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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并不缺少美，只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
睛。”老师曾这样说。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
美，一种坚持不懈的美。

那天我过马路时，惊奇地发现了一只狗，只见它
走路一瘸一拐的，再仔细一看，它居然只有一条后
腿！我的心忽然一紧，我不知道它遭遇了什么，但是
我为它而心痛。这只只有三条腿的小狗，似乎没有因
为自己比别的小狗少一条腿而表现出什么异样，它倔
强地一瘸一拐向前走着。路人回头看它时，它用真诚
的目光看向路人。

看到它那双明亮的眼睛，我拿着原本要买零食的
钱进了超市，给这只坚强的小狗买了一根火腿肠。我
把火腿肠掰开送给了这只狗，看着它吃得开心，我的
心也不由自主地欢快起来。

看着这只小狗，仿佛看到了我的过去。我在幼儿
园时因为意外导致左腿残疾，所以走路很慢，许多小
朋友都来问我：“张誉，你的腿怎么了？”我只能无奈地
回答：“我也不知道。”当大家做游戏时，我只能坐在旁
边看着他们玩耍，看着他们开心地笑着。我也想笑
呀，可就是笑不起来。那个时候，总有两个字萦绕着
我，那就是“孤独”。

现在，看到这只可爱的小狗吃完火腿肠后，欢快
地向远处走去。我也哼着小曲儿继续往前走，我要乐
观地面对人生。

（指导老师：张改艳）

本报讯 近日，孟州市明珠小学召
开“家校共育、自律自强、静待花开”线
上家长会，全体师生参会，旨在提高家
校共育工作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形成教
育合力。

本次线上家长会由各班主任主持，
首先围绕“预防电信诈骗、交通安全牢
记心中、消防安全人人有责、全民抗疫”
等主题进行详细解说，倡导师生健康文
明上网，防范网络诈骗，注意交通和消

防安全，同时呼吁家长和学生网课期间
要严格遵守各项防疫要求，全力配合防
疫工作。

会上，各任科教师向家长介绍了网
课期间学生的学习情况，并与家长沟通
学生的生活情况，如课余时间是否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家校双方对孩子的
学习、成长等方面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还提出下一阶段家校共育的方向。

（张佩佩）

调皮的小不点儿
●贺文奇 gx2111002
马村工小三（2）班

我家有一只调皮的小狗，它叫小不
点儿，我们都很喜欢它。

它有一双黑溜溜的小眼睛，虽然眼
睛小，却很有神，观察东西特别认真；三
角形的鼻子总是湿乎乎的；一条毛茸茸
的尾巴总是翘起来；四肢细细的，却特别
有力气；一身雪白的毛绒绒的，看起来就
像一个雪绒球。

小不点儿很调皮，比如它咬自己尾
巴的时候，一会儿头扭到身后追着尾巴
团团转，一会儿又躺着把头伸到后腿中
间咬，一会儿又扭头从背上往后咬，它咬
不到自己尾巴的时候，就会冲着尾巴汪
汪叫，看到它那滑稽的样子，我总会忍不
住哈哈大笑起来。

记得有一次，我和妈妈在打羽毛球，
球落得太远了，它跑过去把球叼回来，送
到我手里时，我会拿东西给它吃；送到妈
妈手里时，妈妈会夸它懂事，这时它的尾
巴摇得更欢了，还大摇大摆地走回家，好
像在告诉大家它打了胜仗似的。

每天，我都会抽空和小不点儿去
公园散步，陪它一起做游戏，它成了我
形影不离的好伙伴，我们会一起慢慢
成长……

漫画周老师
●王妙涵 lg2111104
河南理工大学附属小学五（3）班

如果要给我们的语文老师周老师画一幅漫画，那
漫画中的她一定是这样的：一头乌黑亮丽的短发，穿着
一条得体的裙子，一张小小的瓜子脸上嵌着一双炯炯
有神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红扑扑的。

周老师的那双大眼睛“会说话”！一走进乱哄哄的
教室，她就会用一双眼睛四处扫视。再调皮的同学，只
要一遇到这样锐利的目光，就会马上“偃旗息鼓”安静
下来。有时，她还会用眼睛鼓励我们。有一次，我们在
学习一篇课文的时候，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自
己会，便轻轻地举了一下手，但一向胆小的我怕说错，
又立刻把手放了下去。周老师的眼睛捕捉到了这一
切，于是她微笑着对我说：“妙涵，你来试试。”我紧张地
站了起来，脑子里一片空白，涨红了脸。这时，周老师
的眼睛中充满了期待和鼓励。于是，我平复了一下心
情，努力思考，就想出了答案，并说了出来，周老师对我
投来了赞许的目光。

周老师的教导是和风细雨的。以前我的字写得不
好，作业有时写得横歪竖斜，老师不但没有批评我，还
耐心地一笔一画教我该如何书写。我根据老师的要
求，一笔一画地慢慢书写，果然写出了漂亮的字体。此
后，每当我不想好好写字的时候，耳边总会响起周老师
声声亲切的叮嘱。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周老师就
是我内心的模范老师，也是从漫画中走出来的优秀老
师，我爱我的周老师！ （指导老师：周冬冬）

本报讯（记者李锴）为提升青年教
师教学水平，进一步提升青年教师素
养，日前，焦东路小学通过网络开展了

“我为课标代言”暨青年教师素养大赛
的首场活动——“同序列大单元，立足
课标研教材”数学专场。

今年4月21日《义务教育课程标
准（2022年版）》颁布以来，为了使全体
教师能够快速正确把握课改方向、整体
建构课程，并践行于课堂教学，不断拓
宽研究视野，该校特开展此次比赛。

11月28日14时40分，该校全体
数学教师齐聚云端。比赛中，22位数
学老师进行了紧张激烈的角逐。他们
以“数的认识”为载体，从单元整体的

角度，以《课标》相关的内容要求、学业
要求、教学提示为依据，结合自己所教
年级的真实案例或者教学片段，阐述
自己在学课标、研教材的过程中最真
实的思考和研究。

4个多小时的比赛，22位老师的
展示，为所有与会人员带来一场数学
视听盛宴。其中，三场新课标的知识
问答，就像是为此次比赛量身定制而
绽放的绚丽烟花，给紧张的比赛带来
别样感受和体验。最终，经过7位各
级骨干评委共观摩、同标准的线上公
开、公平、公正打分，该校王西芬、原菲
菲、秦明等8位老师获得该校本次比
赛一等奖。

焦东路小学

“我为课标代言”暨青年教师素养大赛云端开幕

孟州市明珠小学召开线上家长会

向一只小狗学习
●张 誉 yx202107083
沁阳市第一小学六（5)班

静 物
●郭晋滢 tx2210187 团结街小学三（6）班

深海小鱼
●黄芮泽 jdl202209209 焦东路小学二（9）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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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改玲）“给你送
一盏护眼台灯，保护好眼睛哦。”

“谢谢姐姐。”12月1日，共青团修
武县委“青年邻里帮帮团”来到修
武县城关镇东关村，给困境家庭儿
童送去了护眼台灯、保温饭盒，并
叮嘱孩子们上网课时注意用眼卫
生、按时吃饭等，这些礼物受到孩
子们的欢迎。

这是团市委“青年邻里帮帮团”
开展的“关爱你我他 温暖千万家”
和“六帮六助”的具体行动。为落实
省委、市委“关爱你我他 温暖千万
家”行动部署，按照全市党建带群建
开展“六帮六助”专项行动工作会议
要求，团市委全面动员各级团组织，
聚焦困难青少年等所急所需，办小
事、解小忧、帮小忙，全力推动各项
措施落实。

近日，共青团孟州市委“青年
邻里帮帮团”到来到孤寡老人、困
境家庭儿童身边，帮老人打扫院
子，为孩子们辅导功课，为他们送
上玩具、书包等用品，浓浓关爱传
递真情。

在武陟，共青团武陟县委“青
年邻里帮帮团”得知该县三阳乡塚
头村部分农户蔬菜滞销的情况后，
第一时间联系青年企业家和社会
爱心人士进行团购，并和青年志愿
者来到田间地头，帮助菜农采摘、

挑拣、装车，以实际行动破解农产
品销售难题。此次活动，共青团武
陟县委联合各界爱心人士共采购
滞销的白菜、芹菜、蒜苗、萝卜等各
类蔬菜近5000公斤。

近日，团市委召开全市共青
团“关爱你我他 温暖千万家”行
动暨党建带群建开展“六帮六助”
专项行动工作推进会，下发专项
行动工作细化清单，明确爱心捐
赠、就业帮扶、课业辅导、情绪疏
导、家居清洁，共五类七项具体帮
扶项目。

团市委基层团组织全面摸排
困难和特殊群体家庭中的青少年
（中小学生）底数，逐户逐人登记
造册，并对青少年实际需求进行
精准分类，由各级“青”字号先进
群体逐户对接。根据全市工作方
案要求，开展线上线下爱心资金
和物资募集工作，已募集温暖大
礼包（含帽子、手套、围巾、耳罩
等）200套。

创新打造“青年邻里帮帮团”
志愿服务模式，广泛组织青年志
愿者、返乡大学生发挥特长，主动
参与到困难青少年课业辅导、家
居清洁等工作中，帮助群众解决
实际困难。目前，全市已成立“青
年邻里帮帮团”113个，将温暖送
到群众身边。

本报讯（记者李晓军）延长
60个临时果蔬销售摊点的设置
时间，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环卫
岗亭和城管岗亭，为流动商贩提
供临时休息场所和热的饮用水、
打气筒、车辆维修工具等便民服
务……12月2日，市城管局出台
10条便民措施，服务流动摊贩，
助力疫情防控。

近期，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复杂，给广大市民日常生活造
成不便。市城管局出台10条便民
措施，是落实“六帮六助”行动、统
筹城市管理和民生需求的具体实
践。

增加便民疏导区数量。统筹
做好防疫、交通、环保和安全工作
的前提下，利用城区背街小巷、断
头路等区域，合理增设一批商贩
疏导区，满足广大市民的经营和
生活需求。

重启果蔬疏导区。各城区要
将今年6月批准设置的60个临时
果蔬销售摊点的设置时间延长至
今年年底，最大限度方便菜农进城
卖菜。遇有被封控管理的农贸市
场，应在周边合适位置增设摊位疏

导区，方便市民购物。
延长放心早餐摊点经营时

间。将我市26个放心早餐摊点
经营时间由原来的8时延长至10
时，方便市民购买早餐。

利用环卫岗亭和城管岗亭为
流动商贩服务。各单位要最大限
度利用环卫岗亭和城管岗亭为流
动商贩提供临时休息场所和热的
饮用水、打气筒、车辆维修工具等
便民服务。

此外，10条便民措施还包括：
帮助流动摊贩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助力流动摊点安全经营；增加
清扫保洁频次，对流动摊点周边
的环境进行全面清理；加大垃圾
清运力度；设置废弃口罩专用桶；
用好“12319”服务热线，引导流动
商 贩 遇 到 困 难 和 问 题 时 向

“12319”热线反映，及时帮助解
决。

对于自发形成的流动摊点和
流动商贩经营疏导区，各城区城
管局要安排执法队员监督规范化
经营工作，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
求，严防造成疫情传播风险。

“天气预报明天有寒潮，
今天再去看看大娘……”11
月28日一大早，市公安局
中站分局龙洞派出所所长
吴东玲和同事刘丹丹、薛
佳佳来到了辖区92岁高
龄的王政兰老人家。三名
民警都是该所警花“帮帮
团”的成员，定点帮扶老人
已多年。

看到民警进屋，老人
激动地紧紧拉住她们的
手：“我现在可好，一点也
不冷，给你们冲点奶粉喝
吧……”

冲杯奶粉，是老人最
好的招待，她觉得这些民
警就是自己的亲人。

老人身体状况咋样？
最近情绪好不好？这些情
况民警心里都有数。她们
一边为老人梳头，一边还
在操心：“手还是有点凉，
过两天得给大娘送个暖手
宝……”

2016年，龙洞派出所
成立了警花“帮帮团”。多
年如一日，“帮帮团”成员的
脚步走遍了山区，为群众送
上来自公安战线的温暖。

“咱辖区情况特殊，山
里的年轻人多在外打工、
居住，留在村里的都是老
人和孩子。除了正常社区
警务工作外，成立警花‘帮
帮团’就是为了鼓励大家

多一点奉献，给留守老人、
儿童和困难家庭多一些帮
助……”走在山路间，吴东
玲说，“我们没设立什么远
大目标，只想尽自己所能
为山区百姓多做点事。”

最初，由几名女警成
立的警花“帮帮团”没有强
制他人加入，后来主动要
求加入的人员越来越多。
几年来，派出所人员有变
动，很多男民警也成为团
队成员，但团队名字没变，
初心更没变。

“帮帮团”开展工作有
两个原则：一是主动服务，
对个别困难群众长期帮
扶；二是随时解忧，群众有
急难愁盼问题，随时帮助
解决。

当天中午，带着自费
买的食用油、粉条、蔬菜
等，民警还来到了辖区残
疾村民何兰金的家里。何
兰金双目失明，平时独居，
生活比较困难。

“派出所的盥洗室刚
刚升级改造，马上就装上
暖风机，今后想洗澡就去
派出所，别在家里洗，容易
受凉，咱‘帮帮团’里的男
民警都会帮忙。”关心何兰
金的生活，民警又送来了
好消息。

何兰金不知怎样表达
感激之情，他只是一个劲

地道谢。
大山里，温暖的故事

还很多。
去年夏季汛期到来

前，山区一些村民需转移，
一位老大爷坚持不离开
家。“帮帮团”成员上门劝
导，被老大爷“教育”了一
顿，委屈只能咽到肚子
里。第二次，民警再上
门，帮着打扫屋子、唠家
常，第三次上门，第四次
上门……就这样，民警的
执着感动了老大爷，转移
工作顺利落实。转移工作
结束关怀不结束，从此，民
警对老人的照顾就这样延
续了下来。

辖区群众赵某 17年
前离家出走，去年突然回
来想要补办户口。情况特
殊，补办工作较麻烦，“帮
帮团”成员二话不说，齐心
协力伸援手，分工后开始
到村里走访、核实情况、寻
找资料等，最终解决了
问题。赵某送上感谢信，称

“帮帮团”的服务太暖心。
人民公安为人民。其

实这座城市还有很多类似
的“帮帮团”，近年来，全市
公安机关聚力推动便民举
措落实，深入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等活动，让辖区
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
幸福感日益增强。

点滴寻常事，最暖百
姓心。市公安局中站分局
龙洞派出所的警花“帮帮
团”聚焦百姓急难愁盼，从

“小切口”入手，主动帮扶
困难群众，随时随地为民
解忧，他们数年如一日的
坚持，平凡中透出伟大，点
滴间温暖民心，体现了人
民警察的责任、担当，展现
了新时期人民警察的光辉
形象。令人敬佩！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
安 民 之 道 在 于 察 其 疾
苦。要让群众安居乐业，
最需要的就是解决好群

众切身的困难。要想服
务 群 众 ，就 应 该 深 入 群
众，要想为群众排解急难
盼愁，就必须关注群众的
衣 食 住 行 、柴 米 油 盐 。
只有对群众的急事不回
避、难事不绕道、愁事不
搪塞、盼事不打折，真正
关心群众的安危冷暖，及
时 疏 通 他 们 的 痛 点 、难
点、盲点和堵点，以“念兹
在兹”的为民姿态，时刻
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才能实现好、维护好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才能真正知民意、

暖民心。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

海。做好群众一点一滴的
小事，汇聚起来就是大事；
解决好了群众生产生活中
的小事，就是解决了群众
安居乐业的大事。群众利
益 无 小 事 ，见 微 可 以 知
著。在这方面，警花“帮帮
团”的民警为我们树立了
榜样。

让我们从小事做起、
从点滴做起，用心用情，只
争朝夕，始终充满热情，为
群众办好每一件事，用行
动赢取群众更多的掌声。

113个“青年邻里帮帮团”

将温暖送到群众身边

助卖菜 供热水 帮修车

市城管局出台“暖心十条”

警花“帮帮团”真情暖民心
本报记者 杜挺勇

点滴寻常事 最暖群众心
□识途马

■短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