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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倾诉 城市中的真人真事

新闻热线：024-96128

16岁高二女生到锦州市义县瓦子峪小学支教，
想成为留守儿童迷茫时的一束光

以为离开就是结束，
谁知一切才刚开始
不能忽视他们眼中的炽热，那里有他们一
直向往的外面的世界。
有孩子问我，外国到底是什么样子
的。这个问题差点让我红了眼眶。我身边
有同学已游历了很多国家。当我们在一起
分享旅游经历的时候，瓦子峪小学里的孩
子们却仍然停留在幻想阶段。
我们身处不同的城市，却有着相同的
困扰。设身处地去想，当时的我身边有老
师和爸妈在开导，为我解答这些问题。而
瓦子峪小学的同学们，却无处宣泄自己的
苦恼。在给他们解答问题的同时，我也在
思考自己的责任，仿佛已经由一个简简单
单的支教，
上升到了“人生导师”
的高度。
这些留守儿童，把眼光锁定在我的身
上，那种认真的态度始终激励着我。我想
竭尽全力地为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甚至想
持续性地成为他们的朋友。我希望自己可
以是他们迷茫时的一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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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团队从锦州市义县瓦子峪小学
回到沈阳的那天，天气阴沉沉的，犹如我
的心情。
车行驶在回程的路上，外面一直在淅
淅沥沥地下着小雨。三个多小时的车程，
让我始终处在混沌之中。我的脑海里满是
那些留守孩子天真的微笑，以及那热情洋
溢的拥抱。全部情景一一浮现在眼前，带
给我的冲击，让我无法释怀。除了感动，
我
想不出别的词汇。
心里憋着满腔无处宣泄的情绪，再加
上车里座位十分拥挤，我早已分不清是疲
倦还是饥饿。冥冥中有一些话不得不说，
我的意愿、我的动力、我的坚持，都在驱使
着我要写一点什么。曾以为离开就是结束
了，谁知一切才刚刚开始……

收获的哪怕不是玫瑰，也
会是金色的麦浪

时光匆匆而逝，在瓦子峪小学支教的
活动结束了。在大巴车上无意识地放空，
和其他老师比起来，我没 高二学生秦楚涵来到瓦子峪小学支教
■本人供图
我在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有任何教学经验
看看胸前的红领巾，是一个不怎么
始的压力，责任感油然而生。我的心里仿 学校的学生为荣。我天真地以为，那美好
会
系
红领巾的小孩儿紧张地给我系上
!月"日，我们支教团队即将出发去锦
佛小鹿乱撞，默默地坐在第一排，注视着 的校园环境，高水准的师资力量，是每一
州市义县瓦子峪小学，不到六点大家就集
孩子们的眼睛，
清澈中带有期盼。
所学校的正常配置。可瓦子峪小学的一 的。当时她认真地敬礼，腼腆地低头，笑
着跟我打招呼。我的书包里原本塞着满
合在一起。大概是因为同样怀着一颗热爱
切，却引发了我的思考。
满的文集，却在最后一刻，被热情的孩子
公益的心，大家都很期待与孩子们的见
一阵掌声雷动，我的热情
们追着签名和合影的时候全部都送了出
面。
他们眼中的很多问题，
也
也跟着高涨起来
去。
虽然支教团队里面的很多人彼此并
曾让我深感迷茫
不是没有听过赞美，也不是没有听过
不熟悉，甚至之前都没有见过面，但是共
负责人私下告诉我，这里的孩子们英
同的信念把我们凝聚在一起，迅速熟络起 语基础薄弱，大家都十分渴望有英语老师
之后，我来到了初中部，为初二年级 肯定，但是这些孩子们给予我的一切远远
来。
的孩子们解答一些生活和学习方面的问 超出了我的想象。他们用质朴且简单的方
能够到校教学。在这样的期盼下，我走进
参与支教活动的老师有知名作家万
题。在狭小的教室里，学生们没有按照正 式，将我的支教生涯镀上了蜜糖。全身心
了五年级的课堂，带着我对英文小说《小
琦，有沈阳市作协主席程云海，有书法家、 王子》的解读。
常的顺序来坐，场面有点混乱。我看到教 地付出后，收获的哪怕不是一朵玫瑰，也
甲骨文研究学者赵毅颖，有公办学校的主
室后面的黑板报上写着“距离地理生物考 会是金色的滚滚麦浪。
我比同学们早一步到教室，孩子们看
我想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当中，为
任，有民办学校的校长……他们都是奋斗 到我在教室，立刻停止了打闹，乖乖地坐
试还有#$天”的字样，紧迫感顿时扑面而
这些孩子带来关爱，让他们缺失的家长的
在教育一线的老前辈，而我只是东北育才 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忽然一阵掌声雷动， 来。
学校的一名高二学生。
我便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孩子们把问 位置，由热心的我们来填补；他们需要的
让我的热情也跟着高涨起来。这些五年级
必要的给予，由友善的我们来付出。
和其他老师的工作履历比起来，我真 的学生，身体力行地消除了我的所有紧 题匿名写在纸上，
我来给他们解答。
这次意料之内的支教活动，给我带来
的是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然而，在面对我 张。
“我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习”
“明明
这个小老师的时候，前辈们并没有一点轻
但与此同时，我也发现了这些学生自 是曾经很要好的朋友，却不知道怎么了， 的是意料之外的思考。我们这一代都市里
视或者瞧不起，更多的是照顾和鼓励。
现在关系很差”
“ 和父母、学校之间的矛 的孩子，常常被人贴上叛逆或是浮华的标
身的不足——
—英语水平确实让人担心，不
签。物质上的招手即来，让我以为生活本
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瓦子峪小学的 仅仅是口语和听力方面的问题，还包括那
盾，该如何调和”
“怎么学好英语”
……
全体教职员工出席了欢迎会。窄窄的折叠 些我认为他们早就应该熟练掌握的单词，
我接受着孩子们殷切的目光，一张张 就该如此。
来到瓦子峪小学之后，我除了看到表
椅，朴素而又简单的校服，孩子们手里握 却在他们的大脑里呈现出一片空白。我尽
地打开纸条。其实我只比他们大几岁，可
着鲜艳的红领巾，构成了当天全部的元 力去诠释这堂别开生面的英语课，希望孩
是在他们的眼中，我的身份却是能够帮助 面上的硬件条件差之外，还看到了这些留
守孩子们的孤单。每每闭上眼睛，想到孩
素。
子们能够多了解一些英语方面的知识，可
他们的老师。
“沈阳文学界教育界联合支教”这几 以看到英语也可以有小说的味道。
我从自己的个人经历聊到了心理学， 子们如花儿一般的笑脸，我就知道那段经
个大字在屏幕上不断翻滚。这是从头皮开
从浅显易懂的道理聊到了深刻的哲学。我 历是真实存在的，并非梦境。
在此之前，我常常以自己是东北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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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阳手记

给予者比接受者更有福
如花儿一般绽放的年龄，却没有孤芳自赏，而是对
柔弱的小花小草关怀备至。倾诉人秦楚涵的善良之情，
透过字里行间，
完全可以感受得到。
生活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角色，需要人们不断去扮
演，
主动的、
被动的，
无孔不入。
没有一种生活不辛苦，
谁都
不能随随便便就取得成功，在这条人生之路上，谁都少不
得要去麻烦别人，
同样也会有意无意地去施以援手。
在这些彼此努力的日子里，正是因为有了爱的环
绕，心才能格外向阳，一点都不会感到孤单。
当你弯下身子去帮助他人站立起来的时
候，心灵会获得前所未有的平静。我们无法做
到去帮助每一个人，但哪怕只是帮助了某些
人，也可以从中体会到快乐，因为给予者比接
受者更有福。

“阿阳情感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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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假期沈铁将加开41对临客
沈阳至大连、丹东、
哈尔滨、
盘锦等方向增开
“高铁临客”
本报讯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
今年端午假期，
沈铁将加开41对临客。在
沈阳至大连、丹东、哈尔滨、
盘锦等方向增
开“高铁临客”；
在沈阳至锦州加开高峰线
城际特快。
今年端午小长假运输期限为6月15
日至18日。节日期间，中国铁路沈阳局集
团公司通过高铁列车、城际列车、直达列
车、
特快列车、快速列车等多种客运产品，
满足不同层次旅客出行需求。
端午假期，沈阳局集团公司共加开
旅客列车41对，包括临客17对，分别为大
2次、沈阳北至丹东
连北至沈阳G9121/
D7695/
6次 、 长 春 至 吉 林 C1615/
6/
7/
8
5、K5016/
7次、长
次、沈阳至凌源K5018/
4、K5023/
2次等；周末
春至榆树K5021/
34次、
线9对，分别为沈阳至丹东D7639/
2、D7713/
4次、长
大连北至丹东D7711/
2、C1053/
4次等；高
春至延吉西C1051/
峰线15对，分别为大连北至哈尔滨西
G721/
32次、大连北至山海关G8091/
4
G8097/
6次、沈阳北至盘锦G9136/
5次、
4/
5/
6次、锦州至沈阳
长春至白城C1353/
T5321/
2/
3/
4次等。
此 外 ，为 最 大 限 度 扩 充 运 能 ，沈 阳
局集团公司还使用20组动车组重联42
20
对，分别为大连北至哈尔滨西G709/
3次 、大 连 至 珲
次 、沈 阳 北 至 北 京 D10/
8次 、 长 春 至 乌 兰 浩 特
春 G8127/
C1303/
6次等；重点普速列车加挂客车
130辆。

秦楚涵和瓦
子峪小学的孩子
们在一起

沈阳北站：预计发送29万人次 京、连方向高铁余票紧张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沈阳北站在端
6月15~18日，
午节期间预计加开7列临客：
49
沈阳北—大连北G9124次，沈阳北站8：
开；沈阳北—山海关K5012次，沈阳北站
06：
20开。6月15~19日，沈阳北—丹东
D7693次，
25开。6月16~18日，
沈阳北8：
沈

15开。
阳北—丹东D7695次，
沈阳北18：
6月18日，沈阳北—大连
启动周末线：
G8060次，
39开；沈阳北—大连
沈阳北17：
03开。
北G8064次，沈阳北14：
启动高峰线：6月15日，沈阳北—盘锦
G9136次，
15开。其中加挂列车
沈阳北18：

有9列，分别是上海、西安、成都、温州、大
同、阜新、大连、北京、太原南方向，极大地
提高了运能。
目前，沈阳北站到北京、大连方向的
高铁动车组列车的车票紧张，其他各方向
的车票略有剩余。

建议开车前2个小时换取纸质车票，以免耽误出行
6月15日，仅沈阳北站就有
据了解，
2.
5万张互联网订票未换取纸质车票；
6月
16日尚有1.
8万张未取票。
沈阳北站提醒：互联网订票的旅客，
可直接在售票处或落客平台通过自动售
取票机换取纸质车票。高峰出行，很多旅

■相关新闻

客踩着点儿到车站乘车，排队等候换票在
所难免。客车密集开行时段，排队等候取
票的人更多。建议您提前到家附近的火车
票代售点或提前两小时到火车站换取纸
质车票，
以免耽误行程。
高峰期间，为避免旅客积压滞留，建

议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和车票，向工作人员
出示，
减少在进站口排队等候的时间。
小长假期间，很多老少一起全家出
游。站台乘降时，一定要牵好孩子的手，
不
要让小朋友在站台上随意跑跳，以免掉下
站台。

端午节沈阳地铁一号线最快4分多钟一趟车

本报讯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闻英
奇）昨日，记者从沈阳地铁获悉，端午节地
铁一号线最小行车间隔4分10秒，二号线
最小行车间隔5分07秒。
6月15日为节前工作日，沈阳地铁根
据客流预测情况及节前工作日客流规律，
预计当天晚高峰会较普通工作日提前，晚
高峰期持续时间较长。当日，一号线最小
行车间隔4分10秒，
二号线最小行车间隔5

分07秒。6月16日至6月18日端午节放假
期间，预计客流与正常周末客流走势较为
接近，一号线最小行车间隔为5分14秒，二
6月
号线最小行车间隔为6分24秒。此外，
18日奥体中心体育场外将举行的“泡泡
跑”比赛，沈阳地铁将加强对奥体中心等
车站客流监控，适时采取措施，保障运力。
沈阳地铁表示，节日期间将适时加开
备用列车、调整车隔；在重点车站加派人

员，配备充足的物资和票卡，视客流情况
增开售票窗口、售卖预制票；必要时采取
限流举措等方式，确保客流组织高效有
序。同时沈阳地铁将持续加强车站安全检
查和巡查力度，加强乘客携带物品检查，
严防违禁品进站。如乘客在出行中遇到困
难，可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或拨
打 沈 阳 地 铁 24小 时 服 务 热 线 024—
22662266。

九成毕业生想出游 半数预算超四千

9月前沈各社区举办
“我和电影约会”展映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在社区家门口
展映百部经典电影，京、评剧票友在社区亮嗓比赛……
昨日，沈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市委
宣传部、市文广局联合举办“讴歌新时代 共建幸福
城”第五届沈阳市社区文化艺术节将在6月~11月举
办。
本届社区文化艺术节将注重国粹经典元素提炼。通
过举办“戏曲撷英”社区居民京、评剧票友、曲艺大赛、
“古韵国音”社区居民器乐比赛等系列活动。从6月到10
月，每个社区至少组织一场（次）文化活动，市级主体活
动在区、县（市）选拔的基础上开展。
社区艺术节的各项比赛均分预赛、决赛两个阶段进
行，居民可以根据各自情况，到所在区、县（市）文体局报
名参赛，通过预赛选拔后，可代表本地区进入决赛。
今年共安排!"项市级主体活动：
6月20日 沈水湾“云飏阁”文化广场，第五届沈阳
市社区文化艺术节开幕式暨“助力三城联创，建设美好
家园”专场演出。
8月1日、2日、7日、8日 市朝鲜族文化艺术馆剧场
“戏曲撷英”
，
社区居民京、评剧票友、
曲艺大赛。
8月15日 在大东区文化馆剧场，
“欢乐一家”社区
居民家庭才艺大赛。比赛以家庭（亲属均可）为参赛单
位，比赛内容包括声乐、器乐、
舞蹈、朗诵、绝活等。
9月上旬 铁西区文化馆剧场，
“舞动盛京”社区居
民舞蹈大赛。
9月20日 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我是沈阳人”社区
居民讲述身边好故事大赛。
9月27日 沈河区工人文化宫，
“古韵国音”社区居
民器乐比赛。
10月1日至10日 市图书馆，
“光影丹青”社区居民
美术、书法、摄影大赛。
10月中旬 市群众艺术馆剧场，
“书香中华”社区居
民中华经典诗文诵读大赛。
6月至9月 精选百部各时期经典电影，在全市具备
—历史——
—文化”这
放映条件的社区展映，突出“电影——
一主题。
11月上旬 南风大剧院，
“ 讴歌新时代 共建幸福
城”第五届沈阳市社区文化艺术节闭幕式，对本届社区
文化节优秀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选调部分文化艺术节
优秀获奖节目进行展演。

体验游、山水游、
美食游是毕业旅行三大热门主题
不打算毕业旅行占7%。
现，受预算限制，单价较低、行程较短、签
!和谁去？
证便利的东南亚地区深受毕业生的青睐。
更愿意和好友结伴同行，
占62%；
与家人同行，
占31%；
半数毕业生旅行预算超4000元
选择独自出行，占7%。
随着消费观念的升级，毕业旅行的预
!玩几天？
60%选择4~8天；
算也在不断增加。
23%选择8天以上旅行；
在毕业旅行预算增加的情况下，毕业
17%选择4天以下短途游。
生对住宿的需求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
超9成毕业生有出游意愿
价格需求转向品质需求。以前经济型连锁
!去哪玩？
酒店等廉价酒店是毕业旅行的住宿首选，
出境游占比49%；
今年即将大学毕业的李萱跟寝室4
如今毕业生追求更高品质的住宿享受。
位好姐妹下周准 备 去 云 南 旅 行 ，
“用这
国内长途游占比34%；
李萱告诉记者，此次出游打算把整体
周边游占比17%。
种方式纪念我们四年的友谊。”她说，很
预算控制在3000元，她说：
“ 我们几个人
多同学从5月份开始就 陆 续 结 伴 出 行 ， !具体去哪里？
国内游，
云南、
四川、
北京、
上海、
海南、 的经济条件都差不多，而且基本上家里支
有的是情侣，也有的是同寝或者闺蜜。
持，所以大家都商量好了，住的地方保证
在国内玩的，去云南、北京、上海等地的
福建、
广西、
广东、
重庆、
陕西位列国内游十
安全是基本，另外，还想选择特色的、有品
大热门目的地，其中中西部地区占据半壁
比较多；出国的，选择泰国、日本、新 加
位的连锁酒店。看好当地的特色礼物也想
江山，
成为国内大热门。体验游、
山水游、
美
坡的较多。
买来送给好友们。”
食游是今年毕业旅行的三大热门主题。
!多少人选择毕业旅行？
表明有出游意愿的占93%；其中，
出境游，最受毕业生欢迎的热门目的 !打算花多少钱？
48%已基本确定毕业旅行行程，45%正在
预算在4000~8000元之间的占44%；
地分别是泰国、日本、越南、新加坡、柬埔
筹备出游行程。
预算8000元以上的占比8%；
寨、
印尼、马来西亚、俄罗斯、
美国。不难发
本报讯 （华商晨报记者 杨晓明）又
是一年毕业季，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以
旅行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高中或大学时
代。
有数据显示：93%的毕业生 有 出 游
意愿，超一半毕业生旅行预算超过4000
元。可见，孩子们更青睐有品质的旅途。

预算2000~4000元的占比36%；
预算2000元以下的占比12%。
和去年相比，毕业旅行预算4000元
以上占比提升了8个百分点。
!旅行的钱哪出？
78%表示是家庭支持；
22%表示是自己平时打工所得。
!住在哪？
40%偏向于精品酒店或特色民宿；
26%的学生选择入住高星酒店。
!选择怎样的出行方式？
七成选择自助游，主要是因为毕业生
时间充足更希望深度体验整个旅途，同时
也更崇尚自由、个性化的行程。
三成选择品质跟团游，不用自己选择
酒店、提前安排行程，省时省心省力。
!选择哪种交通工具？
火车和飞机经济舱仍是大多人的出
行选择，
两者占比达八成。
也有部分毕业生选择自驾出游或者
骑行。

2018年中国沈阳夏季游启动仪式

即日起可到世博园观睡莲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杨晓明）6月13日，以“清风
满韵 夏凉沈阳”为主题，由沈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2018中国沈阳夏季游启动仪式，在沈阳世博园景区隆重
举行。
今年夏季游活动时间从6月持续到9月，
“消夏旅游”
“文体交流”
“休闲娱乐”
“乡村纳凉”四大板块内容15个
系列主题147项旅游特色活动，满足广大市民和海内外
游客不同口味的出游需求。
沈阳世博园第十六届百合花展、睡莲花展也于当日
开幕。睡莲展从6月中旬开始至8月下旬，地点位于百合
塔下至北区隧道东侧的滨水湿地。共展出玛珊姑娘、乔
治亚桃子、科罗拉多、小白子午莲、婴儿红、伊丽莎白公
主等近70种，35000多株。睡莲花上午开放，午后或晚间
闭合，色彩艳丽丰富，有红橙黄白粉紫等多色。
同时，从6月13日开始，80多个品种50多万株百合花
将次第绽放，盛花期预计在7月上旬，花展集中在凤之翼
广场至玫瑰园沿线、4号门（西门）百合园等区域，花展时
间将持续到7月下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