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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岗不离党 创优争先庆七一
! ! ! !李关源是徐汇公安分局一名退休干部，现年
八十有二，在职时曾担任过中层领导干部，自从分
局退管会在离退休干部中开展“学习十八大，争当
六大员”活动以来，老李积极响应，志愿参加社区
的公益活动。
小区组建治安防范巡逻队，他是骨干成员，知道

什么时间是案件高发段，如何发现可疑人员，怎么处
置各类事件，在他的带动下，居民的治安防范意识加
强了，小区居民的安全感有了很大的提高。小区中的
邻居对老李十分信任，有三户经常外出的居民常年
将家中房门钥匙交给老李保管，五户居民的邮包快
递由老李代收后转交主人，其中有一户人家经常离
沪外出，不在家时老李每天上门收放报刊，喂食金
鱼，查看电器设备的安全情况等，这户主人在小区中
逢人就夸老李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老李虽然年事已高，但身体硬朗，思路清晰，

活力四射，问他有何养
生之道，老李总是乐呵
呵地说：做人要开朗，要
为大家服务，做有益的事情，要接受新知识，学会
科学养生。他在这“三要”中投入最多的是“学会科
学养生”，帮助小区里的老年朋友了解科学合理的
养生方法，提高生活质量，老李担任了居委会组建
的“市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的组长，当健康生活
方式指导员，每个月为小区的居民上一堂课。
近期分局退管会在离退休干部中布置了反电

讯诈骗的任务后，老李在他的宣传授课内容中又
加入了防骗术，他以自己乐于奉献的精神为小区
居民群众服务，同时践行了一名退休干部对“十八
大”精神的学习理解，在社区中发挥着一名老党员
的作用，是分局退管会评选出“六大员”标兵中的
一名出色的示范员。

李关源：徐汇公安分局“六大员”标兵

! !陆月仙同志是居住在湖南街道的市纺织系统
划转我区的离休干部，离休前任上海鼎新印染厂
副厂长。在工作岗位上的时候，她始终保持共产党
员本色，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为企业的发展
和党的事业默默奉献，多次获得优秀共产党员的
称号。
离休后二十多年来，她坚持学习，每天都要看

书读报。不管刮风下雨，只要身体情况允许，都会
积极参加区里和社区组织的各类辅导报告、健康
讲座的学习以及一些学习参观活动。每月按时参
加组织生活，即使遇到特殊情况，她也会提前请
假，有机会再补课。几年前，老人因脑部疾患动了
手术，医生让她静养，而她在病情稍有好转时，又
开始学习写心得体会。如今她已是 &%岁高龄，虽
然行走不便，身体和视力都不如以前，但是她对学
习热情丝毫不减，边拿放大镜边坚持看报读书写
心得，时刻关心国家大事和社区建设。每次去陆老

家中走访，总能看到床前案头放着大量书报和学
习资料，她对学习的渴望和认真态度，使得去看望
她的人都深受感动。她说“人要不断学习，不学习
就跟不上形势，就要退步。”
陆月仙还热心公益事业，乐意帮助弱势群体。

她常说：“国家给了离休干部很高的待遇，各级组
织对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作为离休干部，要处处
以身作则，时时想到自己是一名党员，现在我们生
活得很富裕了，不要老想着向国家伸手，而要经常
想想自己还能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什么……”
老人平时家庭生活十分俭朴，对子女要求非

常严，她经常告诫自己的家人要勤俭节约，要知
足。而对有困难的同志和社区困难群体却常常慷
慨解囊。汶川、玉树、雅安发生地震后，陆月仙老人
都是第一时间拄着拐杖到居委向灾区捐款，还向
组织交纳特殊党费，献出一位老党员的一份爱心。
几年来，陆老捐款数额已达数万元，为构建和谐社
会奉献自己的爱心。!"''年老人在区红十字会办
理了遗体捐献手续，她的行为诠释了数年如一日
奉献社会的大无私精神和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陆月仙：晚霞映天党旗红

! ! ! ! !"'!年下半年，梅
陇四村等 $个居民小区
开始进行平改坡综合改
造，与此同时，龙州小区
的 $(户房屋加固工程也紧锣密
鼓地开始了，让我们来看看身处
这些小区中的党员们吧！

四村党总支为了使平改坡
工程安全运行，组织了一支夜间
义务巡逻队，每人每周轮值一
次，每晚 (至 &时，巡逻队员们
在小区的各条道路巡视着，遇上
陌生人就上前询问上几句，有人
在堆有杂物、脚手架旁抽香烟，
便会主动上前加以劝阻，看到楼
道防盗门敞开，会主动上前将门
推上。党员林成栋脑中风痊愈
后，尽管支部劝说他不用再参
加，但他仍坚持巡逻，并且从未
误过一次班。党员张文楷儿子患
有肌肉萎缩症，生活完全不能自
理，作为父亲的他，尽管要担负
照顾儿子的义务，但他为大家弃

小家，积极主动报名。为督促工
程队文明施工，党总支特地安排
了两名作风严谨且在群众中具
有一定威信的女性支部委员担
任了市民监督员，她们每天挂牌
上岗，不定时地检查工地材料堆
放是否合乎规范、有无影响居民
正常进出的安全隐患，监督施工
人员文明施工，俨然成为平改坡
工程的“啄木鸟”。

华理苑居民区平改坡从开
工以来，不少退休老党员积极发
挥作用。业委会主任、党员姜一
言（原申达股份有限公司副厂
长）多次组织各种类型会议听取
居民意见，带头参加每周六晚的
%—)点值班，接受并调解群众
咨询施工问题数个，协助处理矛
盾纠纷数起；施工队在某号某室

调换污水管钻墙时，不
小心钻坏了煤气管，居
民反映到居委会，党支
部书记急居民所急，多

次与有关方面进行协调，经过努
力，最后按照业主的要求完成了
修复工作，解决了居民的生活隐
患。

老党员魏伟（原华东理工大
学基建处副处长）在这次华理苑
小区综合改造中发挥了很大作
用。他不仅以一名居民代表的身
份积极参加每周四由居委会、业
委会、物业公司与施工方召开的
协调会，在会上还认真地向施工
方反馈他发现的在施工过程中的
问题。同时，魏老师用自己所学的
专业知识，监督施工方施工，很好
地维护了小区居民的利益。此外，
魏老师还特地到学校的档案室调
出华理苑小区地下管道施工图纸
提供给施工方参考，使得相关管
道施工顺利进行。

有这样一群党员
———记房屋综合改造小区中的党员们

! ! ! !在枫林街道西木北居委
会，有一位党的政策的宣传
员———&!岁的张辛同志。

自从原工作岗位上离休
后，为党多做工作的热情不
减，心里想得最多还是如何发
挥余热，为社会再多做点事。
他坚持利用社区学习平台，向
来居委会参加学习活动的老
干部传达上级文件，让大家及
时了解党的政策和要求，共同
为社区建设出谋划策，有时为
了组织好每月的学习内容，他

不怕辛苦，到
自己的原单位
去查找学习资
料复印后发给
大家。

张辛同志还热衷于社区
建设。自担任居民区楼组长
后，服务群众的意识更强烈，
尽自己所能，为居民服务，深
受所在楼区居民们的好评。

在老干部局组织的“争当
六大员”活动中，积极带领老
干部学习小组认真学习文件

精神，踊跃争当“党的政策的
宣传员、社会道德的示范员、
和谐社会的促进员、教育后代
的辅导员、社会风气的监督
员、社区文化的倡导员”。平时
在小组学习会上他经常说：
“我们人虽然离休了，但心不
能离，作为老党员，都应该积
极响应号召，行动起来参与

‘争当六大员’的活动，共同把
社区工作搞得更好”。他的一
番话引起了现场共鸣，说出了
在座老干部们的共同心声，大
家纷纷响应倡议，积极融入社
区建设，用自己的特长为社区
贡献自己的力量，真正做到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
学”。

张辛：党的政策的宣传员

! !陈昌玖同志曾担任过市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党龄接近
*+年，退休后一直居住在康健社区
（街道）金桂苑小区。

在他的倡导和提议下，康健街道
金桂苑小区成立了时事政治沙龙，每
月活动两次，至今已经坚持两年多。
陈教授还向党校提出建议：在党

校开展的先进性教育活动中，专门建
立起一支面向社区居民的“时政学
习”义务辅导工作者团队并形成制
度，这一建议得到了党校领导的支
持，!""(年，由党校牵头的“党员社
区宣讲志愿服务团”成立了。

在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之后，
在街道党工委的正确领导下，各个
居民区层面开展了深入持久学习十
八大精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系
列主题活动，陈教授在认真研读领
会十八大文件精神的同时，始终以
党校退休党员的身份，充分利用自
己丰富的党建理论知识，积极帮助
街道、社区组织各种学习报告会，配
合街道和社区，义务宣讲辅导党的

十八大精神、新党章、及结合形势为
居民作红军长征报告等，他始终以
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退休党员爱
国、爱党、爱民的朴素情怀。

在社区组织开展的争当“六大
员”活动中，陈教授主动请缨，要求
成为一名“党的政策的宣传员”，还
不负重托，担任了街道层面“党的政
策宣传员”队伍的组长，针对群众普
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组织开展宣讲教
育，引导广大群众科学认识国际国
内形势，正确理解中央的决策部署，
他的演讲旁征博引，深入浅出，通俗
易懂，得到了居民群众的普遍认同
和喜爱。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如春潮般在祖国大
地上涌动，陈昌玖虽已离休却老骥伏
枥，依旧是一个焕发着勃勃生机的
“追梦人”，他把一个共产党人的梦想
付诸实践，把自己的“中国梦”融入到
小社区、大社会的平台上来，继续紧
紧贴合党的领导改革步伐，践行着党
员的光荣使命。

陈昌玖：党员身份不言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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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他的年轻时代，堪称是中国近现代救
亡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缩影：苏联大使馆国
际情报组织、中共地下党员、新四军皖南老
一团特派员……在皖南事变中弹尽粮绝被
俘，囚禁于“上饶集中营”，在集中营里秘密
建立党组织，两次策划暴动越狱，返回新四
军参加抗日。解放战争中，参加了孟良崮、
莱芜、豫东、淮海、渡江及解放上海等战役；
抗美援朝中入朝作战，曾任坂门店谈判代
表团军代……到 '))$年离休前，他曾任中
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党委副书记，参与领导
组织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协作和人工
合成“核糖核酸”的协作。曾当选中共十二
大代表，上海市五届人大代表……
他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跌宕起伏

……然而，在启明居委的永新花苑小区，他
为人所熟知，却是因为他的善心，这些年
来，他和老伴善举不断，成了小区里的佳

话。他，就是丁公量。
“我们现在是这里的居民，向社区党组

织报到。需要我们做什么，一定会积极参加，
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为建设和谐社区尽一份
微薄之力。”!""(年夏天，刚搬进永新花苑
的丁公量就带着太太苏菲到居委会报到。
!""%年，夫妻俩开始资助社区中两名家境
困难的学生，直到 !"''年这两个学生大学毕
业。“我当时想放弃了，自己成绩不稳定，家里
也拿不出学费，但丁爷爷的帮助，让我觉得一
定不能辜负您，下决心才终于考上了本科。”第
二位受助的孩子在高考放榜后感激地告诉丁
公量。说起自己的感受，丁公量告诉记者“钱是
小事，我觉得推动力才是最重要的。”
“我的钱是老百姓给我的，应该用在他

们身上。”这些年丁老捐资无数，但问他为
何有如斯善心，他却平淡地只答了这么一
句。丁老家的保姆阿姨忍不住拿出二老的
毛巾给记者看，上面早已破了洞，纤维也疏
松陈旧，“老人家怎么也不舍得换”，阿姨心
疼二老道。“我年轻的时候吃过苦、坐过牢，
节约是我的生活习惯，现在吃的药的说明
书，我还把反面拿来当便条纸。”丁老说。但
对需要帮助的人，从皖南留守儿童的学校，
到家乡舟山和宁波的烈士子女、残疾家庭
……丁老的爱心无一遗漏。

)$岁的老人，依然耳聪目明，思路清
晰，经历过大风大浪，更懂得豁达乐观的意
义。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如今丁老夫妇在
大爱的余香中，生活得愈发平静而快乐。

丁公量：军人？科学家？好心人！

! ! ! !厉文广同志连续三届担任凌云街
道离休老干部党支部的书记，也是梅陇
四村党总支第三支部对口关心的离休
老干部。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他，走
过了漫长的革命生涯，尽管岁月的艰难
和困苦在他的身上留下了印迹，但离休
后的他却仍精神抖擞地活跃在社区的
各类活动中，播撒着和谐的种子。
小区中有一户特困家庭，父母均

是盲人，家庭经济状况拮据，给孩子
的学习和成长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厉
文广同志得知后主动与党组织取得
联系，并在离休支部中发起了“大手
牵小手，关心下一代”的帮困助学活
动，老干部们纷纷捐款，每到学期结
束，老厉书记就带领离休支部的老干
部们主动与小顾取得联系，与他促膝
谈心，勉励他勇敢战胜困难，好好学
习，树立自立、自强的信心。如今这位
受助生已顺利完成中专学业，并成为
一家医院的药剂师。小顾同学和父母
都十分感激，动容地表示：感谢党组
织的关怀，谢谢老干部们的资助。

每年 %,&月间，居委会为丰富
青少年学生的暑期生活，同时也进一
步提高学生们的思想道德品德，都要
邀请厉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新时
代青少年理想教育的辅导，每次厉老
都欣然应允。为了不让孩子们感到教

育的枯燥和单调，厉老都花费心思、提
前备课，一边翻阅大量的报纸和书刊，
一边带着老花眼镜，一笔一划地、一丝
不苟地写好讲义。他不仅讲述了自己
的亲身经历，也描述了身边战友们的
革命事迹，他还侧重于选择青少年们
感兴趣的话题，以历史的眼光、现代的
思维，讲述对当前社会热点和难点问
题的评判，引导孩子们向善、向真。

如今的小区可是一个“小社会”，
小到楼道里灯泡的更换，大到小区的
道路拓宽、绿化改造，都要广泛听取居
民们的意见，梅陇四村居住着 !+多位
的离休老干部，党总支经常召开茶话
会，广泛听取老干部们的意见和建议。

老厉还为小区的发展提了很多
操作性强的建议。小区里的宣传橱窗
多年来一成不变，不利于老年人的阅
读。他向居委提议使用电子屏幕，既环
保，又能及时地报道小区里重要信息，
还方便老年人观看。建议很快被采纳
并及时落实，现在小区里竖起了两块
电子屏幕，闪闪地发挥着重要作用。

厉老是位受人尊敬的老党员、老
干部，他以忠诚、执着、奉献书写着自
己的人生。一句朴实的话语，他常挂
在嘴边：“我做的一点奉献，是老党员
的一份光荣，更是一份责任，我还会
继续做下去”。

厉文广：甘洒余辉在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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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窗前有一棵米兰，小小的黄

花藏在绿叶间。它不是为了争春才开

花，默默地把芳香洒遍人心田。老师窗

前有一棵米兰，小小的黄花朴素又明

朗。它不是为了赞扬才开花，悄悄地用

青春把祖国装点。

包金凤就是漓江山水小区里的一
颗米兰花，她用自己的青春培育着祖
国的花朵，即使在退休以后，依然在社
区里奉献她的爱，为孩子们、为祖国的
未来无私付出。一起来看看她和孩子
们之间的两三事，就知道她对孩子们
的爱有多深，是当之无愧的社区辅导
员。
首堂课，小区的志愿者退休老师

包奶奶经过精心筹备，教授孩子们学
打“中国结”。她是一位深受小区居民
称赞的热心居民，也是社区学校的优
秀学员，平时喜欢动手动脑，身体力行

的实现着“活到老学到老”的人生目标。
包奶奶为孩子们讲述了中国结源远流长

的文化底蕴，包含的情致与智慧，还向孩子们
展示了她亲手编的诸多款式多样、精美的中国
结，另孩子们大开眼界。有了对中国结全面的
了解，孩子们在包奶奶的手把手指导下，开始
动手制作。包奶奶还特别关注来学习的几个男
孩，耐心的一遍又一遍的讲解手法、重复口诀，
她觉得小男生能定下心来参与这样的活动实
属不易。原定一小时的课程，延续到将近两小
时才结束，孩子们基本都有模有样的完成了自
己的中国结。

下午漓江山水居委活动室又热闹了起来，
手工制作班要开课了，孩子们陆续赶来参加。经
过几期的活动，有趣的手工制作课在孩子们之
间口口相传，吸引越来越多的学生抽出时间来
参与。
包金凤老师用自己的热情和爱心感染着身

边的孩子们，她说：她喜欢这些孩子们，她要用
她的一生来给予孩子们知识与快乐。这就是一
名社区退休教师的无私奉献精神。

! ! ! !在斜土社区有这样一位耄耋之
年的 &%岁老人，她曾经参加过多个
战役；解放后两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
范，多次被评为上海市劳模，并受到
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如今她身兼
“几大员”。她就是大四居委老干部联
谊会会长———孙菊琴同志。

从 !++$年老干部联谊会成立以
来，孙老以满腔的热情投入联谊会工
作。她克服自己小脚，行走不便的困
难，无论严寒酷暑都拄着拐杖上门挨
家挨户关心小区的老干部，尤其关心
独居老干部，经常电话问候，和他们
谈心聊家常。大家亲切的称呼她为
“我们的老大姐”。

今年 -月老干部联谊会上，孙老
带头交流自己学习十八大精神的心
得，呼吁大家积极投入到“学习十八
大，争当六大员”的活动，为社会做贡
献。得到了与会老同志的一致响应。
她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 体力不
行，但我们可以向左邻右舍宣传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党的政策宣传
员。”

平常，孙老省吃俭用，对自己克
勤克俭，但每年的红五月和赈灾募捐
活动，她总是带头奉献爱心，用节约
下来的钱款和物资积极参加社区爱
心募捐，她还带头交纳“特殊党费”，
并拄着拐杖走遍所在小区的老干部
家筹集爱心款。她还做儿子的工作，
特地到红十字会为自己办理了遗体
捐赠手续，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
献给人民。
孙老从 !++*年起就担任斜土街

道五老讲师团的讲师、大四居民区五
老讲师团团长，为教育青少年做了大
量的工作。作为斜土街道关工委的成
员，孙老多年来坚持与小区贫困学生
结对。孙老还十分重视对青少年进行
革命传统教育。她结合自己的革命经
历告诉给孩子们，教育青少年要记住
那一段历史，奋发图强、献身祖国的
建设事业。

孙菊琴：夕阳正红 余热生辉
! !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党的十
八大提出要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
务实，清廉为主”为主题内容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一场党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教育的及时雨，越是基层
越是能感受到它的及时，社区是体现
整个社会金字塔的坚实底座，它需要
安居在此的全体党员带领万千民众去
精心雕塑和维护，唯有不断延续才能
使十八大精神得以发扬和光大。
居住在虹梅街道古二居委会的老

党员离休老干部王洪勋同志，能用实
际行动按“六大员”的标准来要求自
己，默默奉献。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做
着平凡的闪光的实事，做好党的政策
的宣传员。
每周三上午由王洪勋主持的侨联

“夕阳红”书友会活动已开展十余年之
久。在徐汇区委老干部局和虹梅社区
党工委的关怀下，街道在古美小区成
立了“夕阳红读书会”（现名书友会），
由图书馆两位工作人员负责安排场

地、提供
茶水等，
小组成员
来自小区
内四个居
委的侨联联络员、侨眷、台胞，也吸收热
心居民参加。
每次“读书会”前，老王都记好笔记，

事先写好心得体会，以便读完报告后给
大家讲解，密密麻麻地蝇头小楷，很难与
他年龄相符，充分体现了主人对此事的
认真、细致和高度责任感，这种锲而不舍
的精神感动着小组每一位成员，“榜样的
力量是无穷的”，这正是小小读书会能从
九十年代延续至今的重要支撑力量。

我们党员工人阶级先锋队，代表着
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每个党员都应把服
务群众作为自身的崇高职责，王洪勋同
志紧靠党组织，心系群众，在社区服务、
革命教育及地震、洪水等救灾活动中，积
极响应，尽力奉献，为建设文明小区发挥
了余热，为共建美好家园贡献了力量。

王洪勋：榜样的力量无穷尽

沈关培是居住在狮城居委的社区离休老干
部，他虽已年逾耄耋，今年 &!岁高龄，但身体硬
朗，精神矍铄，还自告奋勇地成为了居委会的一
名志愿者。
沈关培是一名老党员，解放前就参加了革

命，离休前曾在海军服役后转业至地质系统工
作。离休 !+多年来，沈老相继在上海市老干部
大学、上海建设系统老干部大学学习中国画、写
意花鸟、摄影等课程，无论炎夏寒冬，始终孜孜
不倦，努力把“兴趣爱好”提高到“专业水准”，并
二度被评为上海市老年大学老干部优秀学员。

他用手中的画笔去讴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
的富强、社会的发展、民生的改善等方方面面所
取得的伟大成就及对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实现
“中国梦”的殷切期盼。其作品被多次选送参加
市、区举办的各类书画展，并多次获奖。沈老不
仅热爱学习，还热心公益，经常积极发挥自己在
书画、摄影、外语方面的特长，为社会及社区居
民服务。
平时居委会组织的各类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如迎

中秋侨聚人心联谊会；喜迎十八大庆祝联谊会、居委各
类学习培训等，沈老都自告奋勇地前来参加并提供摄
影服务。

早在三年前沈老已有了自己的微博，他经常在网
络上和青少年们进行沟通、交流，他从不搭长辈的架
子，不懂不会的事情不耻下问向孩子们讨教，孩子们也
都当他是自家慈祥的老爷爷，争着把自己连父母都不
告诉的小秘密、小烦恼向他倾诉，大家都称他为“博客
爷爷”。
转眼间，沈老离休己二十余载，回顾自己走过的路，

沈老深有感触道：“人活到老，要学到老，奉献到老，在充
实生活的同时不忘回报社会，人生才有意义、才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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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斌同志离休后，就自觉
地完成了从一名党员干部向普
通“百姓人”的角色转换，他放
下架子、走出家门、融入社区，在争当“六
大员”活动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不但
是一名教育后代的辅导员，更是一名党的
政策的宣传员，充分体现了一名离休干部
的良好的政治素养。

在担任田林社区关工委党务副主任
期间，他充分发挥在部队和地方长期从事
党的思想宣传工作的经验和政治优势，运
用社区党组织搭建的活动平台，通过开展
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促进青少年健康成
长，尽心尽责地奉献绵薄之力。几年来，陈
斌共撰写了各种内容的宣讲稿 -+余份，
约 $+余万字，做宣讲报告 #$+余场次，听

众约一万二千余人次。这期间，还参与组
织编辑出版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系列讲
座》、《浅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
践与探索》、《实践与思考》、《实践与收获》
等讲稿集。对关心教育后代健康成长发挥
了积极作用。

!+#! 年，市、区侨联与田林社区、中
国中学三方联合发起，利用归侨、侨眷的
资源，组织“老少忘年交结对交流”活动，
发挥校外辅导员对同学们的教育作用。陈
斌同志欣然接受了与中国中学高一（#）班
同学结对交流邀请，至今已连续进行了两
个高一（#）班同学的结对活动。

陈斌同志在对青少年进行
优良传统和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也收

获颇多，获益匪浅，他总结有四，一是养成
了良好的自学和读书习惯；二是晚年生活
不仅充实，而且丰富多彩；三是保持积极
进取的心态；四是获得了群众的赞许和党
组织的肯定。

他曾被先后被评为全国和上海市关
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精神文明建设
优秀志愿者，离休干部先进个人等荣誉称
号，他的离休后的人生价值得到了充分体
现，塑造了一个阳光老人的精神风貌。
“离职休养转换角色，融入社会发挥

余热，教育后代尽心尽力，老有所为夕阳
增辉”，这是他近二十年的体会。

陈斌：愿做一名培育青少年的园丁

! ! ! !陈秀凤同
志自 #))) 年
党组织关系转
入到社区后，
时时处处以党
员的标准严格

要求自己，在政治理论学习、联系群众和遵
纪守法等方面起到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
员。

退休后，陈秀凤同志仍然积极活跃在
社区中，为社区的和谐发展作出了自己的
贡献。七十二岁的陈阿姨，最近又获得了一
个特殊的称号———“全管”阿姨。小区或居
民有什么事，只要她能管她都管上；居委组
织的活动，只要她有空都会参加。她还参加
了多个志愿服务队伍，有小区市民巡访团、
护绿保洁队、平安志愿者队，高安拳操队、
关心下一代工作小组，同时她还是吴兴消
防队战士的“兵妈妈”，可谓是集“六大员”

于一身了。
陈秀凤的行动在

党员及居民群众中起
到了良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受“全管”阿姨
陈秀凤的影响，高安居委的志愿者队伍日
益壮大，居民互助蔚然成风。

作为一名退休党员，陈秀凤积极参加
居委的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不论街面巡逻、
车站执勤，关心下一代还是处理解决小区
纠纷，她都积极参与。用陈秀凤自己的话来
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按照党的
要求和标准来做好每件事，为居民服务来
不得丝毫马虎”。

陈秀凤：集“六大员”于一身的“全管”阿姨

! ! ! !他虽是一位 &&岁高龄老人，但精神
焕发，思路敏捷。他不辞辛苦劳累，不分
寒暑昼夜，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奉献着
自己的爱心和力量，保持了永远年轻的
工作激情，为晚年生活书写着精彩的华
章。
他，就是长桥街道离休干部党支部

书记、关工委副主任———魏建荣同志。
魏老时刻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热

爱下一代，关心下一代，他担任社区关工
委副主任以来，一直是“急党政所急，想
青少年所想，尽关工委所能”，从实际工
作中调动好、保护好、发挥好“五老队伍”
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中榜样、辅导、协同作
用及社会影响，充分挖掘老同志的工作
经验和能力来回报社会。去年暑期，在魏
老的积极动员、认真组织、精心编排下，
我们举办了长桥社区（街道）关心下一代
工作系列回顾展。回顾展走进社区，深入
学校，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年世博会期间，魏建荣带领“五老报
告团”走进长桥各中小学校，与师生们一起举办
了 &场“放眼世博，共创未来”演讲会。每次演讲
前，魏老总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做好大量地
案前准备工作，查资料、找数据、写心得等，有时
为了一个小小的数据，正在吃饭的他会放下碗
筷或已睡下了会爬起床，重新查阅，一一校对。
有时为了一句词组，他会苦思冥想，反复推敲，
精益求精，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有人不解地问
他：“魏老，你这是何苦呢？能讲得过去就可以
了，何必这么认真。”魏老听后毫不犹豫地回答
说：“‘认真’是我一贯的工作作风，我要对世博
负责，对学生负责，对自己负责。对下一代的教
育来不得半点马虎，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魏建荣同志深切地感到：自己虽然离休了，
但老干部的政治本色和关心下一代的思想不能
丢。因此，他积极参加各项社会公益事业活动，
担任过长桥街道市民巡访团团长、老年学校指
导员、长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德医风监督员、
居代会代表等职务，每天的工作安排得满满当
当。每年寒暑假期间，他会邀请青少年到家做
客，与他们亲切交谈，谈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谈树立革命理想，立志报效祖国的崇高
精神，还请学生们吃水果点心，赠送每人一册精
装日记本等。他还主动与“三失”青年结对，从思
想上关心，精神上鼓励，心理上疏导，生活上帮
助入手，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们的成长。松江泗泾
未成年人管教所在押青年徐观达通过魏老的帮
教后提前释放，并表示踏上社会后要好好改造，
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离而不休，老有所为”是对魏建荣同志的

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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