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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手不抖，书法不离手。丹青染夕
阳，翰墨铸人生是我终生的奋斗目标。”这
是 85 岁的退休教师渡翁沈忠吉的口头
禅。时至今日，他仍坚持每天带学生，还协
助学员创办书法展、书画长廊。

上世纪50年代初，沈忠吉开始从事教
学工作，先后在磨头中学和市第一中学干
了41年。他曾风趣地说：“孔圣人弟子三
千，贤人七十，我一生教学算起来弟子五千
贤人七百笃定。吾心足矣！”桃园中学退休
教师欢聚时的27人中就有16人是他的学
生。

他在市老年大学的书法教学有3大特
点：首先是认真。每周一下午上课之前，沈
老师都要花一天时间备课、写教案，认真给
学员批阅作业，并挑选出三份最优秀的作
为每次授课前的讲评材料。在教学中，他
一笔一划地指导，有理论有实践，学员们听
得聚精会神。他教学的第二个特点是每堂
课都有讲义有教材，学员人手一份。第三
个特点是:他在6年书法教学中，对真行草

隶篆五种字体从笔法到章法由浅入深耐心
指导，学员由原来二三十人猛增到八九十
人。学有所成的就有10多人，他们的作品
常在全国性的报纸杂志上出现。特别是学
员洪琦后来成了北京海淀区老年大学的书
法教师。

沈老师77岁离开市老年大学，他将在
校6年的书法教材重新整理，花3年时间出
版了《夕阳墨歌》4本老年大学的书法教材，
填补了老年大学书法教材的空白。

沈老师退休后参与成立了市文联书法
家协会，担任常务理事。在他们的努力
下，市文联书法家协会先后在全市组织了
3次书法夏令营，四五百人参与培训活
动，有效传承了中华文化，培育了一代代
书法人才，真正履行了“渡翁”的职守。
从市文联书法家协会成立之年起，他们每
年都开展义务写春联活动，送春联下乡，
足迹遍布如城、白蒲、丁堰、江安等，把
党和政府的温暖关爱带到人民群众中，深
受市民称赞。

丹青染夕阳 翰墨铸人生
——记退休教师渡翁沈忠吉

□沈百峰老伴儿今年69岁，前一阵子她总
是哀声叹气，对着镜子发呆。

在我的多次追问下，老伴儿才没
精打采地说：“我怎么总丢三落四呢？
我怎么连扛一桶纯净水上楼也喘气
呢？……难道我真的老了吗？”噢！原
来是老伴儿面对衰老，难以接受。

和老伴儿一起散步时，我常有意
识地开导老伴儿认识衰老。“随着年龄
不断增加，衰老会逐渐加重。通常情
况下，多数人40岁眼睛开始衰老，视
力会越来越不好；55岁耳朵开始衰
老，听力会越来越不行；65岁大肌肉
群开始衰老，体力会越来越不佳。世
上谁也阻止不了衰老的到来，每个人
都会衰老，一定要适应衰老……”

和老伴儿一起走亲访友时，我常
有意识地引导老伴儿承认衰老。一位
老友与我们闲聊时讲了一件事：去年
五一节，他在老年活动中心打乒乓球
时，面对一个不高不低的好球，猛拉
了一个弧圈，弧圈球拉成功的同时，
右肩“咔吧”一声，马上手臂就使不

上力了。事后也没当回事，以为抻了
一下，过两天就会好。没想到一个多
月后还是隐隐作痛，这才去医院经过X
光片检査，结果是右肩“筋腱全层断
裂”。医生说必须手术，术后的恢复期
需半年到一年。老友的这件事，让老
伴儿感悟到：老了就是老了，只有承
认衰老，才能凡事悠着点，避免意外
伤害。

和老伴儿一起面对具体事件时，
我常有意识地指导老伴儿正视衰老。

“对衰老持积极态度的人，往往更长
寿，正视衰老有利于延缓衰老。”我将
这句话打印了一份，贴在床头柜的上
方，作为老伴儿的座右铭。与此同
时，家里没纯净水了，我提醒老伴儿
打电话，让供水点送水；看不见穿针
了，领老伴儿一起去眼镜店配老花眼
镜；牙齿松动了，吩咐老伴儿把食物
切切碎、煮煮烂，不和生硬的食物较
劲；记不住东西了，叮嘱老伴儿多动
笔，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现在的老伴儿，终于坦然面对衰老了。

劝老伴儿坦然面对衰老
□潘煜明

虽然好多天过去了，但4月4日经
典诵读班多姿多彩的一课仍不时在我的
脑海里浮现，94岁朱轩臣老校长和49
岁徐芹霞老师的形象越来越清晰……

“多少次我们拨开世间云雾，读历
史，读先烈，读不灭的魂魄，读拳拳真
情，聆听一颗澄澈而坚定的心灵的歌吟
……”徐老师激情的开篇朗诵，顿时点
燃了学员们的热情。徐老师给我们诵读
刘胡兰、左权、何坤等革命先烈的英雄
事迹，铿锵有力，声情并茂，充分展示
了朗诵的魅力，仿佛在我们眼前翻开中
国革命历史画卷，革命先烈的形象鲜活
起来，令人肃然起敬。

随着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奏响，
学员们情不自禁，忘情地高唱起来，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
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
如今的夕阳老人仿佛回到了早晨八九点
钟太阳的时代，激动着，兴奋着……

徐老师在纠正我们发音发声的同
时，特别强调要有感情色彩，要用心诵
读，要挺直腰板，要把接续奋斗的精神
传承下去。她经常读上句，启发大家读
下句，不断互动，把普通话拼音知识和
诵读要领这些枯燥的知识在不经意中传
播给我们。

课间休息后，更精彩的一幕呈现
了，94岁的朱轩臣老校长按捺不住激
动，神采奕奕地走上了讲台。作为市老
年大学的创始人，老校长具有敏锐的政
治眼光，高度评价了市老年大学今年开
办经典诵读班很适时，由衷拥护。老校
长幽默地说：“为了诵读班的一座难
求，中午12点半就从家步行到学校，
诚心诚意。”老校长称赞徐老师“人
美，音色美，语言美，才华美”；叮嘱我们“好好学习，
有大的收获，提高自己的素养，做个新时代的好老人”。
老校长的讲话，赢得了大家阵阵热烈的掌声。

讲台上的一老一少，分明是两代人。老校长虽然94
岁，仍以青春的姿态，拥抱这个时代。徐芹霞老师49岁，
她的教学技巧了得，讲课给人艺术享受。老校长赞许的目
光，徐老师崇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这就是面对面的经
典传承。教室里沸腾了，掌声经久不息。

徐老师让我们手按胸口，带领我们齐声诵读，我们是
初升的太阳，继而勉励我们虽是夕阳，同样有光，虽然不
再强烈，但只要是光就要发挥正能量，将经典传承的责任
担当。这就是经典的价值，经典诵读的魅力，经典传承的
震撼！

5月12日，南通市音乐家协会、如皋
市音乐家协会和慧老汇老龄服务平台联合
举办了“歌唱祖国70周年”花样爷爷、
俏皮奶奶歌手自拍大赛决赛，这次活动既
是对所有母亲的节日祝福，也是为祖国母
亲献上的伟大赞歌。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任汪如一，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南通市
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如皋市音乐家协会主
席金福林，市老年大学办公室主任时益
平，如皋市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市文化
馆创研部主任周霞，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会
员、中国大众音乐协会会员、市文化馆音
乐指导蔡彬，红苹果家具全屋定制负责人

陈楚滨和慧老汇老龄服务平台项目总监曹
贞贞参加活动。

据了解，“歌唱祖国70周年”花样爷
爷、俏皮奶奶歌手自拍大赛，在为期一个
月的线上比赛环节中，共上传歌手自拍视
频41个，慧老汇后台日浏览量突破8000
次，其中单个视频点赞数超过550票，浏
览量超过3000次。在专业评委结合点赞
数量进行视频综合打分后，筛选出10名
选手进入此次金银铜奖的角逐。

本次比赛就是这10名选手的现场演
绎，在活动现场，一首首耳熟能详的老歌
不断响起，参赛选手们选取了多首赞颂祖

国母亲的歌曲，如 《人说山西好风光》
《天下乡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到底人间欢乐多》《我爱你塞北的雪》
等。在各位选手的精彩演绎后，评委们给
予了综合性评判，最终，查庆如以一首
《天下乡亲》获得第一名。

查庆如告诉记者，她从小就喜欢唱
歌，年轻时因为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练
唱，退休后就报名参加了金秋合唱团，
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才有了如今的好
成绩。她说：“这次比赛的主题是‘歌唱
祖国70周年’，所以我选择了一首《天下
乡亲》，祝福祖国母亲繁荣昌盛。今后，

我也将继续努力，认真学习，提高自己
的演唱水平。”

南通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如皋市音
乐家协会主席金福林表示，慧老汇老龄服
务平台举办的“歌唱祖国70周年”花样
爷爷、俏皮奶奶歌手自拍大赛为我市的老
年朋友搭建了一个展示老年才艺的舞台，
丰富了广大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
了基层老年文化的蓬勃开展，为营造欢乐
祥和、健康文明的社会文化氛围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

□融媒体记者新 然
通 讯 员崔兰娣 张玲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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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祖国歌唱祖国7070周年周年””
花样爷爷花样爷爷、、俏皮奶奶歌手自拍大赛举行俏皮奶奶歌手自拍大赛举行

● 李 秀 玲 遗 失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 编 号 ：
O372140252，声明作废。

●周晓建遗失特种行业许可证，原证号码：
皋公特住宿字第搬经1号，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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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上午，为宣传民间矛盾
纠纷“首选调解”的理念，并加
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提高
人民调解工作的认知率和调解案
件的成功率，磨头镇以“做实人
民调解，服务三大攻坚战”为主
题，组织开展“大调解宣传月”
法律宣传咨询服务活动，在镇便
民服务中心门前设立法律宣传咨
询服务点，镇司法所、调处中心
工作人员现场解答群众的咨询事
项，发放大调解、公共法律服务
宣传材料，现场向群众宣传调解

法律知识，并引导群众填写人民
调解工作调查表。

此次活动帮助群众强化了尊
法用法守法的理念，现场发放各
类宣传资料二百余份，解答群众
咨询十余人次，受教育群众百余
人，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了解、支
持和参与调解工作，引导广大群
众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矛盾纠纷，
理性维权，取得了良好的法治宣
传教育效果。

(磨头镇大调解中心）

全市联动全市联动：：开展开展““大调解宣传月大调解宣传月””街面宣传活动街面宣传活动

“你好，这是我们的调解宣传
单，如果您周围出现矛盾纠纷，可
以找调解员免费为您调解。”13日
上午，如城街道安定广场上人头攒
动，我市第九届“大调解宣传月”
街面服务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市调
处中心牵头组织市公安局、法院、
司法局、人社局、卫健委、城管
局、民政局、生态环境局、退役军
人事务局等专业对接调解组织的调
解员开展现场法律咨询服务和纠纷
调解受理登记。

“我们在市镇调处中心都设有
老兵调解室和调解窗口，有专门的
调解人员为像您父亲这样的退役军
人提供调解服务和帮助解决困
难。”调解员们积极为来访群众解
答问题。

“调解是解决问题的好途径，
希望调解组织公平、公正处理问
题，做到每个案件让老百姓满
意。”现场群众在《人民调解工作
调查问卷》中建议。

据了解，自2011年以来，我

市每年举办大调解宣传月活动，至
今已成功举办9届。今年大调解宣
传月的主题是“做实人民调解，服
务三大攻坚战”，活动通过街面宣
传、专项排查、庭式调解、案例评
比、学习培训等形式，全方位、立
体式宣传大调解的法律依据、组织
架构、调解原则、调解程序、调解
效力、调解文化以及调解给当事人
带来的实惠，全面提高调解工作的
公众知晓率和社会影响力，增强社
会公信力和美誉度。

此 次 活 动 在 全 市 14 个 镇
（区、街道）人流密集地设立服务
分站，并增设调解满意度调查环
节，活动共发放调解、民商事仲裁
等宣传资料、宣传纪念品7000余
份，接待群众500多人次，填写问
卷调查300余份，解答法律咨询、
现场受理矛盾纠纷144件，深受广
大市民好评，“有警情打110，有
纠纷找调解”的理念已被广泛接
受。

□张学忠 徐慧敏

江安镇

开展第九届“大调解宣传月”宣传活动

为充分发挥大调解作用，进
一步增强居民有矛盾纠纷“首选
调解”的意识，全面提升大调解
工作的公众知晓率和社会影响
力，13日，江安镇在江安小学门
前开展以“做实人民调解，服务
三大攻坚战”为主题的第九届

“大调解宣传月”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悬挂横幅，摆放展

板，积极营造宣传氛围。普法志
愿者佩戴红绥带走到人群中，向
居民讲解人民调解工作制度作
用、大调解相关的常用法律法规
和政策以及调解给居民带来的实
惠，组织现场居民填写大调解知
识调查问卷。同时现场还为居民

受理调解矛盾纠纷、提供法律咨
询，对居民前来咨询的婚姻家
庭、农村土地承包、损害赔偿、
拆迁和房屋宅基地等纠纷问题均
一一作了耐心解答，现场发放宣
传资料2800余份，解答群众咨询
30余人次。

此次活动让居民进一步了
解、支持和参与调解工作，正确
引导居民选择用调解方式解决矛
盾纠纷，增强了广大居民的理性
维权，有效提高了广大居民的维
权意识和法律意识，收到良好的
社会效果。

（江安镇大调解中心）

磨头镇

开展“大调解宣传月”法律宣传咨询活动

市法学会

积极参加第九届“大调解宣传月”活动
13日上午，市法学会精心准

备、积极参与了第九届“大调解宣
传月”街面宣传法律服务活动。

今年的“大调解宣传月”活动
主题为“做实人民调解，服务三大
攻坚战”。近年来，市法学会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立足实际服务法治
实践，积极开展法学研究、法律服
务、法治宣传等重点工作，丰富法
治宣传载体，深入社区、街道、企
业、学校、建筑工地、城市广场
等，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律服务和法

律宣传活动，提升法治宣传教育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全民法
治意识，为如皋高质量发展和平安
法治如皋建设提供了坚强的法律服
务保障。参与此次街面宣传服务活
动，市法学会主要宣传了大调解及
民商事仲裁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
知识，市法学会现场解答法律咨
询，期间解答咨询50余人次，提
供相关法律建议12条。

□通讯员黄庆庆 何春梅

市司法局、大调解中心领导现场接待市民咨询

市司法局、大调解中心及部分机关部门调解员走上街面接受市民咨询

镇（区、街道)举行“大调解宣传月”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