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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邵师附小举行
了《邵阳晚报》小记者稿费发放
仪式，27 位小记者现场领取了
自己的稿费，也赢得了全体师
生的掌声。

仪式上，邵师附小副校长李
巧玲鼓励小记者们多看书、多积
累、多思考、多观察、多动笔，踊跃
投稿，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领到稿费的小记者们喜形
于色，他们不仅看到自己的文
字变成铅字印刷在报纸上，还
拿到了辛苦劳动的报酬。134
班的杨涵钰同学是第二次领到
稿费，她高兴地说，以后会更努
力写稿，多发表作品，这次的稿
费她想给妈妈送一份礼物！

(张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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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10日上午举行的新学期开学典礼
上，双清区红旗小学向全校学生提出了“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的号召。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就是希望全校学
生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不
负时代重托，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努力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才。”红旗学校校
长姜文柳介绍，新学期该校将从四个方面提升
学生的综合素质，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
粒扣子”。分别是：文明，要求学生尊敬老师、
团结同学、助人为乐、不打架斗殴、尊敬长辈；
礼仪，要求学生文明交往、言谈举止要有礼貌；
纪律，要求学生严格遵守《小学生守则》《小学
生日常行为规范》的要求；感恩，要求学生学会
关爱别人、关怀他人。通过对四项内容的学习
与践行，最终实现思想品德素质的全面提升，
为 社 会 的 和 谐 文 明 作 出 积 极 贡 献 。

（徐一雄）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9 月 10 日上午，双清区中河街
小学举行庆祝第三十四个教师节表
彰大会暨一年级新生开笔礼仪式。

一年级新生开笔礼是中河街小
学的传统活动，迄今已连续举办了九
届。活动由学生行“正衣冠礼”、朱砂
启智、击鼓鸣志、启蒙描红“人”字、茶
敬亲师等环节组成，古韵盎然，严肃
活泼，既陶冶了学生们的情操，又启
迪了孩子们的智慧。有着“魏子母
校”之称的中河街小学，素来以“民族

铸魂、国学立品、活动育人”为办学理
念，培养了许多“懂礼仪、善学习、能
合作、惹人爱”的优秀学生。

仪式过后，家长们纷纷给这次
活动点赞：“开笔礼仪式，不仅让孩
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神圣，也
让孩子们认识到尊师重道是我国传
统美德。从小让他们树立良好的品
德品质，学文化先学做人。相信孩
子们也会为隆重的开笔礼仪式铭记
终身。” （徐一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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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青少年朋友们：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我们的人生难免有各

种不完美，但同在蓝天白云下，我们都拥有对幸福生活的
向往，都渴望人和人之间的温暖关爱，都希望在美丽的资
江河畔快乐成长，走向更远的远方。

如果把幸福比作我们要摘取的果实，那么残疾人朋友
在摘取果实的时候，注定要比我们多经历艰辛。没有大家
的关怀和帮助，他们甚至都难以在社会生存和立足。这是
命运带给我们的考验，看我们能不能相亲相爱，风雨同舟，
共建美好家园。

人生在世，由少看老。尊重和关爱残疾人士，当从小
做起，从我们身边做起。在此，市小记者协会向广大青少
年朋友发出倡议：

消除歧视，尊重残疾人士。对于那些存在身体残疾的
人士，我们不要歧视、疏远，更不能讥笑、辱骂，要同情他们
的不幸、尊重他们的人格、看到他们的长处，学习优秀残疾
人士自强不息的精神、感恩社会的情怀。

拒绝冷漠，关爱残疾人士。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他人的
帮助和鼓励，而残疾人朋友对于这种需要更多一点，更迫切
一点。一个木桶能盛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一个
社会有多温暖而安全，也取决于最弱势群体的感受。让我们
善待身边的每一位残疾人士，给予关爱，伸出援手。

珍惜拥有，更加发奋图强。残疾人朋友身处困境，尚
能努力自立自强，我们拥有健全的身体，没有理由不珍惜，
不发奋图强。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积极上进，将来做一个
有能力有爱心的人，更好地回报父母和社会。

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们，授人玫瑰，手有余香，帮助他
人，快乐自己。让我们携起手来，用更加温暖的眼神，更加
自觉的行动，尊重和关爱身边的残疾人朋友，让残疾儿童
和我们一起，共享蓝天白云！

邵阳市小记者协会助残扶残倡议书

邵阳日报9月12日讯（记者贺旭艳） 随着邵
阳市小记者协会“推进融合教育 关爱残疾儿童”
公益项目于9月8日正式启动，以“共沐爱的阳光·
我们携手成长”为主题的大型征文比赛活动，面向
全市中小学生同步开展。

此次征文活动旨在提高未成年人参与公益活
动的积极性与实效性，不断深化其心系社会、奉献
爱心的优良品质，进而“小手拉大手”，提升全社会
的文明水平。配合“推进融合教育·关爱残疾儿
童”公益项目的实施，市小记协将组织和辅导小记
者们在参与系列活动时，用心观察、体会，将所见
所闻所思见诸笔端。征文体裁不限，题目自拟，字
数限制在600-1500字。优秀作品将刊发于《邵阳
晚报》成长专刊，年底由市民政局、市残联、邵阳日
报社共同组织评选表彰活动。分别评选出小学
组、初中组一等奖作品各1篇、二等奖作品各3篇、
三等奖作品各5篇、优秀奖作品各10篇。本次征
文大赛只收电子稿，请作者通过“邵阳小记者”微
信公众号的“征文投稿”入口提交。

助残献爱心 撰文写体会
“共沐爱的阳光 我们携手成长”

大型征文比赛等你来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9月8日上午，邵阳市民政局支持社
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邵阳市小记者
协会“推进融合教育 关爱残疾儿童”公
益项目正式启动。市民政局、市残联等
相关部门和社会爱心人士、志愿者等200
多人，参加了在市松坡图书馆举行的启
动仪式，开启了我市青少年朋友牵手残
疾儿童，共浴社会爱心、共享蓝天白云的
成长之旅。

牵手互动，帮助残疾儿童融入社会

我市约有残疾儿童一万余名，包括
肢体残疾、听力言语残疾、脑瘫、智障、孤
独症等儿童。随着国家0-7岁残疾儿童
抢救性康复救助项目的实施，每年都有
一大批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进驻各康复
机构接受康复训练。康复的最终目的是
帮助残疾儿童融入社会，除了通过技术
手段帮助残疾儿童补偿和纠正作为自然
人的缺陷，还要通过康复和教育相结合
的方式来满足其作为社会人的成长需
求，提高社会生存能力。

对此，市残疾儿童康复中心等康复
机构组织受训儿童及其家长，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帮助孩子们提高认
知、言语、交际、生活自理等各方面的能
力。但是，残疾儿童和正常孩子的区别，
始终是残疾儿童走向社会的一道坎。要
让残疾儿童消除心理障碍，勇敢地走出
自卑、逃避、消极等状态，需要正常孩子
无歧视地接纳他们，给予关爱、帮助和鼓
励。这是”推进融合教育 关爱残疾儿
童”公益项目要实现的第一个初衷。

在康复机构接受康复救助的残疾儿
童，尚有家长的不离不弃。而在市社会
福利院生活的残疾儿童，则是无人认领
的“弃儿”。他们由政府集中抚养，虽无
父母之爱、亲人之情，但同样有着对亲
情、友情的渴望。记者曾经在一个寒冷
的午后走近他们。正在室内玩耍的几个
孩子，见到陌生人进来非常高兴。一个

“唐氏宝宝”为了“争宠”，还把一个小女
孩推倒在地。他们眼里燃烧的渴望，是

“推进融合教育 关爱残疾儿童”公益项
目的另一个由来。

为了让这些残疾儿童得到社会关爱
和情感滋润，帮助残疾儿童及其家长正
视现实、树立信心、积极应对，该项目拟
组织有爱心的小记者及其家庭开展一系
列牵手关爱残疾儿童的活动。包括深入
市社会福利院、市残疾儿童康复中心等
机构赠送礼物、表演节目、互动游戏、过
集体生日等。还将开展助残主题的跳蚤
市场活动、残疾人工艺品义卖、预防残疾
公益讲座等。

寓教于行，提升中小学生道德情怀

童年时期遭受的疏远、歧视和伤害，往
往是残疾人心底难以愈合的伤痛，甚至影
响其一生的成长。特别是同龄小朋友的伤

害，因为未成年人的无知和不易被家长察
觉等原因，加之成长轨迹相近，友情需求强
烈，这种伤害颇具杀伤力。

我市就有一位小女孩，还在母亲腹
中父亲就犯罪入狱。母亲跟父亲并没有
很深的感情基础，单身苦熬十多年就是
舍不得这个聪明乖巧的“小棉袄”。然
后，小女孩因为父亲的事经常遭受同学
讥笑、欺辱，在一次激烈的争吵时，精神
病发作了。还有一位患有渐冻症的女
孩，在社会爱心帮助下得到康复。因为
经常有学生模仿她走路，她一度不敢在
校园里按医嘱训练行走。

从小培养孩子有爱心，懂得尊重和
关怀他人，不仅是一个温暖、文明的社会
所需要，也是给孩子自己一个更好的未
来。一位幼儿园园长很有感慨，不少小
孩子自私、霸道、不懂关心他人，就是因
为他们的父母在这方面的教育存在缺
失。通过亲子一起关爱残疾儿童，在暖
暖的爱心气氛中去感受人间温情、感受
正能量的流淌，感受帮助他人的快乐，于
己于人都有着莫大的好处。

另一方面，现在的孩子娇生惯养的
多、吃苦精神少、抗挫折能力差。不少孩
子为着一些诉求没得到满足或是遭受一
些小委屈，就闹脾气、使性子，甚至离家
出走。通过跟残疾儿童在一起的融合教
育，可以让他们对生活的苦和难有更多
的了解，对自己所拥有的有更多的珍惜
和感恩，对社会有更多的奉献精神而不
是索取欲求。

撬动爱心，助长助残扶残良好风尚

“推进融合教育 关爱残疾儿童”公
益项目一经推出就得到了市民政局、市
残联的认可，并成功入围邵阳市首届公
益创投项目。社会各界也积极予以支
持，为项目启动仪式提供人力和物力，营
造助残扶残的良好氛围。当天的启动仪
式上，爱心涌动。

市小记者协会向社会发出了助残扶

残倡议书和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开展助残扶
残主题征文活动的通知，并举办了现场签
名活动。60名小记者及其家长，各路爱心
人士和志愿者纷纷在签名墙上留下名字。

市残疾儿童康复中心项目部主任石
艳梅带领两名志愿者，组织了20名正在
机构接受康复救助的残疾儿童及其家长
来到现场，并提供全程陪护。

市松坡图书馆免费提供了漂亮大气
的多功能会议厅和后勤服务。他们还特意
斥资2000多元，为每位残疾儿童购买了画
笔、积木、图书等爱心礼物，人手一份。

湖南七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
者、城步残疾苗家姑娘杨淑亭，为参加此次
活动的小记者和残疾儿童提供了80个自
己生产的爱心书包。这些书包由市残联副
理事长谢涵带车专程从城步送到市区。

洞口华屹化妆品有限公司的创办
者、洞口残疾创业人士张赫伦，前一天专
程从洞口赶到市区。他赞助了三件自己
研制并生产的生态防脱洗发水作为礼品
发放，并在启动仪式上结合自己的经历
励志演讲。

一直关注此项目的丸子姐姐披萨
店，提供了200份零食小礼包现场发放，
并为每位残疾儿童赠送了月饼和爱心礼
包。他们还将在以后的活动中，继续提
供支持。

有着规范化自动生产线的湖南水庄
山泉有限公司，提供了来自地下水源的桶
装水。该公司计划明年推出瓶装水，承诺
长期为小记协活动免费提供饮用水。

市普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将为项目
的实施提供心理咨询、团体辅导等专业服
务。启动仪式上，社工唐偲现场教授健脑
操，台下亲子一起学习，其乐融融。

项目启动仪式在浓浓的爱心气氛中
圆满结束。大家纷纷点赞，有的小记者
家长当场就已打听下一场活动。对于积
极参加项目系列活动并表现优秀的小记
者，邵阳市小记者协会除了征文竞赛，年
底还将开展“爱心小天使”评选活动。

共浴社会爱心 共享蓝天白云
邵阳市小记者协会“推进融合教育 关爱残疾儿童”公益项目解读

◀小记者及
其家长热情参加
活动。

▲给残疾儿
童 发 放 爱 心 礼
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