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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桥西区华北柴油机厂社区积极引导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志愿服务——

老有所为，让夕阳更美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对话河北好人

红色家风代代传
高扬畔

从“深海蓝”到三尺讲台
田 耕

洪河漕百团大战纪念馆馆长李化璟——

大山深处的红色历史守护者
河北日报记者 董琳烨

“共产党员要从严要求自己，一定要冲在前面，时刻对得起自
己入党时的铿锵誓言！”在大学入党宣誓仪式结束后，我收到爷爷
发来的短信，虽然话不多，但我铭记于心。

1960年，爷爷考入青岛海军潜艇学院，穿上“深海蓝”，成为一
名光荣的潜水兵。直到1990年，30年岗位流转，爷爷初心却始终
不变。依稀记得爷爷的行李中有一沓厚厚的信纸，爷爷动情地说，
这些都是他当年写下的遗书。对于高风险的潜艇部队来说，官兵
出海之前写遗书不算新鲜事。爷爷从军多年，执行重大任务无数，
遭遇过的危险现在讲起来，还让我心惊胆战。

有一天，爷爷突然接到赴某海域战备巡逻的任务。执行任务
前，爷爷又一次摊开笔记本，把老人、妻子、孩子等能想到的人都安
排得清清楚楚。然后，爷爷把笔记本工工整整地摆在办公桌中
间。怕万一发生意外，其他人发现不了，爷爷又打开笔记本，将写
有太多惦记、牵挂和不舍的那张活页纸往外拽了拽，露出一角之后
才慢慢合上。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多年后，爷爷再次谈起
那次任务依然感慨万分，执行过很多重大任务，写下很多遗书，是
党员和军人的身份，让他义无反顾。我从爷爷的身上感受到，共产
党员肩上扛的是责任、担当，胸怀的是国家、天下。

记忆中，爷爷总是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军装，我知道，那是大海
的颜色。在那片深蓝之下，澎湃着爷爷作为党员的责任、澎湃着对
祖国的热情、对家人的深情、对大海的激情。后来，爷爷转业，成为
一名教育工作者，又将对大海的深情化成对三尺讲台的热爱。
2018年春节，爷爷的一位学生来看他时说：“老师，我们最爱听您
讲课，您语言幽默生动，我们听着过瘾！”

如今，我也成为一名教师。爷爷时常和我聊天，他常说，“党员
教师，不能忘本”。有一次，学生晚上11时打来电话请教问题，我
有些不耐烦地说：“太晚了，明天再说吧。”但不知什么时候，耳边
仿佛出现了爷爷的声音，“田耕，赶紧把那道题解出来，发微信告
诉孩子！”

我从爷爷一张张泛黄的遗书里，读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内涵；从爷爷由“深海蓝”到三尺讲台的历程里，找到了前行途中
的指路明灯。

（作者单位：泊头市第二中学）

河北日报讯（记者乔宾娟）“虽然妹妹已经离开人世，但能帮助
她捐献眼角膜和遗体，完成她造福社会的心愿，我们家人也很欣
慰！”9月13日，刚刚办完妹妹遗体捐献事宜的赵士萍告诉记者。

赵士萍说，今年43岁的妹妹赵原是邯郸市永年区岳庄村人，
2019年检查出患了癌症，一直在家治疗。

半年前赵原的病情加重，还出现了胃出血。住院期间，她了解到
可以遗体捐献后，就说服家人，要通过遗体捐献的方式尽自己所能
为社会作贡献，并与河北医科大学、邯郸市红十字会取得了联系。

“9月10日，妹妹让我帮忙跟河北医科大学取得了联系。当了
解到如果捐献眼角膜还需要验血时，第二天一大早就验了血。下午
验血结果出来后，得知自己还能捐献眼角膜，才放心地躺下了。”9
月12日凌晨2时许，赵原握着妈妈的手，平静地走完了她的一生。

“由于患癌症，其他器官无法满足捐献条件，赵原最后捐献了
眼角膜和遗体。医院第一时间为赵原做了捐献眼角膜手术，她的眼
角膜将捐赠给河北省红十字眼库，用于救助眼疾患者。”邯郸市红
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主任张静介绍，在家属签字后，赵原的
遗体也无偿捐献至河北医科大学的医学研究和教学事业。她也将
成为一名让人无上崇敬的大体老师。

近年来，邯郸市通过多种方式宣传推广人体器官捐献知识，人
体器官捐献工作逐渐被更多的人理解、支持。目前，邯郸有近两万
人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并填写了志愿者电子卡。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87岁的我忍不住热血沸腾，
感慨万千。

我的祖父是一位农民，不会讲大道理，但他用实际行动为子孙
后代做榜样。以前，每年秋天交公粮时，祖父都在大碾子上推谷子，
他怕用小碾子把小米碾碎，然后挑最好的小米交公。抗日战争时
期，我们村大，群众基础好，是抗日模范村，常年住着八路军。日军
每次扫荡，八路军伙房的米和面都要藏到各家各户。有一次，我家
分到一桶面粉，祖父怕埋起来发霉，就跑到哪背到哪。一天，祖父背
着面藏在村北山坡半山腰的小石洞里，但不幸被扫荡的日军发现，
最后惨死在日军枪下。

我的父亲读过书，1938年开始在村里教书。起初是义务教书，
后来村里给他一点小米作为报酬。当时，一听说日军要来，父亲就
赶紧分散学生，一个个送到家长那里。我年纪小，母亲去世早，父亲
也顾不上我，只嘱咐我跟着爷爷奶奶跑。那时，我还有些怨气，觉得
父亲把学生看得比我还重要。

我记得小时候，村里的拥军支前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老年人
种地支前，妇女做军鞋、军衣，儿童团站岗放哨，给村里的伤病员当
看护员。我那时才六七岁，也当了看护员，给伤员端饭、打水、打扫
卫生。我看护的伤员对我特别好，经常在我回家时，把自己省下的
馒头塞给我。

抗战胜利后，我上了学，1954年在唐县师范毕业。我先后任中
小学教师、教导主任、校长等，多次获得省市县模范教师等荣誉，撰
写了《如何有效进行比较教学》《如何结合课文指导学生作文》等多
篇论文。1996年，我从教学岗位上退休。退休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我写了多篇教学案例和经验笔记，也常被邀请到学校做关于红色
教育方面的讲座。

我的老伴前年去世了，她也是做了36年教学工作的小学高级
教师，在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孩子们从小树立了爱党、爱祖国
的良好品质，儿子和小女儿都是党员，儿子从小学教师、中学教师，
到中学校长、乡镇中心校校长，现在已经有了30多年的教龄。我家
也被评为“河北省优秀教育世家”。

好的家风，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我们将继续把红色家风发
扬光大，不忘初心跟党走，让红色家风世代传。

（作者系唐县齐家佐乡史家佐村村民）

每天上午9时，石家庄市桥西区华北柴
油机厂社区82岁的志愿者卢锦屏都会准时
来到社区的“书画苑”，更新阅读区的报纸，
打扫书屋的桌椅……收拾妥当，他和社区中
的书友开始安安静静地在这里阅读。

华柴社区建成于上世纪 90 年代，社区
常住人口2000多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
人1000多人。针对离退休党员人数较多、经
验丰富等特点优势，社区把老有所为同老有
所养结合起来，通过积分兑换等方式，组织
引导低龄老年人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志愿服
务，切实发挥“夕阳”余热。如今，在华柴社
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身体力行地帮助年龄
更大的老年人、发挥自己的兴趣爱好积极参
与社区治理，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组建队伍，鼓励老年人发光发热

擦 拭 垃 圾 桶 、捡 拾 垃 圾 、清 除 小 广
告……9 月 13 日，华柴社区 10 余位身着红
马甲的社区公共设施维护志愿服务队队员
挥动扫帚、拿起抹布，对辖区内健身场、凉亭
等公共区域内的各类公共设施进行认真地
清扫和擦洗，不放过任何卫生死角。

“我们队所有成员都是党员，就应该起
带头模范作用，能干多少干多少，能干什么
干什么。”今年75岁的赵鸿芝是志愿服务队
的积极分子，社区每次开展志愿活动都第一
个报名，脏活累活抢着干。“你看我们动一动
手，小区卫生就好了，心情很舒畅，身体疾病
也少了，所以我觉得这事挺好。”

“我参与志愿活动10多年了，当时也是
受到周围热心人的感染。”说起参与志愿服
务活动的初衷，赵鸿芝打开了话匣子，多年
前，华柴社区进行了绿化，楼前楼后种上了
花草，美化了生活环境。但是绿地、花池也需
要经常维护，这项工作是由社区志愿者们主
动承担的，当时70多岁的赵玉金老人带头
对楼前楼后的垃圾杂物进行清理，并带动家
人积极参与。

“当时老人做了结肠癌手术，刚刚恢复，
身体一直不好，也热心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这让我很受触动。”赵鸿芝说，后来，她也主
动报名加入了老党员志愿服务队，“要向这
些老党员学习，一处有难大家都伸手帮忙，
社区风气会越来越好。”

“社区老年人多，经常参与社区活动的
老人一直向工作人员表示想发挥余热。”华
柴社区党总支书记于薇介绍，2008 年社区
组建了老党员志愿服务队，充分发挥老党员
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优势，引导他们参与社
区治理、环境卫生整治、帮助邻里、丰富社区
文体活动等工作。目前，服务队有400余名
老党员，他们的平均年龄超过70岁。“小区
志愿者队伍越来越大，自我服务意识越来越

强，环境也越来越好。”
华柴社区还组织老年人成立了多个特

色志愿团队，他们各展所长，有的为居民修
理家电；有的为孤寡老人排解生活难题；有
的组织文娱队伍，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

“有事不用怕，红马甲在路上”“关键时
刻，咱有红马甲”……这成了很多社区居民
的心声。社区居民周治邦说，“从刚开始的不
定期清理社区垃圾，到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
综合治理活动，有了这些志愿者，社区环境
焕然一新，道路通畅了，绿化带干净了。住在
这儿，比新小区还舒服呢。”

组织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

“乔叔早上好，今天家里需要买什么东
西吗？”“今天帮我买点黄瓜、油菜、香菜和豆
腐吧。”……一大早，华柴社区老党员志愿服
务队队员霍新清就到周围的菜市场帮社区
居民乔文怀买菜。

“乔叔今年85岁了，身体不好，行动不
方便，我隔三差五就问候问候他，有时候还
帮他去医院取药。”霍新清今年60岁，是个
热心肠，一直坚持做公益，帮助社区的高龄
老人，退休后又加入了社区的老党员志愿服
务队，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

在华柴社区，像霍新清这样热心的低龄
老年人还有不少。

今年56岁的王国萍是18栋楼的楼长，
退休前任单位工会主席，一直都热心于参与

各种社区活动。2013年，她参加了老党员志
愿服务队，从那时起，就坚持帮助社区的高
龄孤寡老人。“我才不到60岁，还干得动，帮
助别人也快乐自己。”

18栋楼的周洪柱老人今年80多岁了，
因病瘫痪在床，平时也不愿与人交流。今年
疫情期间，因小区封闭，子女不能过来照顾，
王国萍主动帮老人买药、买菜。

刚开始，老人不愿意别人过来帮忙。王
国萍每天都上门去看望老人，隔三差五地买
些水果、蔬菜、日用品。老人的态度也悄悄地
发生了变化。

有一天，看着王国萍忙前忙后，周洪柱
老人流着泪，激动地说，“这些日子真是麻烦
你了，你就是我亲闺女啊。”

“我们社区老龄化严重，一些老人的子
女不在身边，生活不便，需要有人照料。”于
薇介绍，另一方面，社区里有不少刚退休的
老人闲来无事，参与志愿活动的积极性很
高。“为此，社区充分挖掘低龄活力老年人潜
力，鼓励他们照顾高龄孤寡、身体又不好的
老人，加强老年人互助。”

储存服务时长，积分兑换商品

去年年底，在社区参与志愿服务137个
小时的白润亭老人获得了137分的积分，在
社区开展的“时间银行、爱心储蓄”志愿者积
分兑换活动中，他兑换了一袋大米和面粉。

白润亭老人退休后一直热心参加社区

各项志愿服务活动，社区广场卫生清扫、防
疫宣传……只要社区有志愿活动，总能看见
他的身影。

在华柴社区，报名的志愿者会获得一张
“时间银行”的积分卡。社区专门开发了一套
积分计算系统，志愿者参加志愿活动，每服
务一小时积一积分。志愿者可以用积分兑换
大米、食用油、洗衣液、洗发水等日用品。

“不能光让志愿者付出，也要适当给些
奖励。”于薇介绍，“时间银行”设立的初衷有
两个，一个是吸引更多人加入志愿服务，另
一个是保持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
持续性。“目前来看，效果不错。”

“时间银行”这一方式带来了什么？不少
志愿者觉得，服务起来更有干劲了。

“当志愿者就想着能助人为乐，没想到
还有奖励，这让我们觉得自己的付出得到了
肯定，更有动力了！”今年75岁的陈月华老
人表示。

“积分已经很多了，但我不舍得用。”陈
月华说，看着“账户”上的积分越来越多，是
一件很开心的事。“有时候我们几个朋友会
比较，看谁的积分高，大家参与志愿活动的
积极性都很高。”

“等我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我相信也会
有志愿者帮助我。”陈月华热心志愿活动的
行为也带动了他人，如今，楼里越来越多的
老年人做起了志愿者，参与到发挥余热、帮
助他人的行动中。

井陉县辛庄乡洪河漕村，一个太行山
深处的小山村。洪河漕百团大战纪念馆就
坐落在村里一个农家院里。

每天天刚蒙蒙亮，纪念馆院子里就会
出现馆长李化璟老人的身影，打扫院落、弹
扫展牌浮尘、整理革命遗物……李化璟开
始了新一天的工作。

只要有参观者前来，李化璟都会进行
义务讲解。“作为百团大战正太铁路破袭战
的前方指挥部，聂荣臻元帅曾在这里指挥
过战斗……”9月14日，记者现场聆听到老
人热情的讲解。

记者：您当时为什么放弃享受安逸的
城市生活，选择回到大山深处义务守护纪
念馆？

李化璟：我家兄弟三个，因为从小家
境贫寒，上不起学，是靠党组织救济才
上了学，用实际行动报党恩的想法从小
就在心里打上深深的烙印。退休后，想
到自己在外工作几十年，很少有为家乡
作贡献的机会，所以很想为家乡发挥自
己的余热。

为了让后代记住聂帅在这里指挥百团
大战的峥嵘岁月，从1984 年开始，洪河漕
村的李化民、李化瑞、许永堂、李景堂、李

风、李化卿六位老人自筹资金买下了当年
聂荣臻居住和指挥战斗的村民旧宅，义务
筹建百团大战井陉县展览室，担起守护红
色历史的责任。

直到2004年，其中的三位老人因病先
后去世，剩余的三位老人也因年高体弱不
能继续管理纪念馆，我当时想，守护纪念馆
的责任不能有空档，应该让更多的后人牢
记历史，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让
革命精神代代相传。恰好村干部们也找我
商量这事，从此我就接过义务守护纪念馆
的接力棒，并担任了讲解员。

记者：17 年间守护这段红色历史，您

是怎么做的？
李化璟：接管纪念馆之后，发现馆内有

许多珍贵的照片直接用图钉钉在墙上，有
的已经破损，有的褪色严重，如果不及时采
取补救措施，可能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
坏。为了保住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源，我回到
之前工作过的井陉矿区和平山县，向同事
和朋友请求外援、筹资金，将这些破损的照
片带到石家庄进行压膜、翻新，尽最大可能
修复好、保护好。

聂帅起居室的防空洞也因年久失修，
有坍塌迹象，我就自费请来专业技术人员
进行修缮加固。这些年来，我自己出资或寻

找志愿者募捐30余万元，修缮纪念馆内陈
设200余处。

我既是纪念馆的馆长，又是管理员、讲
解员。除了每天认真管理、清洁整理馆内资
源之外，纪念馆每年都会有一些来自全国
各地的参观者前来寻找历史记忆，为了将
这段历史更原汁原味地呈现，我开始跑图
书馆、找武装部、进档案局，认真学习钻研
百团大战的相关书刊和战争历史，经过多
次修改、完善，写出最符合情感、通俗易懂
的讲解词。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参观者联
系，我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张贴在纪念馆门
口，只要有参观者来学习，不管人多人少，
我都随叫随到进行讲解，最多的时候一天
能讲四五遍。

记者：您退休后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纪
念馆上，家人都理解吗？

李化璟：老伴儿去世多年，孩子们都在
井陉矿区工作，打算回来做这件事的时候，
孩子们都很反对。他们担心我年岁大了，回
到乡下还得自己做饭、洗衣服，也是心疼我
没人照顾。我用实际行动表明了决心，我告
诉他们只要我身体能坚持住就一定要坚守
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永远记住
这段历史。在我的耐心说服下，孩子们慢慢
都接受了。

近几年，我的大儿子李春明在我的带
动下也加入到守护纪念馆的队伍中。大儿
子退休后，有不少单位开出月薪7000元的
薪酬让他到煤矿工作，他都拒绝了。现在，
他除了义务看守纪念馆，还分担一些讲解
任务，另外还主动承担了纪念馆的电费等
费用，我们父子俩齐心协力守护这片革命
旧址。

邯郸永年一女子因病离世

捐献角膜和遗体
把爱长留人间

好人名片：李化璟，1933 年出

生，从石家庄市井陉矿区红星煤矿

党总支书记的岗位上退休后，返回

家乡义务管理洪河漕百团大战纪念

馆，一人身兼数职，不仅负责日常维

护、整理馆内资源和基础设施，还为

参观者义务讲解。自2004年义务守

护纪念馆以来，累计接待全国各地

参观团近千场次、参观者 6 万余人

次，曾被授予“河北省五星级离退休

干部党员”荣誉称号，2018年1月被

评为“河北好人”。

9 月 15 日，
石家庄市华柴社
区老党员志愿服
务队队员们在陪
社区内孤寡老人
聊天。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李化璟正在为参观者讲解。 河北日报记者 董琳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