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我，这是库尔茨，现在的曼海
姆市长；这是许（津荣），镇江当时的市
长。”7月3日-9日，镇江荣誉市民、德国
曼海姆市前副市长艾格尔博士应邀再
次对我市进行参观访问。他此次来访
不同于以往 20多年来的每次，除了参
访之外，还承担了“记者”的任务——为
对外宣传、推介镇江撰写一本书。7月
8日下午，当艾格尔收到记者赠送的礼
物——一张 2004年 3月 5日刊登有镇
江市与曼海姆市正式成为友城这条新
闻的《镇江日报》头版复制品后，十分欣
喜，逐一向记者介绍了尺寸不大的照片
上每一位人物。

回忆起和镇江的渊源，艾格尔的记
忆搜索引擎一下子对焦到了1995年4月
28日。那是镇江市政府第一次派出大规
模代表团访问曼海姆，并带去了围巾、红
木家具等多种镇江本地出产的商品，参
加当地举办的5月市场博览会。“我印象
特别深，镇江出产的一套红木家具，十分
精美！但是标价也十分贵！展出了很
久，也获得了很多赞扬，后来我联系了一
家博物馆，终于成功把它们购买、收藏下
来了。”艾格尔笑着说。

此后，艾格尔也就开始了与镇江的
不解之缘，几乎每年都有一到两次的来
访，自然也成为了《镇江日报》上的“常
客”。20多年来，他见证了镇江天翻地覆
的变化。尤其使艾格尔印象深刻的，是
同镇江合作在曼海姆建造“中国园”的往
事。说起“中国园”，老人的眼里闪起了透
亮的光芒。“要知道，中国园是当时欧洲规

模最大的中式园林。有中国式茶社、盆
景展示区、表演场、多功能展览、综艺活动
场所等板块。20多年前，几乎所有原料
都是从镇江制作、加工后分装进60多个
集装箱从港口运去的，总重量超过1100
吨。”

2001年9月12日，美国发生“9·11”
恐怖事件的第二天，多景园的落成及揭
幕仪式在曼海姆隆重举行。当时的新
闻报道这样描写：由于德国方面已停止
所有娱乐活动和大型集会，经请示总部
设在海德堡的美军基地司令，仪式上

“不宜”舞狮和敲锣。于是，中国舞龙队

只能委屈地在远处的草坪上，作小幅
度、无声的表演，到了剪彩的瞬间，一条
金色的巨龙才悄然潜入牌楼下游动。
开园仪式上人头攒动，现场预先只摆设
了 300 把椅子，谁知一下来了 1500 多
人。到年底仅 3个多月，进园观光的游
客已达20万人次。

艾格尔坦言，镇江这 20多年来的
变化令他鼓舞。从过江要靠汽渡，到建
起恢弘的润扬大桥；从 20多年前的狭
窄道路，到现在建起了高架……“这一
切变化，都值得写下来，告诉更多人。
当然，更让我高兴的是一些‘不变’。比

如南山这里环境依然优美，空气依然清
新。我以前来住在这里就是这样的感
觉，这次来还是。”基于之前，同样作为
荣誉市民的艾格尔为推介青岛撰写的
图书《我眼中的青岛》起到的积极作用，
此番艾格尔来镇，就是为了撰写“他眼
中的镇江”。

虽然已是 79岁高龄，艾格尔的此
次“采访”之旅丝毫没有松懈。在镇江
的短短一周里，他已走访了镇江新区、
句容市、市发改委、市商务局、恒顺集团
等处。和每一个单位的被访对象交流
前，他都在笔记本上做了详细的问题准
备。他给记者看的笔记本上，不仅记录
了问题、答案，还写了对一些中国人姓
名的拼写进行的多次求证。

“镇江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曼海姆开展
友好交往？”“介绍镇江和曼海姆‘相识’的
人是谁，名字怎么拼？”8日下午，在采访亲
历镇江同曼海姆交好主要历程的市外办
原主任周启明时，艾格尔一下子从被访者
的角色转换为采访者，一个接一个细致入
微的问题让年已八旬的周启明似乎有些

“招架不住”，不断在记忆里搜索着。每得
到一个问题的准确答案，艾格尔都会流露
出欣慰的笑容，以轻快的动作在笔记本上
把它们写下。

临行前，艾格尔通过记者转达了对
镇江人民的美好祝福，也表示会仔细整
理此次访问的成果，去讲好镇江故事。“就
像在23年前5月市场博览会上帮助镇江
推销商品一样，用图书告诉更多海外朋
友今天的镇江是什么样。”

为一座城 写一本书 留一份情
——访镇江荣誉市民、德国曼海姆市前副市长艾格尔博士

镇江报业全媒体记者 吴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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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月，省委启动“寻找老
支书精神”活动，以“老支书精神”
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更好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何昌义就是这样一位
老支书，在丹徒区上党镇其一村党
支部书记岗位上一干就是 15年，
2002年退休到现在已经 16年了，
依然在发挥作用、奉献余热。

2002 年，退休后的何昌义发
现，村里的很多留守儿童由于父母
不在身边，放学后不做作业，奔跑
打闹，甚至玩火玩水，爷爷奶奶喊
不动，追不上。何昌义看在眼里，
急着心里。秉着对村子、下一代负
责的坚定信念和责任，他义无反顾
地走上了关工岗位，开始了校外辅
导站的筹建“征程”。

筹建校外辅导站的初期，一切
都是“从无到有”。没有房屋，先是
在老村长潘美仁的家里“凑合”；
2008 年，村委会为辅导站租借了
两间民房，何昌义发挥“老支书”力
量，找来45套旧课桌凳修缮一新，
从此孩子们有了自己的“家”；2011
年，在何昌义的带动下，全村合力
筹资50多万元，建成了600多平米
的独门独院的校外辅导站。目前，
辅导站“六室”齐全，图书5000册，
电脑10台，各种文体器材十几种，
40套腰鼓和 60套演出服装，还有
篮球场、健身园、乒乓活动场等
3000 多平米的室外场地，为老区
的留守儿童打造了全市一流的校
外辅导站。

“硬件”强了，“软件”更不能落
下。目前，其一村共有 16名专职
校外辅导员，其中老教师 11 名。

但为了跟上快速发展的新时代“脚步”，何昌义主动“带着”辅导
站与江苏大学等多所院校进行共建，让大学生给孩子们进行道
德、法制、科普知识、英语口语训练等辅导，辅导站活力大增。
同时，还与本地的中小学校结对，吸收退休和在职教师加入“辅
导员队伍”，大大提升了校外辅导的水平。

传授知识的同时更注重德育，是何昌义建立辅导站的一份
“初心”。以革命烈士何其一命名的其一村，村旁的烈士陵园里
有27位烈士。每年清明节，辅导班老师都会带着孩子们祭扫，
请烈士何其一的弟弟何其豪讲述烈士的故事，并将本村8位烈
士的故事编印成册，让孩子们在红色村里健康成长。同时，何
昌义利用“微学堂”传播八礼四仪，教育孩子孝敬长辈、勤于劳
动、文明礼貌、乐于助人的好品质。

在辅导中，何昌义还积极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如江大设计
的“大学校园行”、江科大设计的“小手绘长卷”活动、镇江高专
大学生设计的“圈圈向右看”体育竞技活动等等，让孩子们接触
到了丰富多彩的新鲜世界，在学中添知识、玩中长本领。由于
孩子们长年见不着父母，难免感情疏远。何昌义在辅导站经常
开展视频与父母通话、定期“给爸爸妈妈写封信”活动，让孩子
们问候爸妈的辛苦，感恩爸妈的养育。

在留守儿童里，有几户困难家庭。何昌义除了为他们四处
求助外，还在经济、物质、生活、学习各个方面给予关心，全村十
几名贫困生没有一个因贫失学辍学。为了下一代，他不吝惜
钱，每年除了捐款外，都得贴上几千元，还常常让儿子捐上几万
元。老伴常问他：图啥？他说，“就图其一这片红色的土地长出
的苗，棵棵都根正苗红！”

现在，从其一村校外辅导站正能量“滋养”中走出去的孩
子，个个健康成长，上了高中、大学，还有的成为“岗位能手”。
其一村关工委多次被省、市、区文明办、关工委授予诸如“大爱
之星群体”等荣誉称号。何昌义也受到“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先进个人”“最具爱心行动楷模”“百佳孝星”等几十
个荣誉表彰。

回顾走过的关工路，何昌义说，虽然艰难，但步步都留下了
深深的脚印，值得回味和总结。他将不忘初心，继续发挥“老支
书”的作用，在关心下一代的工作中“奋斗”下去。

社区慰问老党员
日前，东城社区与诚信金街的经营户、万

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集中走访慰问了东
城社区行动不便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慰问品
和党员学习资料。 颜萍 王呈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你们工作那么
忙，还抽出时间来看望我，真是
太感谢你们了。”近日，大雨滂
沱，在江滨医院外科病房里，近
70岁的失独老人赵凤琴心中
却阳光明媚。社会儿女志愿者
们如期而至，给她送去水果等
营养品，送去社会儿女大家庭
的温暖。

在病床旁，社会儿女“最美
社工”吴秋华详细询问了老人
目前的病情及身体状况，当听
了赵凤琴说“要等自己血糖和
心脏调整到正常水平后方能动

手术”时，吴秋华再三叮嘱：“您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有
什么困难和需要及时和我们
说，我们一定尽力帮助解决。”

据了解，社会儿女志愿者
景燕与赵凤琴老人“一对一”
结对，像亲戚一样走动，在生
活上给予关心，精神上给予慰
藉，让老人走出封闭与悲观，
鼓起生活的勇气。景燕说：

“他们虽已经是风烛残年，但
是他们也渴望得到关注，哪怕
一个电话的问候。”
（记者 景泊 通讯员 顾华琪）

社会儿女冒雨探望失独老人

暑期辅导班 “五老”作宣讲
本报讯 日前，扬中市八桥镇利民村关工

委暑期校外教育辅导班开班，村关工委和村
“五老”志愿者向中小学生作了努力践行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利民村改革开放40年发展变化
的宣讲。

开班典礼上，村“五老”志愿者、关工委成
员向同学们介绍了利民村改革开放40年来在
工业、农业、社会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所
取得的成绩，使在场学生受到极大鼓舞，也增
强了同学们热爱家乡，建设好家乡的情感。“五
老”志愿者、退休老干部唐圣龙向同学们作了
十九大精神的宣讲，勉励同学们牢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从身边小事做起，努力成长为社
会有用人才。“五老”志愿者成员还针对青少年
在家、外出等场合的安全注意事项作了提醒。

( 张守良 金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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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尔与周启明共忆往事 吴悠 摄

“汉风墨韵”书法展
日前，市老年大学2016级

隶书班在市文化馆举办了“汉
风墨韵”书法展。40多位学员
共有近70幅作品参展。据了
解，通过两年的系统学习，老
年人对书法艺术有了全新的
解读和创作热情，并通过以书
会友形式各自结下的深厚友
谊，在即将结业时，创作了一
批书法作品展示学习成果。

纪晨 摄影报道

何昌义 周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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