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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青年榜样

90 后大学生村官朱蕊
后大学生村官朱蕊：
：

奋斗在希望的田野上

短新闻

6 月 15 日到省科技馆
一起聆听《森林的秘密》

□记者 周亚彬 见习记者 王笑娟

深入农村 扎根基层
她找到了人生方向
朱蕊，一名 90 后大学生村
官，正定县塔元庄村党支部副
书记、团支部书记。2014 年朱
蕊即将毕业时，在网络上看到
了习近平总书记写给大学生
村官张广秀的一封信，信中总
书记叮嘱广大大学生村官要
“热爱基层、扎根基层，增长见
识、增长才干，促农村发展，让
农民受益，让青春无悔”。总
书记的一番话让朱蕊找到了
去农村实现自己青春抱负的
人生方向。2014 年 10 月，朱
蕊顺利地成为了一名大学生
村官，还被分配到了总书记曾
经工作过的正定县辖区内的
塔元庄村。
塔元庄村是正定县西北
方向的一座中小型村庄，拥有
500 多 户 人 家 ，2000 余 名 村
民。塔元庄村的农业以种植
小麦、玉米、果树为主，工副业
以印刷业为主。刚来到塔元
庄时，很多事情是朱蕊没有想
到的：村里的工作繁杂、琐碎，
而且条件艰苦；村里的群众说

话嗓门大、说事儿像吵架，很多
工作都离不开家长里短、柴米
油盐；还有部分村民认为这个
女大学生不过是来镀个金、干
不了多久。这些不适应和质
疑声一度让朱蕊陷入了迷
茫。但是，一想到总书记在基
层工作的成长奋斗历程，她就
又充满了信心。她塌下心来，
认真干好村里的每一项工作，
认真帮村民解决好每一件小
事。脱掉高跟鞋、换上朴素的
衣服，拿出大部分的时间往老
百姓家里跑，拉家常、化解矛
盾、解决问题……

理工女当
“宣传委员”
从不善言辞到金牌讲解员
在工作刚刚步入正轨之
际，村支书给了她一项艰巨的
任务——当讲解员，为前来参
观学习的人们讲解塔元庄的发
展历程，传播农村发展经验。
这对于一直学习理科，没有文
科宣传功底，也没有从事过相
关宣传工作的朱蕊来说，一下
子不知如何处理。但是，朱蕊
没有推辞和退缩，她勇敢地接
受了这个任务。不了解塔元庄

左图：朱蕊向塔元庄讲
解员讲述工作中需要注意的
地方。
记者 王笑娟 摄

“朱蕊刚来我们塔元庄时，
我还劝她想明白是否要在这里
干下去，毕竟这里是基层农村，
各方面比不了大城市。没想到 5
年 了 ，这 小 姑 娘 真 得 坚 持 下 来
了！而且工作特别勤恳，几乎没有节假日，每天都在村里或者县
上为我们办实事。”今年 66 岁的李小路是土生土长的塔元庄人，
面对记者他忍不住夸奖起了朱蕊。

图说

村发展的历史，她就翻阅村委
会现存的资料；没有讲解词，她
就根据自己翻阅的资料，提炼
出重点，一字一句自己去写；没
有讲解实战经验，她就对着镜
子、花草和家人不断地练习。
将近 20 页的讲解材料，时长 1
小时左右的讲解，就这样在不
断练习中反复修改。功夫不负
有心人，经过了大量准备工作
和反复练习后，她的讲解工作
得到了前来参观的人们和领导
的认可。
通过她富有感染力和启发
性的讲解，越来越多的人来参
观塔元庄村，希望从中获取农
村发展的新思路。在采访中，
记者在讲解员休息室中了解
到，每天来参观的人数达到了
七八百人，而且办公室内的预
约电话此起彼伏，据说这还不
是人数最多的时候。这种情况
下，朱蕊一个人的讲解就不能
满足参观人群的需求了，她就
帮带塔元庄村的青年同志，加
入讲解队伍。她培训讲解员十

记者 周亚彬 摄

记者 周亚彬 摄

朱蕊给新来的讲解员刘静茹进行培训。
分认真，不厌其烦地给新讲解
员在讲解稿上划重点，给她们
鼓舞信心，指出在讲解时的重
点内容以及仪态等方面的问
题。现在讲解员的队伍已经扩
展到 9 个人，而且还在不断扩
充当中。采访中，新来的讲解
员刘静茹面对记者的镜头诚恳
地向朱蕊表达了感谢：
“我 3 月
份刚来这边，很多东西都不熟
悉，朱书记一直帮助我辅导我，
我才能游刃有余地完成讲解工
作。
”

打造乡村旅游度假区
助推塔元庄踏上振兴路
除了讲解工作，
朱蕊还负责
其他旅游相关工作。在采访时，
木屋小镇的郑春莲经理说：
“朱
书记十分关心我们木屋小镇的
发展，
平常每天都通过微信或者
电话来询问木屋小镇的状况，
尤
其是进入夏季以来，
她经常询问
木屋小镇的入住率以及客户反
馈问题。”木屋小镇原是一片沙

滩地，一踩一脚泥，粮食和果树
的收成都不好。朱蕊接手旅游
工作以后，
积极为旅游创收献计
献策。记者在走访时，
发现朱蕊
不仅做好了引流的工作，
还在网
上查找木屋小镇更好发展策略；
同时十分重视入住客户的反馈，
积极解决客户集中反馈的问题。
当我们询问当地旅游业
的发展情况时，朱蕊脸上焕发
着神采。她说：
“ 木屋小镇发
展良好，现在木屋小镇的规模
已经满足不了客户的需求，我
们正在打算扩建。同时，我们
还在积极开发其他的配套旅
游设施，你们看那边的水上嘉
年华，还有以后其他的旅游设
施会逐步发展起来的。2018
年我们的旅游收入达到了
800 万元。”
“经过努力，看着村里的变
化，
更加让我明白了基层工作的
重要性，
‘ 基层工作让青春无
悔！’”朱蕊说，她会为塔元庄村
的美好明天而更加努力。

石家庄
“牛津女孩”
的成长路
□记者 张晓明

2019 年高考刚刚结束，众
多考生都在等待考试成绩公布，
而石家庄市第二中学的闫畅却
提前收到了英国牛津大学数学
系的录取通知书。作为世界一
流学府的牛津大学，为何对闫畅
青睐有加？这个 16 岁的小姑娘
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进牛津
大学的呢？

两个课堂无缝对接
16 岁的闫畅留着薄薄的齐
刘海，戴着圆圆的眼镜，看起来
很乖巧的样子，但她自己却说：
“我不是一个很乖的人。”除了学
习成绩好，闫畅还精通尤克里
里，爱打排球和篮球，而且从小
她就有一个
“出去闯闯”的梦想。
2017 年 7 月，
刚刚跳出了中
考的
“苦海”
，
本想跟同学一样去旅
游或者打游戏的闫畅却被爸爸带
进了 A-Level 课堂。A-Level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是
英国高中课程，也是英国学生的
大学入学考试课程。
因为闫畅选择的是课余时
间的 A-Level 课程，也就是说，
她一边要兼顾国内高中的课程，
按时完成课业；一边还要利用业
余时间学习 A-Level。刚开始

的闫畅拿到了牛津大学预录取
通知书，但要想成功进入牛津大
学，除了通过雅思考试，物理还
要拿到 A 的成绩。最终，闫畅
顶住压力，以稳定的发挥一次性
顺利通过这两门考试，拿到了牛
津大学的正式录取通知书。

找到自己的学习节奏
在石家庄市第二中学学习
的两年里，闫畅说自己并不是
“学霸”，每天差半个小时下晚
自习的时候，她刚完成课内作
业，旁边的同学却早就刷了好
闫畅和她的高中班主任王丽颖。
张晓明 摄
几套其它试题了。
“ 每个人要找
的几周，闫畅疲惫不堪，大哭了
绩等级分为 A*、A、B、C、D、E、 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不要
一场，哭过之后，又重整旗鼓，继
Under，闫畅最后拿到了两个均
强求自己完成什么事情”。
“我
续坚持。
为 A*的最高成绩等级，从而也
从小到大做题都比较慢，不管
让闫畅获得了牛津大学的笔试
是初中还是高中同桌做题都比
申请牛津大学心态最重要 机会。
自己快很多。”然而，每次考试
“A- Level 的 知 识 点 深 度
顺利通过笔试后，2018 年
成绩出来，闫畅都能名列班级
和广度大，但不难。”闫畅认为
12 月闫畅去英国牛津大学参加
前十。在闫畅看来，做题贵在
A-Level 的知识点比国内的要
了三场面试。闫畅表示，在面试
充分消化里面的解题思路，她
多，但是它的题型比较简单，偏
中也有一些笔试满分的学霸最
并不赞成题海战术。
基础。
“ 只要把知识点儿搞明白
后跟牛津大学失之交臂，在她看
学 习 数 学 ，闫 畅 有 两 个 法
了，这个题是特别简单的。”在
来主要还是因为心态不够平
宝。一个是认真做笔记，每次课
考取牛津大学的过程中，闫畅
稳。
“尤其在面试中，虽然每个人
下她都要重新整理笔记加深记
需要学 10 本 A-Level 数学，每
都紧张，但一定要调整好心态， 忆；第二个学习法宝就是错题
学一本就要考一次，前后考了
以自信的状态面对考官。
”
本，
“ 很多同学都喜欢做自己会
10 次。A-Level 数学分为基础
今 年 1 月 份 ，A- Level 成
的题，难题都不愿意去写，我觉
数学和进阶数学两大块，其成
绩、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均优异
得做少而精的题，理顺自己错误

的原因，比刷同类型的题有效得
多。”遇到不会的题跟同学讨论，
找老师请教，闫畅的错题本从薄
到厚，又从厚到薄，
“学习没有捷
径，只能一点一点查漏补缺，补
齐自己的短板。
”
距离开学还有几个月时间，
对闫畅来说，终于可以弥补初三
没有暑假的遗憾了。她现在已
经把这个假期规划得满满当当，
“把以前的乐器重新拾起来，我
喜欢弹奏尤克里里；复习之前所
学的东西，预习牛津大学的课
程；做饭做家务，培养自立能力；
我会一点扇子舞和民族舞，还想
在这个假期多了解点汉服、水墨
画的知识，我想在牛津大学的春
晚上展示咱们国家的传统文化，
展示中国的风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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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 日，
“ 诗画上寨 情醉采摘”中国鹿泉·上
寨首届观光采摘节开幕式在石家庄市鹿泉区上寨
乡举行。近年来，鹿泉区以做强全域旅游为目标，
先后成功举办石家庄市第二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首届石家庄国际啤酒节、鹿泉国际马拉松赛等重大
活动。图为前来采摘的游客。
徐清铭 摄

长城融媒

庆祝世界献血者日
这里的活动精彩纷呈
6 月 14 日是第 16 个世界献血者日。省血液中心将
在此期间举办“心相连，血相融”主题短故事有奖征集活
动，将您或身边的无偿献血暖心故事分享给他人，把定
格的爱心瞬间化作暖
心的光芒滋润他人。
本次活动不仅有
感人故事，还有丰厚
奖品。具体参加方
式扫描二维码即可
知 晓 ，心 动 不 如 行
动，快带着你的故事
来参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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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蕊和村民拉家常。
朱蕊和村民拉家常
。

本报讯（记者王棋）为了培养孩子们认识自然、探索
自然和保护自然的意识，认识到“保护森林就是保护人
类自己”的科学道理。6 月 15 日（周六）13:30-15:30，
省科技馆将带来《森林的秘密》科学讲座。
主讲嘉宾赵士洞将通俗、简要地介绍森林生态系统
的结构和功能等基本特征以及给人类提供的各种产品
和服务。用数百张绝大部分亲自拍摄的精美照片，介绍
我国从北到南的寒温带至热带，以及从东到西的湿润带
至干旱带内最主要的天然和人工林类型及保育状况，突
出近年来我国在森林资源保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今年军队院校招生
6 月 16 日起填报志愿
2019 年军队院校（专业）志愿填报时间安排在 6 月
16 日 10 时至 6 月 17 日 10 时，采取估分网上填报的方式
进行。请考生在规定
时间内登录省教育考
试院“普通高校招生信
息管理与服务平台”
（https：//gk.hebeea.
edu.cn），或 通 过 省 教
育考试院官网（http：//
www.hebeea.edu.cn）
右侧导航栏的“普通高
扫描二维码
考 信 息 服 务 ”进 入 ，进
上网看详情
行网上填报。

“虐哭”考生的数学卷到底想考点啥？
资深数学教师评析高考数学卷
高考数学考试结束后，关于数学卷的内容在新浪微
博阅读量超过了 20 亿，讨论超过 30 万。今年的数学试
卷中出现的“维纳斯”
“一
朵云”等考题，更是成为
热议话题。今年的高考
数学难度到底如何？记
者就此分别采访了石家
庄市第一中学数学高级
教师、数学竞赛教研室主
任刘艳江以及石家庄市
扫描二维码
学科名师、石家庄市骨干
上网看详情
教师李清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