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衷心感谢： 
      ESS美国科技教育协会 
         美国华盛顿知青协会 
    对2013年重庆市彭水县梅子垭中心小学科学夏令营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 

ESS美国科技教育协会                                                                             
美国华盛顿知青协会 

     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科学夏令营 
2013-重庆彭水 



2013 (至9月)收到捐款:  $2,480 
2012 余款:                       1,257 
资助四川彭水科学营款 
                     寄至ESS:    (3,227) 
-------------------------------------------- 
ZQAid共余额:                       510 
 
科学营费用: 
    ZQAid 寄给ESS:                         $3,227 
    一位知青义工直寄给ESS:                600 
    行政费用(10%)                               (382) 
    ------------------------------------------------------- 
         共 使用                                        $3,445        
 

活动汇报 
 



重庆 ->彭水四个多小时; 彭水 ->梅子垭三个多小时 

 2013年7月5日，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13年ESS科学夏令营团队冒暴雨出发
，前往本次营地彭水县梅子垭乡，普及科
学知识，关爱留守儿童。本次夏令营由
ESS美国科技教育协会、美国华盛顿知青
协会联合资助、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主
办。 

 团队共有7人，包括行政人员1人和教学人
员6人。总共98名小学生参加了此次科学夏
令营，均为梅子垭中心校三到五年级的学
生. 

 为期五的课程内容以普及环境知识和科学
常识为主，共安排10个课题。本次科学营
旨在为农村边远地区的孩子们普及科普知
识，展示科学的魅力，从而激发他们学习
科学技术与知识的兴趣，并增强他们的环
境保护意识。  



营地风情  

人间仙境 

奇石盘磨 

原始苗寨 



科学营活动内容安排 

科学课堂 

科学营 
课下生活 

开营仪式 

结营仪式 





带给学校的体育器材 



在开营仪式上…… 
校长的谆谆教诲 志愿者的殷切期盼 

舞蹈相迎 



开营啦！我们组建了一个大家庭 







奇妙的 
二氧化碳！ 

 
他们渴望知识，他们渴望科学
，他们希望自己也能像城市里
的孩子一样接受先进的教育，
考上好的中学、高中甚至大学
，将来为家乡的建设做贡献！ 
 









寻找五彩花朵 
中的变色精灵 





燃烧与灭火 
贫困的山村让一群孩子
变成留守儿童，但他们
没有抱怨、没有放弃，
而是选择努力学习、不
懈奋斗。 



文字隐身术 



时光信箱 
—写给一年后的自己 



听课现场 
其乐融融 





运动·礼物 



永远的 
留念 

他们的坚强与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深深打动了每一位
志愿者。愿越来越多的志
愿者活动能够将爱继续延
续，为更多的农村孩子传
递知识、送去希望。 
 





相聚总有别离。。。。。。 
  



情谊将我们永远相连！ 



真情·留恋 



爱的心声！ 

       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次回到彭水，但我们知道，满

满的祝福和爱会永远停驻在那里。真心的希望，那里的孩

子们能接受更好的教育，能够走出大山撑起一片自己的天

空。这一次旅程也会永远陪伴着我们，让我们学会感恩生

活，更懂得教书育人。 

 



感人瞬间  1:  带伤坚持上课的“瘸腿妹妹” 

 这是一个好学又坚强的女孩儿，每天的课堂上都能看到她积极的举着小手，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微笑。我们上课的教室在四楼，每当上下楼的时候，她脸上就呈现出痛苦的表情。因
为她的左脚的掌心在开营的前两天被玻璃深深的扎了，爸爸每天把她从家里背到学校，放
学后她再去医院输液。每当看到她忍着疼痛上下楼时，我们都要求背她，但她只要我们挽
着她。一次课间，由于下雨，纱布被雨水打湿了，怕伤口感染，我们要送她去医院，她坚
决不去，还说如果我去了，我就赶不上下一节课了。没办法，我们只好用她自己随身携带
的纱布和消炎药给她重新包扎。深深的伤口刺痛了我们，都忍不住劝她去医院住院治疗。
她却认真的告诉我们，虽然脚很痛，但是学习科学知识，做科学小实验让她很快乐，最初
爸爸妈妈都担心伤口感染，不想让她来参加，但是她怕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就没机会参加
了，因为她不知道我们这次走后什么时候才能再去。 

 身体的疼痛并不能削减孩子们对于学习的渴望。小女孩儿对于学习的热情和坚持让我们感
到感动和惭愧。相信这份热忱也会为她插上翅膀，飞出大山。 

 



图为小女孩儿在忍痛在课上积极发言 
 



感人瞬间  2: 执着参加夏令营的“求知弟弟” 

 科学营开展的第二天，一个小男孩儿的身影就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中。他总是静静地趴在教室的窗台
上，直直地望着黑板，跃跃欲试地想走进教室却总是停住了脚步。出于好奇，我们走上前去询问小男
孩儿的情况。小男孩儿低着头，看着手指，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正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小
女孩儿跑了出来，一把拉过小男孩儿，带着微微生气的口吻说道：“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不是让你乖
乖呆在家里的吗！”经过一番询问后，我们得知，小女孩儿名叫谢琼，是科学营的成员，而这个小男
儿正是她的弟弟。 

 他是通过姐姐知道我们的科学营的。本来，由于年纪太小，没有达到参加夏令营的条件，但是第一天
听到姐姐讲述科学营的趣事和课程之后，就萌生了参加的念头。因此第二天就偷偷跟随姐姐走了一个
小时的山路，来到了学校。了解完基本情况后，小男孩儿终于开口了，他略带哭腔地说道“姐姐们，
我只是想和你们一起上课，可以吗？”看着小男孩儿恳求和期待的眼睛，我们每个人都感动了。 

 闭塞的大山，给不了他们更广阔的的天空，但却并不影响他们对知识的渴望。特别是在教育氛围浓厚
的彭水梅子垭乡，这么小的孩子就有那么浓烈的求知欲望，着实让我们震惊和感动。我们不应该扼杀
每一个孩子充满可能的未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尽自己的力量为孩子们带去那么一点点的希望。 

 我们将这个小男孩儿的事情告诉了学校的相关领导，在学校和家长取得联系并同意后，破格让这位小
男孩儿进入了科学营的课堂。小男孩儿和姐姐一起在课堂里吮吸知识的雨露，有些困难的地方姐姐还
耐心地为他讲解。看到这一幕，温暖洋溢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仿佛是又圆了孩子们一个小小的梦想。 

 



图为加入科学营后谢琼为弟弟讲解知识 
 

 

 



陈玥 

 最无奈的是又一次真切感受到基层教育的滞后，学校的数量偏少，有些孩
子们为了上学，到最近的小学每天可能都要走两三个小时的山路；学校的
师资力量薄弱，许多老师除了自己的本专业外都还兼职其他科目的教学；
孩子们的科学知识非常匮乏，信息面非常窄，综合素质不高……无奈的是这
些种种我们现在却无法改变。我能做的就是尽自己小小的力量为大山送去
一份希望. 



校长赵
明老师
寄来的
感谢信: 
 



再次衷心感谢： 
      ESS美国科技教育协会 
         美国华盛顿知青协会 
   对2013年重庆市彭水县梅子垭中心小学科学夏令营的大力支持
和帮助！ 

感谢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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