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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丹阳市开发区
毛家社区校外教育辅导站，记
者看到一位端坐于书桌旁写
字作画的老人，满头银发，精
神矍铄。他就是 94岁高龄
的离休干部、毛家社区辅
导站的老师王良弼。

1925年 5月，王良
弼出身在丹阳大泊后
王村一个家境贫寒
的农民家庭，1949
年 5月参加革命工
作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王良弼一直从
事 教 育 工
作 ，

历任埤城镇中心校校长、吕城
中心校校长、大泊中心校校
长，1986年离休。

离休后的王良弼秉持“缅
怀先烈，不忘初心，感谢党恩”
的信念，投身关心下一代工
作。他坚持“立德树人，书画
育人”的理念，利用 3年时间，
刻 苦 学 习 国 画 。 之

后，在当
时

的大泊中心校的支持下，他创
办了大泊中心校第一个校外
教育辅导站——书画培训班。

辅导站创办之初，困难重
重，面临着无器材、无教材、无
老师、无学生的困境。王良弼
自掏腰包购置器材，自己动手
编写教材，还踏上讲台授课。
在他的努力下，双休日、寒暑
假来辅导站写字、学画的学生
逐渐多了起来，许多老教师和

“五老”人员也在王良弼的感
召下，纷纷加入辅导站义务教
学队伍的行列。

2005年，针对学校布局调
整和学生下午放学
时 间 早 ，留 守 儿
童、外地务工子
弟 多 的 情 况 ，
王 良 弼 在 毛
家社区帮助
下 ，建 起
了 毛 家
社区校
外 教
育

辅导站，开办了四点半学校，
为学生义务辅导功课、看护
照料。并在双休日坚持对学
生开展德育教育、书画辅导
等活动，还免费在寒暑假为
学生开办书画、乐器、文化辅
导班，结合青少年的特点，举
办“缤纷冬日”“七彩夏令营”
等社会实践活动。

在关心下一代之余，王良
弼还组织发动“五老”人员，举
办过庆祝“建国”“建党”“抗战
胜利”等各种主题教育书画展
活动 40多次。他的主题教育
书画展还在各学校、各社区巡
回展出。每年春节，王良弼都
联合许多老教师和“五老”人
员开展“文化惠民春联送社

区，进学校活动”，形成了
大泊地区良好的书

画 氛 围 和

鲜明的书画特色。
30年来，王良弼始终站在

教学的第一线，写字、作画、辅
导学生书画。几乎每天都是
第一个来到辅导站开门、烧
开水……有几次连早饭都没
吃，忙着出板报，布置辅导
室，老伴只好把早饭送到办
公室。2017年在辅导站举办

“学雷锋爱党爱国、追寻中国
梦”主题书画教育活动中，有
几次晚上还在老伴手拿手电
的陪同下，拉着双拐来辅导
站挑灯夜战……他常说：“只
要为了教育下一代，即使要
了我的命也不怕。”

2014年，王良弼荣获了教
育部关工委“心中的感动——
关心下一代工作优秀人物
奖”，2015年获镇江教育关工
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人”
奖。如今的辅导站里，布置了
8个不同类型的书画展览室，
珍藏着 800多幅书画作品，成
了名副其实的书香辅导站。

今年 5 月 30 日，市关工
委在丹阳毛家社区召开全市
校外教育示范辅导站现场观
摩会期间，王良弼不顾行动
不便，体力不支，在现场向与
会领导和人员详细介绍辅导
站的工作情况，并现场即兴
作诗一首谢党恩。王良弼真
情表示，要不忘党恩，回报社
会，将书画育人的工作继续
坚持下去。

王良弼：红心向党 书画育人
周迎 陈夕方 尹文争

老画家义务出板报
本报讯 碧绿的荷叶生长旺盛，盛开的荷花上方两

只蜻蜓翩翩起舞。这幅优美的画面不是在湖边，而是在
和平路街道桃二社区的党建小板报上。前天上午，桃二
社区居民、今年63岁的画家初放来到社区，用了近一个
小时的时间，为社区出了新的一期廉政专刊黑板报。

初放告诉记者，他自幼学习美术，一直从事美术创
作工作30余年，退休后成立了一家书画院，坚持美术创
作。之前家住桃园新村 65幢，虽然目前已经搬出去住
了，但是对桃二社区还是很有感情。

2015年，桃二社区设立了党建小板报，用于平时相
关政策和信息的宣传，工作人员找到了初放，请他帮忙
为社区出黑板报，他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份工作。

反腐、反邪教、文明城市……三年多来，初放已经为
社区出了十余期黑板报，只要社区告诉他要更换内容，
他都会及时来到社区进行创作。如今，初放成了社区里
的知名志愿者。

长期从事美术创作工作的初放，不甘心只为社区出
黑板报。他还主动跟社区负责人说，从今年暑期开始，
想在社区成立美术教学培训班，免费教社区的孩子们画
画。他的这一想法一提出，立即受到了社区工作人员们
的欢迎，便立刻着手为培训班的成立做准备。

初放告诉记者，他生活在桃二社区几十年，为社区
做点事情也是应该的。今后，他会不遗余力地为社区贡
献自己的余热。 （记者 孙晨飞）

日前，润州区和平路街道桃一社区邀请95岁高龄党员何以范来到社区，为桃园小学的少先
队员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教育课。何以范老人讲述了自己一生对党忠诚的经历，让孩子们懂
得从小立志并为之去奋斗。 姚娜 孙晨飞 摄影报道

敬老院老人慰问军休所
手包650个粽子送“亲人”

本报讯 昨天，丹徒区江心洲敬老院的老人们带着他
们亲手包的650个粽子，到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一休
养所慰问“亲人”，感谢老干部们16年来对他们的关爱。

2003 年市军休一所与江心洲敬老院结为共建对
子。16年来，干休一所的老干部年年春季秋季都要“走
亲戚”，给敬老院送医、送药、送温暖。干休一所所长魏
立勇说，16年来，干休一所为敬老院老人送去了洗衣
机、太阳能热水器等各类物品价值约20万元。

为感谢老干部多年来的关爱，江心洲敬老院的老人
们心心念念想着如何给予回报。江心洲敬老院院长汪
云说，前几天老人们决定在端午前给军休一所的老干部
们包些粽子。这次，老人们还带来了他们养的草鸡下的
鸡蛋。 （周红梅）

一大早，丹徒区宝堰镇徐巷
村的村民准备起床忙早饭时，本
村94岁高龄的老汉李九保已经
刨开了一段菜地，准备种菜。

李九保的邻居，今年 94
岁的老党员李本旺告诉记者，
李九保老人十分勤快，尽管已
94岁了，每天仍忙碌不停，经
常开垦荒地种菜，抡起钉耙和
锄头来丝毫不逊于年轻人。
老人待人和气，与他为邻几十
年，从没见他与人红过脸。李
九保的老伴也已 88岁，老夫
老妻互敬互爱。种子下地后，
常见老两口抬水抬肥浇灌，种
的蔬菜自己吃不了，就分给邻
居们吃，他家周边的十几户邻
居相处得就像个大家庭。

李九保的隔壁邻居，84
岁的蒋双青对李家比较了
解。蒋奶奶说，李九保长寿主
要是靠两个字：“动”和“让”，
这两个字一般人难做到，但李
九保做到了。

说到“动”，蒋奶奶和其他
邻居说，李九保年幼时家境贫
寒，兄弟多，为了生存，年幼的
李九保被父母送给了丹阳的一
户人家。长大后他学会了弹棉
花的手艺，为家里减轻负担。
成家后由于没有孩子，50多年
前领养了亲戚家的一个男孩。
李九保每天弹棉花，还种了几
亩地。后来李九保叶落归根，

近80岁时回到了他的出生地
宝堰徐巷村安度晚年。“他 80
岁前后还能给人家弹棉花，现
在除了听力有所下降，腿脚走
路不快，身体仍然很棒。徐巷
村有3000多个村民，只有李九
保如此高龄还开荒种菜，抡斧
劈柴。”蒋奶奶说。

说到“让”，邻居们说，早年
李九保夫妇含辛茹苦将领养的
孩子养大成人，为养子盖起了
楼房娶了媳妇。本来领养孩子
是准备养老送终的，后来他与
养子之间出现了隔阂，养子提
出与李九保断绝关系，老两口
想了好久决定让出楼房和家
产，搬进了破旧的老房子居
住。当时丹阳所有的亲戚和邻
居都建议二老通过法律途径维
权，但李九保老人反过来劝说
大家说，算了吧，退一步海阔天
空，再说自己还能动动，没什么
好怕的。后来在李九保出生地
宝堰派出所的帮助下，将他和
老伴的户口迁回了徐巷村。

不仅如此，李九保早年走
村串户弹棉花时，不少农户都
很贫困，每到年底收账时常常
有农户拿不出工钱来，心地善
良的李九保总说下次再说吧，
此后他再也不去收了，老伴有
时埋怨几句，但李九保呵呵一
笑说，不就是出点力气的事
嘛，人何必计较太多。

94岁老汉开荒种菜——

长寿秘诀：“动”和“让”
李国平 张青 方良龙

本报讯 日前，在金山街道西津古渡社区
活动中心内，一场让社区退休职工们期待已久
的“分享生活 留住感动”手机摄影作品评比活
动正在进行。来自镇江报业传媒集团的摄影
记者谢道韫、文雯，对参赛选手的摄影作品进
行点评，并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记者了解到，为丰富社区退休职工的精神
文化生活，进一步点燃他们融入社区、奉献社
区的激情，今年 2月份，西津古渡社区联合润
州区社保（退管）中心开办了“津彩有我 美在
身边”的退休职工手机摄影班，旨在进一步陶

冶他们的情操，使广大退休人员在摄影活动中
尽情展现夕阳风采。活动邀请摄影专业人士
为大家讲解手机摄影技巧，并组织班级学员集
中前往泰州市香草湾主题公园进行采风。

西津古渡社区党总支书记史梅玲表示，此
次退管摄影活动为广大退休人员提供了一个
互相交流、互相学习、自我展示的平台，丰富退
休人员的晚年文化生活，用镜头聚焦美好的生
活，充分展现他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精
神面貌。

（记者 孙晨飞）

手机摄影比赛 展示夕阳风采

粽香传情迎端午
欢声笑语敬老院

本报讯 在传统节日端午节来临之际，四牌楼街道
民主新村社区与共建共助理事会成员单位工作人员，来
到市九久老年康复中心，与老人们一起包粽子、唠家常，
送去关爱和温暖。

整个活动现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泡发的糯米、
红豆，洗干净的粽叶整齐地摆上桌，大家团团围在一起，
跃跃欲试。来自京口大润发的阿姨们手指翻飞，不一会
一个小巧的粽子便包好了。社区的网格志愿者也不甘
示弱，包出一个个可爱的粽子。包粽子过程中，来自镇
江高专财经商贸学院的学生为老人们送上了精心准备
的演出。 (嵇晶晶)

老党员接受再教育
本报讯 日前，润州区和平路街道琴园巷社区“俏

夕阳”行动支部与和平路派出所党支部，组织25名社区
老党员、民警开展党建联盟活动，参观宝堰新四军四县
抗敌总会纪念馆和茅山新四军纪念馆，接受再教育。

参加活动的老党员中，年龄最大的蒋奶奶 82岁。
老人一边认真地听讲解一边做笔记，“这是我第一次来
茅山参观，老一辈革命者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老党
员们纷纷表示，这次党建联盟参观活动，让他们再次接
受了革命教育，在今后生活中，一定会发扬老一辈的革
命精神，为社区为社会多作贡献。 （季海燕）

高龄党员为少先队员讲课

初放在创作黑板报。孙晨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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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良弼老人。
周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