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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为了丰富老年人业余文化生活，将具有竞技性、娱乐
性和趣味性的体育活动“掼蛋”推广进农村，震泽镇老年大学在齐
心村为邻近5个村的20名老年村民培训“掼蛋”知识，受到大家的
欢迎。据悉，这已是今年以来该校第六次进村培训。

（特约通讯员张树康）

● 11月29日下午，平望镇万心村多功能会议室里人头攒动，
平望老年大学万心村教学点的49位老年学员，认真聆听了区“快乐
养老大讲堂”讲师团成员、心理卫生协会会长陈维麟作的心理保健
知识讲座。通过讲座，大家懂得了保持心理健康需要协调身体、智
力、情绪，适应环境，人际关系中彼此谦让才有幸福。

（特约通讯员黄酉林）

● 近日，同里老年大学三楼报告厅内坐满了在校学员，大家聚
精会神地聆听由社区老年教育健康养老大讲堂讲师、区老年大学校
长沈宝观作精彩讲座，他为大家解读老年教育规划，让在座的学员
们耳目一新，并深刻认识到，当今老龄化社会中，加强老年教育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 （特约通讯员陆辰观）

首先申明，本人对用“雨
人”的字眼来对某一类人进行专
门的称呼不太赞同，因为这样做
明显带有歧视，至少是另类的看
法。“雨人”源于一部由影帝达
斯汀·霍夫曼主演的奥斯卡最佳
影片《雨人》，主人公雷曼咬字
不清，总是把自己叫成“瑞
曼”，在英文里就写成“RAIN
MAN”，从字面上硬译，就成了

“雨人”。“雨人”后来竟成了一个
具有特别意义的专有名词——指
那种具有某种特殊才能但日常生
活不能自理的人，或者“白痴天
才”——通俗地讲，就是指情商
超级低、智商超级高的一种人。
曾经比较“红”的就是江苏卫视
热播的综艺节目《最强大脑》里

那个所谓的“中国雨人”周玮。
行为及脑测试专家说，他

具有很强的数学天分，只是可
惜缺乏一个适合他能力发育的
环境。

评审陶晶莹说，《最强大
脑》有一个选手周玮，一个从小
就被医院诊断为顽固性低血糖及
智力发育低下的儿童，却有着惊
人的速算天赋，上帝为他关上了
一扇门，同时为他打开了一扇
窗！《最强大脑》让我们见证中
国爱因斯坦的诞生！

评审李永波说，很悲哀和可
惜，中国还有很多像周玮一样的
天才，但是因为种种不公平被埋
没。

评审梁冬说，小时候每个淘

气的男孩子，都可能嘲笑过某一
个小伙伴，不过今天，我要对我
曾经嘲笑过的每一个人忏悔。

我，一个退休10年的教育
工作者说，周玮就是老师和学生
眼中所谓的差生。这些差生，他
们就像“南北极”终年积雪，永
不融化，也难以得到灿烂的阳
光，因为，连太阳似乎都忘记了
他们。

我从教30多年，接触过形
形色色的学生，有品学兼优的好
学生，也有所谓的差生。这些差
生，他们就像“南北极”，一个
很形象的比喻，因为他们似乎离
老师这个“太阳”最遥远，老师
似乎更愿意把灿烂的阳光送给

“赤道”。

那些好学生，无暇也无心顾
及他们，他们“南北极”只能
终年积雪，永不融化。我认
为，处在冰封世界里的这些孩
子才最需要温暖，在学生眼里
犹如太阳般神圣而美好的老师
应该给他们最浓的爱，把自己
充满真情的三束阳光，洒满他
们所在的这块冻僵的土地，让
这块土地复苏！

第一束阳光是尊重和宽容。
后进生同样需要老师及所有人
的尊重，如果没有会犯错的孩
子，还要我们老师干什么？当
我们把这束蕴藏着尊重与宽容
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孩
子的心会热，行动会好，会给我
们惊喜。

第二束阳光是关爱和帮助。后
进生也是有感情的，我们做老师的
要时刻记得，当我们用关爱和帮助
的阳光温暖他们的时候，他们决不
会无动于衷，他们会用最好的行动
回报你，给你安慰。

第三束阳光是赏识和鼓励。尺
有所短，寸有所长，我们老师应该
有一双慧眼，善于发现后进生的闪
光点，给予赏识；善于抓住后进生
的点滴进步，给予鼓励。长期下
去，后进生的自信心将越来越强，
终将甩掉落后的帽子。

照耀吧！太阳！用三束阳光照
耀学生，再冰冷的“南北极”也会
有灿烂的春天；用三束阳光照耀学
生，就算是“雨人”也会有辉煌的
未来！

给“雨人”洒点温暖阳光
潘荣华

本报讯（记者邱纳）随着微
信的普及，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
使用微信，老年人当然也不甘落
后，但是很多功能又不会用。平
望日间照料中心的工作人员在了
解到老年人这方面的需求后，于
日前开始每周开设微信班，免费
教老年人微信的使用，包括聊
天、语音、发图片、视频等功
能。

工作人员向每位学员发放
了一份微信的简易使用教程，
在讲解的同时，手把手地教老
人们在智能手机上一步步进行

实际操作。老人们学习热情很
高，纷纷拿着自己的手机，询
问如何将好友添加到通讯录、
如何看到亲朋好友发的朋友
圈、如何更换自己的微信头像
等。

“老人们对智能手机的了解
程度不同，有的老人基本操作都
会，这样学起微信来比较容易。
有些老人对智能手机不熟悉，我
们就要从最基本的教起，保持十
足的耐心，一步步讲解，老人才
能真正学会使用。”一位工作人
员说。

免费开办微信班
老人学习劲头足

“我们村的百岁老人啊？
我知道，今年虚岁一百零一了
呢，村里哪个不认得她？来来
来，我带你们去。”在震泽镇
大船港村，几乎人人都认识长
寿奶奶朱阿凤。

“村里八九十岁的老人很
多，可过百岁的就这么一个。
老太太现在精神头可好了，经
常见她出来溜达。”乡邻们热
情地领着记者去拜访这位长寿
奶奶。

腿脚利索爱热闹
平日喜欢吃蔬菜

“来客人了，快出来快出
来。”朱阿凤的大女儿冲着
屋里喊了两声。对面灶屋里
的朱阿凤三步并作两步，风
风火火地从灶屋里迎出来，
上台阶、搬椅子，动作麻
利，完全不像个已经百岁高
龄的老人。

“我现在健康着呢，从头
到脚都没有什么病痛。”提及
长寿的秘诀，朱阿凤笑呵呵地
说，“哪有什么秘诀，就这样
一天天过来了。腿脚好，心情
也就好。”

乡邻们说，每逢村里有活
动，朱阿凤都会过去凑热闹。
没有活动的时候，朱阿凤也会
去村里逛逛，到各家串串门，
拉拉家常，有时候看谁家有点

小摩擦，她也会帮忙说道说
道。“老太太待人接物非常热
情、有礼貌。”大家异口同声
地说道。

“我平日里最喜欢吃的是
青菜，肉我以前吃不上，也
一直不爱吃，米饭我吃得也
很少。”朱阿凤在饮食上不甚
考究，“现在我孙子、孙媳妇
们经常会把新鲜的蔬菜给我
送过来，有什么我就吃什
么，我不挑的。”别看老人现
在爱吃时鲜蔬菜，以前可特
别爱吃鱼。“可是你看我现
在，牙都没了，就不敢吃
咯。”朱阿凤张张嘴，调皮地
说。

每天拆纱换家用
唠唠家常磨时光

说起平时的爱好，朱阿
凤笑着说：“我每天都会拆
纱来打发时间，还可以换点
钱。”说着，她拿起一块手
掌大小的纱布，几下就拆散
了。

朱阿凤告诉记者，自己就
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前半辈
子种地，后半辈子拆纱。“我
拆纱拆了40多年，60岁以前
我还能种地，后来年纪大了，
就靠拆纱来换点钱。”朱阿凤
说。提起拆纱，乡邻忍不住称
赞朱阿凤：“她以前可厉害

了，早上起得早，一起来就开始
拆，一天下来最多能拆5斤。别
看拆纱好像不费体力，一天下
来我们腰也疼了，老太太却能
坚持住，这么大年纪了真的不容
易。”

在老太太的热情招呼下，她
的家还成了乡里集合拆纱的“办
公点”，大家都喜欢聚到朱阿凤
家的廊屋下，边聊天边拆纱，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
朱阿凤也把拆纱这项活坚持做
了40年。“其实我手上能看出
拆纱的痕迹。”老太太伸出手
给记者看，每个关节内侧都有
一道深深的口子，是长年累月
撕扯布条，加上年纪大了皮肤
干燥留下的痕迹。

一生简朴平淡
想起养子就伤感

朱阿凤告诉记者，她的丈夫
比她大7岁，在她70岁的时候
就去世了。“我和丈夫是一个村
的，结婚的时候，他请了艘船划到
我家接我，以前结婚的婚船就像
现在的婚车一样。”对于过去的事
情，朱阿凤都记得清清楚楚。

朱阿凤和丈夫育有两个女
儿，现在大女儿和她住在一起，
照顾她的饮食起居。“小女儿不
在我身边，但也时常会回来看看
我。”谈起后辈，朱阿凤满脸幸
福，“前两年，我的孙子还带我

去了趟杭州，在西湖边，他们都
拉着我拍照呢。”

虽然一生都过着平淡的日
子，却也有一件事让朱阿凤难以
忘怀。朱阿凤曾在两个女儿成人
后，领养了一个亲戚家的孩子。

“当时，那个小男孩只有7岁，快
吃不上饭了。我想着我两个孩子
都带大了，也能再养一养。”

朱阿凤一直把这个孩子当作
亲生儿子，养到了18岁，后来，
养子应征入伍，北上到了大连，
与她分隔两地。结婚的时候，养
子邀请朱阿凤去大连，那是她离
家最远的一次。“后来这个孩子不
幸出车祸去世了，他的子女还来
吴江看望过我。”朱阿凤每每回忆
起来，心里总是有些伤感。

近日，记者在滨湖乐龄公寓的活动
室里看到，老人们正聚在一起打乒乓、
下象棋、打台球，个个神采奕奕。丰富
多彩的休闲娱乐活动不仅锻炼了他们的
身体，也为他们的晚年生活添姿添彩。
图为活动室里打台球的老人。

（何清摄）。

多 彩
晚 年

近日，松陵镇东门社区党委举办“我与改革开放一路同
行”主题党日活动。社区的老党员和老居民作为改革开放40周
年的亲历者、见证者，畅谈了深切体会。图为81岁的老党员马
荷圣向大家展示粮票、油票、煤球卡等计划经济时代的物品。

（兰心摄）

一路同行一路同行

11月29日上午，区老年大学组织文学社及诗文班20多名
老年学员，走进同里湿地公园采风，感受吴江生态环境美。学
员桂其荣说，10多年前来过肖甸湖，现在政府重视生态环境建
设，湿地公园变得更大更好看了。

（特约通讯员沈德官摄）

走出课堂走出课堂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11月28日下午，
在芦墟实验小学会堂里，一年级205名学生集体加入中国少年
先锋队，成为光荣的少先队员。现场，关工委的爷爷奶奶们戴
着红领巾，和新队员一起重温入队誓词。

（芦关摄）

重温誓词重温誓词

——今年我百岁

姓名：朱阿凤
住址：震泽镇大船港村
爱好：拆纱

百 岁 档 案

大船港村有位百岁老人，村里没人不认得她

一生过着简单朴实的农民生活
见习记者 李裕强 高琛

朱阿凤朱阿凤（（前前））和大女儿和大女儿。。（（李裕强李裕强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