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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环境 建好队伍 经费保障

市关工委领导来县检查

芜湖县推动关心下一代事业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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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关心
下一代工作，把关心下一代工作真正摆
上重要议事日程，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
为关工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

县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关工委工
作，并出台相关文件，确保做到关工委人
员、办公场所设施、工作制度、经费保障
落实到位。从2015年开始，县委将关工
委工作纳入对各镇党建目标考核；各镇
将关工委工作列入对村、社区党建目标
考核。强化班子和队伍建设，县委对县
关工委班子及时进行了调整充实，湾沚、
六郎等镇把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同

志充实到关工委班子中来，一些村、社区
和企事业单位也都加强了班子的建设。
学校关工委和县直关工委队伍迅速建
立，企业关工委队伍从无到有，不断发展
壮大。目前，全县已组建各类基层关工
组织238个，全县从事关心下一代的“五
老”有 3152 人。优先将县关工委办公场
所调整安排到行政中心一层，共100多平
方，使办公条件大大改善。各级关工委
办公场所都得到很大改善。将县关工委
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做到逐年增加。
各镇、村也都将关工委经费纳入本级财
政预算或本单位业务经费，确保关工委

工作正常运转。经费的优先解决，为稳
定队伍提供了保障。六郎镇财政对村关
工委给予定额补助，各村、居也根据工作
情况，给予相应补贴。目前，全县镇、村
关工委日常驻会的老同志都有相应的工
作性补贴，有效调动了老同志的工作积
极性。

开展关爱助学活动是关工委的一
项重点工作。县政府从2014年起，每年
给予县关工委助学基金10万元，列入县
财政预算。县关工委主动作为，在2014
年上半年一次性募集资金100余万元，
所募资金委托有关单位管理，每年增值

部分全部用于助学、助困、助残。六郎
镇、陶辛镇分别成立了镇慈善协会和爱
心助学协会，每年由镇关工委组织对困
难的中小学生和新入学的特困大学生
给予资助。湾沚镇桃园村、新丰村、蟠
龙社区，六郎镇金桥村，陶辛镇四门村
等关工委也都连续多年对贫困学生和
新入学大学生进行资助和奖励。2013
年以来，全县各级关工委共组织和联合
发放助学助困款240余万元，资助中小
学生和新入学贫困大学生共1890人次，
有效地缓解了贫困家庭孩子上学的经
济困难。 郑书法

2016年9月27日，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谢业庆等一行深入芜湖县复查验
收创建“五好”关工委工作。图为观看红杨镇六桥村关工委活动展板。 希旺

本报讯 在为期两年的全市“关爱
明天•普法先行”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
中，县关工委创新方法，努力构建以学
校、社会、家庭三结合的普法宣教格局，
引领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

在校园播撒法治种子。除各学校
法治副校长辅导教学外，县关工委“五
老”法治宣讲员每年开展不少于12场次
的宣讲报告，受教育青少年5000人次以
上。将《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读本》《代
号12348》影视片等普法教材，列入学校
法治教育课程，开展主题班会、法律辩
论赛、模拟法庭和“中华魂”读书征文等
活动。南湖中学等学校发挥校园广播
站的喉舌作用，定期播发学生撰写的普
法稿件。由县政法委牵头、县关工委等
单位参加，举办“学法守法、拒绝邪教”
主题教育月暨知识竞赛活动，吸引了35

所中小学校近3万名学生参加。
在家庭争当法治榜样。依托各中

小学家长学校，利用家长会时机，举办
各类讲座。县检察院等司法系统“五
老”法治宣讲员采取以案说法形式，帮
助广大学生家长提高对法治文明的认
识，为孩子健康成长树立良好的榜样。

在社会营造法治氛围。加强无青
少年犯罪示范社区建设，以湾沚镇民主
社区为试点，组织开展看一部法治宣教
片、开展一次法治教育辅导报告会等活
动。团县委等成员单位紧扣“关爱明天
• 普法先行”主题，创办“鸠兹说法”微
信公众号，扩大普法宣传覆盖面。县司
法局、县教育局、县图书馆利用寒暑假，
举办全县青少年法治灯谜竞猜活动，安
排灯谜400余条，增添了法治宣传的趣
味性。 居祥新

本报讯 近年来，县关工委充分发
挥“五教”宣讲团的关爱作用，为青少年
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

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故事爷爷”
的董昌培，不断把雷锋同志博爱情怀发
扬光大。身为退休老师的他，根据雷锋
的事迹，结合多年的体会，自行编写了
青少年爱听的故事，为全县20多所中小
学校开展30余场报告会，让广大青少年
在雷锋精神的感召下茁壮成长。今年，
他应邀参加了全市“五老”先进事迹报
告会，赴全市各县区为广大“五老”同
志，作如何讲好雷锋故事体会的演讲，
反响强烈。

全国劳模、高级农艺师杨良金以《节

约粮食，从我做起》为题，先后为县实验
学校、县二小等10余所学校4000多名学
生进行宣讲。他亲手制作视频短片，让
同学们一一认识谷镰、水车、锄头、水耙
等农耕时代的劳动工具；以全国13亿人
口为例，每粒米0.02克计算，每人每天节
约一粒粮食，可供给14万人吃一天的大
账，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粮食生产的
艰辛和节约粮食的意义。

据悉，“五教”宣讲团有12名成员，以
退休不退志、离岗不离党的历史使命感，
用心、用情、用力为关心下一代事业奉献
余热，自2014年以来，共开展爱国主义、
科技知识、法律普及等各类宣讲报告360
余场，受教育青少年约5万人次。居祥新

县关工委构筑三结合宣教格局

宣讲小舞台 关爱大作为

本报讯 县城20余家网吧主要分
布在城区、城郊结合部和新芜经济开
发区,点多、面广、线长，增加了网吧监
督的难度。为禁止未成年人上网，湾
沚镇关工委组织“五老”网吧义务监督
员，采取“看、听、问、查”的方式，对全
城网吧进行了全面的巡查。巡查的主
要内容包括：有无未成年人上网、实名
登记规定执行、是否有淫秽色情低级

不健康的内容、计算机台数、上机人
数、安全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警示牌
设置、网民吸烟及夜宿等情况。对巡
查中发现的个别网吧登记规定执行
不严、网民吸烟制止不力等问题，当
场提出整改建议，告诫网吧从业人员
一定要守法文明经营，筑牢“网吧防
火墙”，为净化全镇文化市场环境做
出应有的贡献。 卫来

湾沚镇关工委巡查全城网吧

华星集团：奖优助学 爱心传递

8月 24日，县关工委举行2016年度助学金、奖学金颁发仪式。全县共有250名
贫困中小学生和30名新入学的贫困大学生受到资助；10名高考文理科（其中理科有
2人并列第三名）和中考前三名学子获得“希望之星”华星奖学金。本次共发放助学
金、奖学金30.23万元。图为助学金、奖学金颁发仪式现场。 范毓东 摄

县关工委举行2016年度助学金、奖学金颁发仪式

本报讯 六郎镇高度重视关心下一
代工作，切实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关工委
基层组织建设，有力推进了关工事业的
创新发展。

2015 年以来，在各村、社区明确一
名年纪相对较轻、身体条件较好的老同
志负责关工委工作，村（居）委会专门为
关工委提供了办公场所，配备了必要的
办公用品，进一步改善了办公环境。镇
政府在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每年预算
安排44000元、各村2000元统筹经费，用
作村常务副主任交通通讯补助及年终考
核奖励，真正做到了有班子、有场子、有
牌子、有经费。

镇关工委工作包括儿童防溺水、关
爱助学、留守儿童教育、法制教育等多个

方面，其中关爱助学活动是关工委的一
项重要工作。2016年，六郎镇关工委继
续对各村申报特困生补助的家庭进行走
访和核实，累计资助28名小学生、32名
初中生及8名大学生，资助金额分别为
16800 元、25600 元及 18000 元。对于走
访中发现达不到申报标准但家庭确实困
难的学生，关工委自发组织了助学协会，
今年共资助学生 11 人，累计金额 8000
元。为激励学生学习，金桥村关工委还
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中受到启发，连
续几年主动牵头联系从六郎镇走出去的
成功人士，对本村考上大学的学生给予
奖励，营造了浓郁的尊师重教、积极学习
的氛围。

胡文婷

六郎镇关工委助学工作不放松

冬雪初至，气温骤降零下，一路通
往陶辛镇村部的途上鲜见行人，当记者
来到村关工委活动室时，气氛却分明比
屋外热烈许多，一群老同志正商量着怎
样为孩子们在冬天提供温馨的活动场
所。

这群浑身散发着“热量”的老同志
正是陶辛镇的关工委队伍。近年来，本
着就地就近、发挥特长、量力而行的原
则，陶辛镇不断吸收有威望、关心热爱

下一代工作的人加入关工委和“五老”班
子，成立关爱小组、校外辅导队伍，就地
就近开展形式多样的关爱活动。目前，
全镇关工委成员共 61 人，“五老”成员
238人，各村关工委领导班子强、组织队
伍齐。

活动阵地是开展下一代工作的基
石。曾经因陋就简的几平米办公室，如
今已发展成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的独立
活动场所，陶辛镇关工委阵地场所建设

在逐步完善。加大资金投入，建设适合
开展青少年教育活动的活动室；加强与
社区、院校的联系，形成部门联动的工作
网络，共同建立青少年教育阵地；组织开
展青少年科普教育和科技服务、法制教
育和帮教、校外实践等有针对性、实效性
的多样化活动。

完善的制度是开展好下一代工作的
关键。陶辛镇关工委立足阵地，不断完
善各项工作制度，使关心下一代工作制

度化、常态化。强化培训提高素质，每
年组织专业力量对镇、村关工委领导班
子成员进行轮训，全镇已累计举办各类
业务培训班 18 次、426 人次参训；强化
考核机制，将关工委工作纳入党政年度
目标考核和奖惩。2008年以来，全镇16
个村全部建立关工委组织，共有10个村
关工委先后创建了县级“五好关工
委”。四门村关工委获“全国基层先进
关工委”称号。 徐婷

本报讯“爷爷，再见！”家住陶辛镇
四门村的章白刚吃完早饭，就连忙同爷
爷道别前去村里的青少年阅览室。那
里，不仅书籍、电脑、象棋、健身器材一
应俱全，还有可亲可敬的“五老”爷爷给
他们上课。每到周末和寒暑假，更是有
很多像她一样的留守儿童前来看书、玩
耍，这里仿若他们的“第二个家”。

四门村有未成年人260人，其中，在
校中小学生145人，父母双方均外出务
工的留守生 11 人，其他特困家庭孩子
15人。四门村“五老”倾尽全力，以更多
的社会关爱来努力填补留守儿童缺失
的亲情，为孩子们打造“成长港湾”。村
关工委设立了青少年阅览室、留守儿童
活动室、健身娱乐室3个关爱活动室，开
设了文化知识辅导、乐器辅导、书画辅

导、电脑辅导4个课外辅导班，在给孩子
们提供德、智、体教育的同时，以此为纽
带密切与孩子的情感连接，建立适时更
新的台账，及时调整帮扶方案以便更好
地服务孩子。开展家访、校访、节假日走
访、会议专访“四访”关怀，全面了解帮教
关爱对象。2011 年以来，四门村接受

“四访”的孩子 171 人次，帮助查阅学习
资料118件次，解决暂时困难120件次。

抱着不让一位孩子因困辍学的简单
而执着的信念，四门村关工委和“五老”
同志几年来募集善款14万余元，其中村

“五老”自愿捐款 27188 元，共资助贫困
家庭留守生及因灾因病因残家庭孩子
126人次，其中留守生69人次。今年以
来，村关工委助学助困 29 人，其中留守
生8人次，募集善款2.28万元。 徐婷

2011年以来，县关工委农科教报告团的5名报告员共为中小学生作科普报告40
余场次，数千名学生聆听过他们的报告；在他们自己创办的农科教试验示范培训基
地，为中小学生讲解示范30余场次，千余名中小学生到基地观摩，开展实践活动。图
为县关工委农科教报告团团长、农民科学家、全国劳模杨良金为县实验学校学生作集
科教、德教为一体的“节约粮食，从我做起”报告。 希旺 摄

四门村“五老”倾情关爱留守儿童

陶辛镇关工委：基层阵地百花开

科普之花在孩子心灵绽放

红杨镇关工委革命传统教育常态化
本报讯 11 月 25 日，红杨镇关工

委革命传统教育报告团在和平中心学
校举办巡讲活动，全校60余名高年级
学生和部分教师参加并聆听了报告。
这也是红杨镇关工委革命传统教育报
告团自2014年组建以来第8次举办巡
讲活动。

此次开展的活动主题是“缅怀革
命先烈，讲述革命故事”，由镇关工委

“五老”宣讲员主讲。这次讲述的革命
烈士名叫汤聘臣，是和平村汤家渡自
然村人，1941年7月遭国民党反动派
杀害。故事主要讲述了汤聘臣烈士生
前与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势力英勇斗

争的故事，宣讲员用生动感人的故事
情节，激发学生崇尚革命先烈的思想
感情,教育他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
活,更加热爱党，热爱新中国，发奋图
强,努力学习，将来用自己的科学知
识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据悉，红杨镇关工委革命传统报
告宣讲团成立于2014年，报告团成员
为全镇“五老”志愿者。报告团不定
期地深入到全镇各中小学校进行巡
讲，引导和教育学生追溯历史、缅怀
先烈、继承优良传统，用优异的学习
成绩回报祖国。

董昌培

本报讯 今年以来，红杨镇关工
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采取多种措
施关爱留守儿童，帮助留守儿童健康
快乐成长。

和平村关工委开通留守儿童亲情
电话，定期组织留守儿童与远在外地
的父母通电话。六桥、香河、和平等村
关工委与村农家书屋联手，利用寒暑
假和星期天等时间，组织留守儿童开
展读书活动。开展学雷锋活动，如义
务清扫马路、上敬老院帮助孤寡老人
打扫卫生、给老人表演文艺节目；春节
给敬老院老人拜年，以此加强思想品
德教育和增强孩子们尊老敬老意识。
以学校为单位建立留守儿童之家，通
过在暑假期间开设爱心课堂，免费为
贫困、留守儿童辅导课后作业，指导课
外阅读，开展趣味活动，努力将留守儿

童之家打造成快乐家园。组织留守
儿童开展老少同乐活动，如老少同台
唱革命老歌，以此教育青少年铭记历
史、不忘国耻、坚定不移地听党的话，
走社会主义道路。以村关工委为阵
地，建立“五老”“一对一”关爱活动，
全镇有85名“五老”参加了此项活动，
他们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使每一个留
守儿童都有人“一对一”结对关爱。

镇关工委还定期组织人员赴各
村进行走访关爱活动，为留守儿童开
展思想疏导、学习辅导和亲情陪护，
确保留守儿童有人爱、有人管、有人
帮。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在全镇范
围内逐步形成了尊重、关心、保护留
守儿童的良好氛围，使留守儿童在温
暖、关爱、自信和自强中健康快乐地
成长。 董昌培

红杨镇关爱留守儿童活动多

本报讯 安徽华星集团是芜湖县
一家本土企业。华星没有忘记回报社
会、回报家乡，特别是对教育事业的支
持援助、爱心传递的壮举更是受人称
赞。集团仅近 10 年为教育等社会公
益事业捐款就达百万元之多。2006
年陶辛中心小学建校，集团一次性捐
款15万元；2011年为该校建立图书室
捐款 10 万元；2013 年为该校捐款 10
万元，用于改善学校环境；2015 年为
该校捐款5.2万元和价值3000余元的
物品，用于慰问全体教职员工和表彰
奖励在教学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优
秀教师。2015年，集团又出台一新举
措，设立爱心助学“希望之星”华星奖
学金，每年出资不少于5万元，用于奖
励每年在高考和中考中的优秀学子，
2015-2016年两年已发奖学金10.5万
元，受到奖励的高考优秀学生 13 名，
中考优秀学生 6 名。此外，集团还先

后捐款10万元用于陶辛镇境内所有
学校的门窗、课桌椅的维修及更换，
芜湖市关工委爱心基金会成立，集团
主动捐赠10万元。集团还参与了芜
湖县春蕾计划、爱心圆梦大学助学等
活动，先后全程资助了3名女童。除
开展一些捐赠活动以外，集团每年都
要到家乡学校、集团附近的学校开展

“六一”慰问等活动。陶辛镇四门村
是董事长奚志华的故里，多年来对村
里、学校和村关工委都给予了很大支
持，可以说，只要是村里、学校或村关
工委遇到困难，他都会慷慨解囊。

华星集团奖优助学、爱心传递的
行为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集团
董事长、关工委主任奚志华在庆祝中
国关工委成立25周年暨全国关心下
一代工作表彰大会上被授予全国关心
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是芜湖县关工
系统至今唯一获此殊荣的人。郑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