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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洒余辉映朝阳
——淮北师范大学关工委“五老”工作侧记
■ 记者 邹晨光
首席摄影记者 岳建文

在淮北师范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里，有这样一群默默无闻、心底
无私的奉献者：人生壮年，他们在大学
讲台上意气风发，用真诚与执着，谱写
了人生的华章；花甲之年，他们又用夕
阳余晖贡献丹诚、温暖花朵，为淮北地
区作出一份贡献。他们就是由淮北师
范大学退休教授组成的
“五老”
队伍。
张秉政老师现场教授新闻摄影知识。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10 月 22 日，在淮北市东山街道翰
林社区活动中心，
一位老人正沉醉在自
己弹奏的二胡中，
其他社区老人则随着
弦乐高歌起《淮北是我家》。
优美的二胡中伴随着深情的大合
唱，一幅和谐美好的生活图景缓缓展
开。演奏二胡的老人正是淮北师范大
学 81 岁的退休教授李玉璋。
退休前，
李玉璋教授一直从事化学
教育研究工作，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
外，他还醉心于研究书法知识和理论。
“我是 2001 年 1 月退的休，干了一辈子
教书匠。但 5 岁学颜体、后临柳体，在
书法上还是有一些研究。
”
几十年来，
李
玉璋积累了深厚的书法基础，
举办了数
次书法展。
退休后，李玉璋选择拾起笔墨，积
极参加书法活动，举办书法展，弘扬传
统文化，
推广老年书法。
写的翰墨，
唱的韵腔。2006年起，
李
玉璋担任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今淮北师
范大学）老年合唱队的副队长，
撰写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旋律，
并带
领其他教职员工学习唱歌，
促进校园精
神文明建设的同时，
保持身心健康。
作为
“德艺双馨书画人”
，
在助力扶
贫工作中，
李玉璋到淮师大对口扶贫县
砀山县，为当地困难居民送春联、写福
字。一副副春联、
一个个福字既是幸福
的象征，
也是希望的代表。在扶贫这条
路上，
寄予美好祝愿，
传递温暖关爱。
开创新专业 谋求新发展
如果说，
李玉璋是 5 岁到 81 岁的坚
守，将热爱融入了血脉。那么在淮师
大，还有着“首个”到“一千”的飞跃，那
就是勇做书法高等教育开拓者——郜
锦强教授。作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曾
经的副校长，
他是书法艺术教育研究所
所长，
还是安徽省高校首位书法硕士生

郜锦强老师现场教授书法课。

导师。
自 1982 年毕业后留校工作直至退
休，郜锦强关心人才培养教育，积极参
与城市文明建设、
文化建设。他不仅教
学教课，
还教学生做人做事。
2005 年，在书法专业高层次教育
还未在安徽广泛普及的时候，
郜锦强东
奔西走，
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今淮北师
范大学）建立书法硕士点不懈努力。终
于，在他的牵头带领下，淮北师范大学
设置书法硕士点，
试水培养书法专业高
层次人才。
为了培育好书法专业人才，
郜锦强
主动提出前往北京进修，
拜师于欧阳中
石门下，勤奋学习，研修书法研究生培
养。在首都师范大学
“取经”
时，
他成为
了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
学成归来的同时，
也迎来了他的第
一位书法研究生——萧三喜。一开始，
萧三喜不习惯于郜锦强严厉的教学，
也
不自信于自身的学习与努力。但郜锦
强时常鼓励他，
萧三喜由此成为了安徽
省第一位书法专业的博士生。
2010 年，郜锦强退休后仍在学校
开设书法公共课，培养 1000 多名书法
爱好者。在淮北市里为多所学校开展
书法教学讲课活动，
为城市文明建设增
砖添瓦，
再创辉煌。

在全面小康的征程上，
郜锦强也为
贫困村写对联送温暖。在学校工会的积
极倡导下，
购买贫困村的水果面条，
以消
费扶贫的形式助力贫困村脱贫攻坚。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他争当党员志
愿者，
积极发挥
“五老”
优势，
主动担当作
为，
为疫情防控作出积极贡献。

个信念:
“待我的腿稍有好转，
哪怕是坐 叫作‘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着轮椅，我也要坚持走完预定的行程， 行’。”张秉政的学生曹克伟告诉记者。
尽一个文化人之所能，
续写一段曾经辉 “老师用实际行动教会大家
‘求真’
的精
煌过的大运河历史。
”
然而，
令人们想不 神。
”
到的是，2015 年 4 月，张秉政在上海做
于个人，张秉政热爱读书，一刻不
了第二次手术，2016 年春节过后，他又 曾放下过，
爱书、
惜书。对同学，
他至今
召集团队人员再次出发。
仍和每个年代的学生保持联系，
既是良
但是，伤后的脚，让张秉政的行走 师，
更是益友。对社会，
他多次捐书、
开
行走运河八千里 教诲学子勇求真 伴随着疼痛。他却不声不响，拖着病 报告会、进行学术讲座，在他力所能及
体、带着降压降糖药物，带领着年轻学 的地方弘扬传统文化，
传播大爱。为了
张秉政——淮北师范大学新闻传 子 团 队 ，坚 持 白 天 行 走 ，晚 间“ 做 功 支持扶贫工作，他还将书捐给各地学
播学系的创始人之一，
在淮师大人才培 课”，常常到深宵。已过古稀的张秉政 校，用于智力扶贫，用行动和个人的知
养、科研工作方面都有卓越奉献。在 老人在谈及这段重走运河的故事时， 识与体会传达思想，
言传身教地启迪贫
2012 年 退 休 后 继 续 教 育 教 学 工 作 ， 眼神中是不灭的光芒与坚决。
“我是在 困地区困难群众和学子的心灵，
从根本
2013 年他重新出发，对隋唐大运河沿 运河边上长大的，运河水就是我的血 上实现脱贫攻坚。
线 5 省 2 个直辖市和 30 余个地县市境 脉 ，我 觉 得 这 是 一 种 深 沉 的 使 命 召
内的大运河古道进行实地考察。
唤。
”
整理大师遗著 弘扬传统文化
“君子不恤年之将衰，而忧志之有
2019 年元月，历时五年的《运河·
倦”。全方位考察大运河时，张秉政面 中国：
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出版，
吴孟复是皖江著名学者，
当代古籍
临身体、
学养、
眼界等诸多挑战，
他患有 这部学界被誉为
“隋唐大运河纸上博物 学家，
在语言文字学、
文献学、
古代文学
高血压、糖尿病，行走过程首先来自身 馆”的厚重书籍，寄托着张秉政半生的 等学术领域造诣深湛，
是公认的国学大
体的挑战。
心血。
师和桐城派大师。曾任淮北煤炭师范
2013 年 9 月 12 日，刚刚走完安徽
经师易得，
人师难求。作为
“五老” 学院（今淮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
古
境内的古运河，
张秉政就在拍摄照片时 成员，
张秉政非常注重对青年学子的培 籍研究室主任、
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
不慎造成左脚踝崴伤粉碎性骨折。参 养。在运河之行中，
也带领着自己曾经 会副主席。
与和知道这件事的人都私下揣度:如此 的学生走过一段段历程，
传授着自己的
为纪念大师，
淮北师范大学启动了
重伤，
这件事恐怕就到此为止了。
心得感悟。
整理出版《吴孟复全集》工作。整理出
在病床上的张秉政仍然坚持着一
“张老师用实际行动教会我们什么 版《吴孟复全集》，
这是吴老家人和学界

的共同夙愿。
《吴孟复全集》的编纂出版
并推向学界、社会，不仅是淮北师范大
学重视学术内涵品位建设的标志，
也是
参与国内、
国际一流学术对话交流的重
要步骤。而这一重任落在了纪健生的
肩上。
接到任务以后，纪健生不计报酬、
无私奉献，带领青年教师开展科研工
作。通过加快工作进度，实施重点、关
键点的集中突破，
给青年教师留下了极
深的印象。许多青年教师，
也就是在这
个过程中，
考上了硕士、
博士研究生，
开
启了新的学术旅程。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做新时代
的奋斗者。如今，在淮师大关工委，退
休教授纪健生正用光和热雕琢着这项
重大科研文化建设精品工程，
争取以高
质量、
高水平出版《吴孟复全集》这套文
化巨著。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开香满
园 。 除 了 这 些 ，还 有 许 多 退 休 老 教
授，作为关工委“五老”成员，他们在
工作时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在退休
后也不忘继续作出贡献，以更宽广的
视野看待人生、以更宏大的理想引领
人生、以更无私的精神奉献自我，在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贡献力量。

普查一线显担当

美好家园守护人

——石台镇子张湖社区六旬老人郝朝芝甘当义务保洁员

——记濉溪县百善镇青卫村人口普查员常丽
■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陈若奎 摄影报道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张启民

“自个儿每月也有几千元退休工
资，三个闺女日子过得好，一点不用我
操心。我这人就是劳碌命，天天闲不
住才吃啥都香，沾床就能入睡……”11
月 2 日，在石台镇子张湖社区里，忙碌
着的义务保洁员郝朝芝笑眯眯地说
道。
郝朝芝，是石台矿退休工人。老
伴 8 年前去世，三个女儿都已成家立
业。退休后的老人，每天与工友们拉
呱、打牌，消磨时间总觉着少点啥，便
在 6 年前的春季，毛遂自荐当上了社
区里的义务环卫工。
老爹穿起了“黄马甲”，在社区里
扫地倒垃圾，几个闺女七嘴八舌地不
乐意了：
“ 爸，您这好容易退休该享清
福了，咋又自己找事儿，给人做啥义务
保洁员？”
“这天天扫地扒垃圾，让别人
看到还以为几个闺女不孝顺呢……”
遭到闺女们一致反对，老郝却没
往心里去。他自有一番说辞：
“我这天
天劳动惯的，闲着反而容易出毛病。
帮助社区打扫卫生，既锻炼了身体，又
美化了环境，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情啊！”
坚持了一段日子，
闺女们见老爹身
体倍棒，吃嘛嘛香，也就随了他。有时
回娘家，还会搭把手清理垃圾，清扫路
面。
“郝朝芝今年 69 岁，天天守着保洁
路面打扫卫生。尤其是我市文明创建
测评期间，老人每天早晨 5 点到岗清
扫，就是为了让这里的环境更干净、更
漂亮。”当日上午，社区相关负责人热
情地介绍道。
义务环卫工做了 6 年，郝朝芝坚持

李玉璋老师给大学生讲传统文化，
弘扬“五老”
精神。

挥舞扫帚清理地面，
郝朝芝觉得很快乐。

不迟到、不早退、中间不脱岗。今年 8
月至 9 月期间，老人又将下班时间延
迟。每天晚上八九点，他还在路上巡
视着、清扫着。
“为了文明创建，全市市
民都绷紧弦，
我更不能掉以轻心。
”
清扫地面、清运垃圾、擦拭垃圾箱
和社区健身器材……每一样活计，郝
朝芝都做得认真仔细。
“每天打扫卫生，又没有报酬，真
是吃饱撑的！”
“ 老头是不是傻？在家
闲着不舒服，非要去找累！”刚开始义
务 打 扫 卫 生 时 ，经 常 会 听 到 风 言 风
语。但是时间一长，郝朝芝用韧性守
护美好家园，让社区居民对他竖起大
拇指。
“我工资够花，孩子们孝顺。但人

■ 摄影

记者 梅月

活在世上总要有一种精神和追求，对
社会要作出点贡献。咱石台镇是全国
文明镇，我能为淮北创建工作出点力，
心里高兴！我的日子过得有价值！”郝
朝芝乐呵呵地说。做了这些年的义务
环卫工，老人身体越来越好，步履也越
来越轻盈。
“郝师傅就是居民们的榜样！现在
已经是深秋，
看到他清扫落叶和垃圾时，
大家也会主动上前帮忙，
自觉维护社区
里的环境。如今，
社区里到处都是干干
净净的，
郝师傅功不可没！
”
社区居民张
先生赞许道。
此时，郝朝芝的脸上像太阳花般
的明媚。
“ 我会一直穿着这橘色马甲，
挥舞大扫帚，
做美好家园的守护人！”

“大爷、大娘在家吗？我是村
里的人口普查员常丽，现在正在开
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请开门我
登记一下好吗？”近些天来，在濉溪
县百善镇青卫村的一些农家庭院
门前，人们时常看到一位眉清目
秀、佩戴人口普查员工作牌的青年
女子，听到她亲切悦耳的敲门问
候。
这是百善镇普查员常丽入户
登记的情景。今年刚到而立之年
的 常 丽 ，是 位 蒙 古 族 姑 娘 。 2012
年，常丽从内蒙古通辽远嫁到青卫
村小叶家，同叶子朋结为伉俪。心
直口快、乐于助人的她，在村民中
口碑甚好，2014 年 7 月被村民推选
为村委委员。2018 年参加全国第
四次经济普查时，常丽工作认真、
任劳任怨，普查数据准确，被评为
全市
“四经普”
先进个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时，
镇村干部们首先想到了经济普查
荣获市先进个人的常丽，村里不仅
安排她担任普查员，镇人口普查领
导小组还选定她为镇人口普查指
导员。
“镇村让我参加人口普查，开
始我有些犹豫。因为我是外地人，
不太熟悉当地农户人口情况，两个
孩子在离家十来里外的地方上小
学、幼儿园，每天要早送晚接，晚上
我还要辅导学习，丈夫到外地务
工，公婆年老体弱。稍后我从新闻
媒体上了解到，开展全国第七次人
口普查意义重大，党和国家都十分
重视，我作为一名年轻党员，要服
从镇村工作安排，便挑起了镇指导

常丽（左）在开展人口普查短表登记。

员、村普查员的重担。”提起参加人
口普查工作，
常丽对记者说。
10 年前的被普查人口，如今转
身普查人，对常丽来说是个陌生的
工作。为了尽快熟悉掌握这次人
口普查的业务知识和工作方法，常
丽不仅在市、县、镇培训班上认真
听仔细记，还登门请教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员入户登记工作方法。
为了不影响自己投入人口普查工
作，常丽动员婆婆每天接送孩子上
学。青卫村地处淮北南部次中心，
外来建设人口和当地人口流动量
大，特别是青卫村已有黄集、小陈
庄征迁，300 多农户在镇内外分散
租房，给入户登记人口普查短表填
写增加了不少困难。为了庄不漏
户、户不漏人，保证采集普查质量，
常丽时常骑着电动车寻找征迁户
新住址。
除做好本村人口普查外，作为

人口普查指导员，常丽还要指导邻
村的叶刘湖村。这个村 8000 多人
口，20 多个自然庄，也是淮北南部
次中心所在村。按照普查要求，村
民小组长要写好户主姓名底册的
同时，还需要用手机小程序录入所
有人的信息。这个可是难为了常
丽，因为这些小组长的社会经验可
谓是非常丰富，但是他们对于智能
手机录入信息，确实是心有余而力
不足，有的组长甚至还使用老年手
机。常丽只好帮着自己亲自录入，
工作量增大时常忙到深夜，但她毫
无怨言。
为便于指导普查工作和加强普
查人员之间交流，
百善镇建立了人口
普查群。常丽在群里积极地为同事
解决业务上和 PDA 上的问题，
有的
普查员对不明白的地方她就发语音、
发视频，
一对一解答，
被普查员们称
赞干劲大、
业务精的巾帼
“排头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