球、桌上足球、狼人
杀、高端电脑房（可畅快吃鸡
哟）、体感游戏、大型街机游戏
机、自助厨房、自助可乐机、净
化水设备。
地址：南岗区公司街72-2号

联系电话（微信同号）

13804510506

为落实《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关于加强实体店兑奖规范管理
的通知》（体彩字〔2021〕254号）精神要
求，黑龙江体彩于7月13日召开全省关
于加强实体店兑奖规范管理视频工作
会议。各市（地）体彩中心主任、市场监
察工作负责人、专管员共170余人参加
了此次培训会。 苏畅

据中国体彩网报道 17日，体彩
大乐透第 21081 期开出号码“05、
13、24、29、35+07、08”。本期全国
销量为3.01亿元，为国家筹集彩票
公益金1.08亿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2注一等奖，均
为基本投注头奖，单注奖金1000万
元，分落江苏南通、安徽芜湖。二等

奖开出70注，每注奖金18.54万余
元；其中26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
得奖金14.83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
单注总奖金33.37万元。

固定奖方面，本期三等奖开出
155注，单注奖金1万元；四等奖开
出892注，单注奖金3000元；五等奖
开出16232注，单注奖金300元；六

等奖开出 26732 注，单注奖金 200
元；七等奖开出31303注，单注奖金
100元；八等奖开出777797注，单注
奖金15元；九等奖开出8408805注，
单注奖金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
8.07亿元滚存至19日（周一）开奖的
第21082期。

大乐透开出2注 1000万元头奖
体育彩票

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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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苏畅 记者杨镭）中
了彩票大奖，奖金却被别人偷偷领走
了，这对购彩者权益来说，无疑是最
大的侵害。为防止此类事件发生，
15日，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组织开展了关于彩票盗兑突发事件
应急桌面演练。

据了解，此次演练旨在及时、有
效应对在彩票兑奖管理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盗兑突发事件，提高我省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处置突发事件和抵
御风险的能力，有效控制突发事件
的影响范围，保障兑奖管理业务顺
利进行，保障购彩者利益。演练采
取桌面推演的方式，模拟发生跨省
彩票盗兑突发事件全过程，相关责
任人按《体育彩票跨省盗兑处理流
程及说明》及《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盗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要
求，从事件分级、应急响应、处理措
置、信息上报、指令下达等多个方面
进行了全面演练。通过演练，提升

了省中心处理突发事件的业务能
力，积累了处理盗兑事件的实战经
验，规范盗兑事件处理流程，有效防
范彩票兑奖业务风险。

防盗兑 省体彩开展应急桌面演练

生活报讯（记者周琳）小涛（化
名）今年7岁，上小学一年级。最近
老师和父母发现小涛上课时注意力
不集中，对课堂上老师的提问总是不
明所以，课后无法复述学习内容，也
无法独立完成作业。父母还发现，小
涛除写作业拖拉外，还存在书写和阅
读障碍，经常看错、写错、读错。

经人介绍，小涛的妈妈带他来到

哈医大四院儿童康复中心就诊。经
过康复医生评估、检查，发现小涛存
在学习能力不足的问题，需要进行学
习能力训练。经过在儿童康复中心
一段时间的学习能力训练，小涛的视
听读写能力均有提高，对问题能够复
述并理解回答要点，书写和阅读能力
也有进步，下阶段的目标是加强自我
管理、习惯塑造，强化学习技能。

学习能力到底有多重要？据哈
医大四院儿童康复中心专家介绍，
学习能力的一般概念是指个体从事
学习活动所需具备的各种能力的组
合，包括感知能力、专注能力、记忆
能力、阅读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等。学习能力外部展现出来的是学
生的实际学习能力和熟练程度，还
有很大一部分内隐为学习的潜在可

能性，经过训练可以成为现实。
哈医大四院儿童康复中心对儿

童提高学习能力的家庭建议：一定
要从养成良好的自理习惯开始，自
理能力强的孩子更容易建立自信；
学会管理物品、管理时间、管理情
绪；家长一定要每天抽时间与儿童
进行沟通，保护孩子的兴趣，呵护孩
子的求知欲。

7岁男孩做作业总拖拉 这种“毛病”也能治

生活报讯（记者
吕晓艳）17日，在第十
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
大学乙组男子跳远决
赛中，我省运动员张景
强以7.78米的成绩获
得冠军，摘得黑龙江省
代表团在本届运动会
上的首金。

张景强同学来自
哈尔滨工业大学，是本
届运动会表现最耀眼
的跳远名将之一。预
赛中张景强发挥出色，
以7.66米预赛第一的
成绩进入决赛。决赛
中，张景强凭借强劲的
爆发力一直处于领先，
更以最后一跳奋力跃
起、完美落地，以7.78
米力压对手，勇夺金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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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王一 记者李丹

文/摄）16日上午，第60届哈尔滨市职
工十华里长游比赛在松花江上举行。本
次比赛共有来自机关、企事业单位的45

支代表队、千余名运动员参加。
记者在现场看到，比赛起点

设在松花江第二水源地，终点至
松花江老头湾，全程十华里。经
过激烈角逐，哈尔滨博航经贸有
限公司游泳队以28分52秒获男
子十人集体游冠军；哈尔滨市公
安局游泳队以23分40秒获男子
五人集体游冠军；哈尔滨市荣昌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游泳队以33
分 20 秒获女子五人集体游冠
军；哈尔滨市公安局游泳队以
25分01秒获女子三人集体游冠
军。

比赛期间，还举行了帆船、
赛艇表演。

哈尔滨市职工十华里长游比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