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晨报作为内蒙古独家合作媒体，将从参评少年中评出
10位
“中国好少年”，每人给予 5000元奖励

公德好少年候选人石巍

细微之处显爱心
◆链接
报名结束，
将从 21人中评出 10位
“中国好少年”

◇晨报融媒记者 张冰洁

◇晨报融媒实习记者 常欣宇

“妈妈，这回数学又考不了 100
分了！交卷的时候发现有道大题算
错了……”1月 9日，石巍跟母亲撒
娇道。
这个长得浓眉大眼、高鼻梁，一
脸阳光般笑容的小男孩，就是包头
昆区钢三小五年级二班的学生。

行走的
“小太阳”
◆石巍

图片由石巍母亲提供

细微之处见真情，行动之中见
生活中却很细心。”石巍的母亲讲起
初心。同学戏称石巍是班里的“小
了石巍 2017年暑假的一件趣事。
太阳”，因为他走到哪里就会把温暖
2017年暑假，石巍和家人到青
带到哪里。他不仅通过暖心的笑容
岛度假。
“看完电影，正准备离开时，
感染别人，更能与同学感同身受。
他发现旁边座位上有个钱包。”石巍
“当你把快乐分享给大家时，自
的母亲还没想该怎么办，
就听见身边
己 也 会 感 到 很 快 乐 ，你 可 以 试 一
的石巍大声地喊：
“谁的钱包丢了？
”
试。”四年级下学期的一天，石巍一
一位男子听到喊声回到座位
边看着一位女生的作业，一边鼓励
上，准备拿走钱 包。石巍赶紧说：
她。原来，在一次美术课上，老师挑 “叔叔，请您说一下钱包里有哪些物
出几幅好作品，让同学们上台展示， 品，我需要核实。”这名男子准确地
这位同学却没有勇气上台。石巍就
说出了钱包里的物品。
不断地鼓励她，帮助她树立自信心。
经过核实，石巍将钱包物归原
五年级上学期，这位同学在石
主。
“ 没想到，他会想到去核实失主
巍的鼓励下，鼓足勇气走上讲台，也
的身份。”看到儿子一副小“福尔摩
从中收获了快乐。
“我的一生始终保
斯”
的样子，母亲不禁笑着说。
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
不仅如此，石巍还是邻居的“好
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接受，也
帮手”。看到邻居门口的垃圾袋，他
不是在于争取。”石巍说作家巴金的
会默默地扔到楼下；看到有钥匙插
这句话，是他的座右铭。
在门上忘了拔，他会马上敲门提醒；
看到有爷爷奶奶提重物上楼，他会
立即上前帮忙……
生活中的
“好帮手”
懂礼貌，有公德……石巍因此
也成为邻居眼中的好孩子。
“他虽然考试有时会粗心，但在

本报讯 智勇好少年候选人
韩艺萱，湖水中拼尽全力托起三
岁男孩；勤学好少年候选人项文
曌写下 36本学习笔记；他是家中
的“顶梁柱”，他是担当好少年候
选人杨孙懿……
他们的事迹带给我们温暖和
感动，他们也成为“中国好少年”
内蒙古地区的候选人。
2018年 10月 19日，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联合内蒙古晨报在
内的全国 12家主流媒体启动第二
届
“中国好少年”
评选活动，
再寻内
蒙古“中国好少年”。内蒙古晨报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独家发起媒体，
将从参评好少年中评出 10位“中
国好少年”，每人给 予 5000元 奖
励。
为什么是他们？他们都和我
们一样，是你我身边的普通人，但
在生活的风雨里，在时代的脉动

21
名候
中选
国人
好名
少单
年

里，他们用自己的举动和坚守唤
醒了世道人心，为 2018定格了一
张温暖的底片，也提醒着我们，小
孩子也可以发挥大能量。
内蒙古晨报在全区发起征集
活动后，受到社会各界的极大关
注，通过推荐或自荐的方式报名
参评“中国好少年”评选活动。据
统计，截至 2019年 1月 3日，共收
到 300余份报名表。
经过初审，内蒙古晨报组织
记者进行走访报道，本报共筛选
并报道符合公益好少年、诚信好
少年、文明好少年、自强好少年、
智勇好少年、孝悌好少年、勤学好
少年、爱心好少年、正气好少年、
担当好少年候选人共 21人，其中
15人来自呼和浩特市，5人来自
包头市，1人来自乌兰察布市。
内蒙古晨报作为“中国好少
年”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的独家
发起媒体，近日将从 21名候选人
中，评选出 10位
“中国好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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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悌好少年候选人：侯飞燕 郭佳慧 李心恬
勤学好少年候选人：董佳 王若含 项文曌 林子健
担当好少年候选人：徐天赐 杨孙懿
爱心好少年候选人：王程成 臧鑫格
诚信好少年候选人：林嘉璐
智勇好少年候选人：韩艺萱 达巴纳
自强好少年候选人：吉霄 杨乐
公德好少年候选人：姚昱如 石巍
公益好少年候选人：高程程 李沐阳
正气好少年候选人：罗飞特

故事十二：
我们一起来听听张卓媛的故事

仁爱妈妈让我感受到母爱
我是武川县单亲家庭的孩子
张卓媛，在武川县第五小学读六年
级。我的爸爸常年在外打工，
家里只
有爷爷奶奶。在我的世界里，
生活并
不像课本里写得那么多姿多彩。
几年前，我认识了她们——呼
和浩特市红十字会仁爱妈妈志愿
服务队。她们的出现，让我的童
年，有了色彩。
她们是黑夜里给我照亮前方
旅途那盏灯的人；她们是在我遇到
困难时向我伸出援手的人；她们是
愿意为了我们 1085个孩子献出宝

为了营造“辑枪治爆”和打击
“黄赌毒”违法犯罪活动氛围，
提高
辖区居民自觉参与专项行动的意
识，
1月 8日，
兴安盟突泉县六户派
出所组织民警在车站、银行等人员
密集场所开展宣传活动。活动中，
六户派出所发放宣传资料 1500余
份，
发送微信100余条。
马月

贵时间来温暖我们心的那群人
……她们就是“仁爱妈妈”。在我
心里，她们已成为我的“妈妈”，有
了他们，我的心不再空虚。
遇到她们之前，我是一个内向
的孩子；遇到了她们之后，我开始
变得外向、活泼、爱笑。
仁爱妈妈带着我走进了蒙牛、
蒙草、军营、科技馆、博物院……让
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不
仅如此，去年 12月 16日，刘玉敏妈
妈和刘静妈妈带着我们 5位留守
儿童还去了首都北京。
这次旅行，
两位妈妈带着我们参
观了清华大学、北京科技馆、北京海
洋馆、
天安门广场……让我感触最深
的就是12月16日的升旗仪式了。
凌晨 4点，
天还是一片漆黑，
虽
然穿着羽绒服，
但还是感觉很冷。我
静静地望着车窗外，
北京的快节奏让
我一时无法适应。我真的很想以后
生活在这里，
每天过着忙碌的生活，

品尝着自己劳动的果实。
“天安门到
了！”刘静妈妈的声音，拉回了我的
思绪。红色的墙、灰色的瓦，
点点灯
光照着我们前方的路。
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前奔跑着，
似乎永远都跑不到终点。我突然
想到“你若不坚强，谁替你勇敢”这
句话，正如刘玉敏妈妈所说：
“一个
人的理想是要一直存在下去的，你
没有理想就会觉得自己很迷茫，没
有要走的路。
”
当我还陷入自己的世界里难
以自拔的时候，身边的嘈杂声突然
消失了，大家都看向了天安门。升
旗仪式开始了，当那鲜艳的五星红
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时，我的内
心充满激动和自豪。
北京之行让我学到了很多书
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我要感谢两
位妈妈对我的关心与照顾，我听到
的、看到的、学到的，都是我这一生
最宝贵的财富。
（张卓媛）

◆链接
爱心助学招收
30名小学五年级学生
呼和浩特市“博爱 寸草心”
助学基金会、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启航幼儿园、土左旗白庙子中心
校将联合开设“呼和浩特公益
学堂”，公益学堂将为单亲失依
儿童、留守儿童和外来流动困
境儿童免费提供课后学业辅
导 ，旨 在 弥 补 其 家 庭 教育的短
板。第一期招收三十名小学五
年级学生，辅导内容：五年级语
文、数学、英语。辅导时间：周
六、周日。地点：玉泉区启航幼
儿园(
玉泉区云中路世纪新村小
区），免 费 报 名 热 线 ：剌 女 士
15547199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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