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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老教授协会教育扶贫正式启动

信息之萃

我校老教授协会与市老教授协会
联合开展慈善捐赠活动

8月10日上午，“上海市老

教授协会帮扶固始革命老区“

教育发展项目启动仪

式在河南省固始县委

礼堂举行。

在上海市老教授

协会会长马德秀带领

下，上海市老教授协会

副会长、秘书长和本市

各高校老教授协会秘书

长一行36人参加了启动

仪式。

教育扶贫是上海

市老教授协会积极响应

习总书记提出的：“要动员东部

地区社会组织、各界人士积极

参与脱贫攻坚工作”的号召，开

展“精准扶贫”的一项举措。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上海

市老教授协会首先进行了深入细

致的调研，选定位于大别山南麓

的国家级贫困县——河南省固始

县作为教育扶贫的对口地区。之

后，又多次与河南省和固始县

有关领导研究，确定了教育扶贫

的理念、路径、方式、方法和步

骤，还成立了由本市各高校老教

授协会会员组成的“百人讲师

团”，其中有两院院士、知名学

者参与。

我校老教授协会有5名会员

被上海市老教授协会聘为“百

人讲师团”成员，他们是唐国

春、陶霖、徐佩莉、沙梦麟和

黄为民。在启动仪式上，黄为

民代表我校老教授协会领取了

由上海市老教授协会颁发给5位

会员的聘书。

启动仪式后，有6位老教授

和知名校长为固始县的200名中

小学校长授课。（本刊编辑）

根据我校老教授协会今年的工作计划，我校老教授协

会与市老教授协会在普陀校区联合开展了慈善捐赠活动。

我校老教授协会30名会员积极参与了这次活动，纷纷

捐衣物，献爱心。他们是：

李锡钢（5件） 、唐国春（13件）、周敬贤（13件） 、

陈慧华（10件）、黄为民（14件）、潘菊娣（5件） 、

韩大本（9件） 、 郭维芹（2件） 、王济生（7件） 、

钱永苏（5件） 、 徐林华（6件） 、刘驱艳（3件） 、

张盛教（25件）、徐美珍（20件）、傅师闵（4件） 、          

陈伟达（6件） 、陈均良（10件）、黄道芳（20件）、

陈敏超（4件） 、徐佩莉（46件）、沙梦麟（12件）、

顾曾逵（30件）、宣正勇（5件） 、陈炳宗（2件） 、

周静方（4件） 、杨文堃（11件）、季孝良（10件）、

王少华（7件） 、胥百琴（6件）和 钱安国（15件）。

其中李锡钢老师因要接他的爱人出院，故一早就将捐赠

的衣物送到普陀校区；周敬贤老师因身体不适，在他夫人陪

同，一起参加了捐赠。                           （本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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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老教授协会安排，

我校老教授协会会长徐佩莉

带领30多位会员参观考察了

星堡浦江养老社区，并顺道

游览了古镇召稼楼。

星堡浦江养老社区位

于闵行区浦江镇，是由复

星集团和美国峰堡集团共

同合资成立的，也是上海

市老教授协会的定点参访

处。我校老教授协会30多

位会员在星堡浦江参观考

察了住宿房间、多功能活

动室、咖啡厅、影视厅、

图书馆、电脑房、美容美

发室、书画艺术室、健身

房、餐厅、医疗室等各种

生活、休闲、娱乐活动

设施，对这里提供的全新

养老模式留下了较深的印

象。同时，会员们也提出

了一些改进的建议，以期

让星堡社区的一站式全程

服务更加完善。

下午，会员们顺道游

览召稼楼古镇。召稼楼古镇

位于上海闵行浦江镇，为3A

级旅游景点，具有古典园林

风格的“礼园”是召稼楼古

镇的核心。礼园内有上海城

隍秦裕伯纪念馆、浦江大禹

叶宗行纪念馆、秦怡艺术馆

等。秦裕伯是元明两朝县

尹，他造福乡梓，被明太祖

朱元璋敕封为“上海城隍”

；明代水利专家叶宗行开浚

河道，为汇通黄浦江吴淞江

立下功绩，遗泽后世；秦怡

则是大家熟知的德艺双馨艺

术家。会员们在召稼楼礼园

信步漫游，饱览具有苏杭建

筑特色的亭台楼阁、厅堂轩

廊，感到这里不仅是敬仰乡

贤的文化场所，也是陶冶情

操的园林，活动时间不长，

然而内容丰富，很有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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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娟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创造慈善教育的美好未来
陈均良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 七

一”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到 “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

是对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的政

治要求。坚持“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就要做到坚定理

想信念，永葆忠诚本色，使

命面前不推脱，责任面前不

退缩。共产党员的“初心”

，就是入党誓言，即使已经

退休的党员，“初心”不能

变，“继续前进”的动力不

能减！

2010年退休后，我在上

海市慈善教育培训中心第二

次上岗。该中心是1995年1

月，由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与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联合创办

的，一家专门从事慈善教育

的培训机构。二十多年来，

培训中心坚持“知识扶贫，

助人发展”的宗旨，拾遗补

缺，按需施教，对社会弱势

群体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岗位

技能培训，得到社会各界资

助9000余万元，培训学员18

万余人，经过岗位技能和创

业培训的学员，50%以上实现

了就业或创业。由于成效显

著，培训中心先后获得“上

海市再就业培训先进集体”

、“第二届、第七届上海市

慈善之星”、“壹基金典范

工程奖”等荣誉，2013年被

认定为5A级社会组织。 

培训中心党支部隶属于

二工大退休党总支，现有员

工17人，其中党员13人。

培训中心的领导班子成员主

要来自二工大的退休党员，

他们牢记“知识扶贫，助人

发展”的宗旨，团结和带领

培训中心的全体员工励志前

行，奋斗在慈善教育行列。

特别是近年来，培训中心循

序渐进地推进改革，不断创

新慈善教育内涵、创新管理

制度和工作方法，整合社会

资源，力求在联合中做大项

目，在联动中打造品牌，在

联手中赢得机遇，实现慈善

教育新的发展。目前已经形

成创业、就业技能培训、老

人教育培训、少儿品格和体

育艺术培训、社会组织能力

建设等四类培训体系。2014

年承接项目总金额达800多

万元，各类培训对象达3.3万

人，2015年承接项目总金额

达近千万，各类培训对象达

3.8万人。

培训中心的每一位党员和

员工热爱慈善教育事业，授人

以渔，知识扶贫，他们结合《

慈善法》的颁布实施，在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激

励下，为创造慈善教育美好明

天，“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学习是基础，怎么做才是关键

今年是我们伟大的中

国共产党成立9 5周年，中

央决定，在全体党员中开

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这是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之后，深化党内教育的

又一次重要实践活动，是一

次要求全体党员从同一主题

教育活动向灵活性教育转变

的重要举措。作为一名4 0

年党龄的退休党员教师，应

积极参加退休党支部的组织

生活会，充分认识学好党章

党规、学好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是这次学习教

育的根本任务。学习是实践

的基础，怎么做是实践的关

键，落实好“两学一做”，

我认为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要从理想信念上去

扎实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

人的精神之“钙”，没有理

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

定，精神上就会“缺钙”，

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出

现越规出界、跑冒滴漏的问

题。因此，扎实开展好“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要在加

强继续提升党员理想信念上

打好基础。通过学习教育让

自己自觉把党章党规和习近

平系列讲话要求转化为自身

做事的指南针，努力做到思

想上、工作上、生活上与党

中央步调一致，以实实在在

的行动证明教育的意义。近

年来，我们党持续推动思想

政治建设，党员队伍思想政治

素质有了新提高，但也不同程

度地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

的政治意识淡薄、规矩意识不

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

的党员意识淡化，甚至丧失党

性原则，在党不言党。

二、要从讲纪律守规矩

上全面落实。党章和党规是每

一位党员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

准则，特别是每一名党员干部

应该严格遵守，认真执行。通

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使

自己明确知道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使党章党

规铭记在心，并约束自己的行

为，严格要求，自觉按规矩办

事。要通过本次学习活动，使

每位党员能在关键时刻，保

持清醒的头脑，遵守法纪，

讲该讲的话理直气壮地讲、

不乱讲、不胡说，时刻牢记自

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要为党的

事业增砖添瓦，增色添彩。通

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

动，党员干部要敢与歪风邪气

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敢于用党

纪党规规范不当行为，确实维

护好党纪党规的严肃性和权威

性，使每一位党员对党规党纪

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要立足于充分发挥

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学习是

基础，怎么做才是关键，只有

充分发挥共产党员模范带头作

用，才能更好为学校的教育改

革献计献策，重视不同形式的

载体作用，组织退休党员开展

不同形式的活动，发挥余热，

引导广大党员教师爱岗敬业、

敢于担当，始终保持积极向上

的精神状态，在服务中磨练党

性，提高自身修养，真正发挥

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入自

己力所能及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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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佩莉

志 愿 捐 衣 献 爱 心   变 废 为 宝 作 贡 献

我会组织会员赴市老教授协会
天目湖基地参访活动

黄子兴

由上海市老教授协会慈

善工作站开展的废旧衣物（

纺织品）回收再利用项目已

实施多年，去年我校老教授

协会也组织会员积极参与，

老教授们纷纷表示愿意持续

参与此项慈善环保项目。经

今年5月18日在高校慈善沙龙

进一步推介后，引起高校慈

善志愿者队伍和师生的参与

热情。

废旧纺织品回收再利用

项目，主要能有效解决环保

难题，实现资源循环使用。

随着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的

改善，每人都有一些闲置衣

物需要处理,如果随意丢弃，

会增加城市垃圾处理总量，

尤其是化纤织物填埋后几十

年无法降解，成为严重的环

保难题。通过开展废旧纺织

品回收再利用项目，可实现

资源循环使用，在处理过程

中不产生二次污染。同时，

可节省大量棉花、羊毛、化

纤等纺织原料和化工能源原

料。这次开展的废旧衣物回

收再利用所回收的废旧纺织

品，统一交由上海源缘实业

公司处理。该公司是上海市

政府指定的废旧纺织品处理

单位。源缘公司承诺不以盈

利为目的，经营所得将用

于支付场地、原料、运输、

人工等成本费用，增添回收

箱和运输车辆等。公司通过

对回收旧衣服再次分拣、消

毒、分流，对不能使用的废

弃旧衣服全部进入获得国家

工信部认定为我国废旧纺织

品回收利用的示范企业，重

新开松、纺纱、织布。经加

工变废为宝：毛线经消毒、

重新编织成御寒物品。棉毛纺

织品与新原料一起再纺纱、重

新织布做衣。其余的化纤织物

可加工为沙发、床垫、汽车内

衬的填充料和绝热层，也能织

成地毯、土工布、农业大棚的

保温毯等。

废旧纺织品回收再利用

项目，还可提高捐衣的利用价

值。回收后的衣物，第一道工

序是组织力量挑选一些有继续

穿着价值的衣物，经过严格消

毒工序，捐助给困难学生或对

口支援贫困地区。还有一部分

经重新纺织加工后的衣物、毯

子送往希望小学，进一步发挥

项目在扶贫帮困方面的作用。

9月1日，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慈善法》的实施日，9

月5日是首个慈善日。慈善将

进一步融入我们的生活，根植

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我们

老教授要将慈善法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积极参与慈善公益

行动，当慈善文化的传播人，

做乐善好施、守望相助的带头

人，让善行成为我们生命中重

要的经历，夕阳生活中一道美

丽的彩虹。

我会组织会员一行60余

人赴市老教授协会的天目

湖基地进行参访活动。

会员们首先参观了当地

的平桥石坝。石坝水库集水

面积有1 3平方公里，库容

量为72万立方米，坝长108

米，坝高24米，是当地村民

于19 7 4年自己动手垒石而

成。平桥石坝达到了兴修水

利，造福于民的目的；也体

现了人民众志成城，改造自

然的精神。我们到达时，只

见十余支瀑布飞流直下，宛

如白龙，声洪如雷，气势十

分壮观。

第 二 天 是 本 次 参 访 活

动的重点——瞻仰新四军

江南司令部的旧址和新四

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旧

址原为当地村上李姓的宗

祠，始建于明代，是一所

三进四厢房的建筑。19 3 8

年 至 1 9 4 0 年 是 陈 毅 、 粟

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办公兼住宿的原址，于

200 9年维修复原。194 0年

春，陈毅与张茜在此举行

了简朴的婚礼。 1 9 8 4年 4

月，粟裕将军部分骨灰安

放在后天井内。史料展览馆

建筑面积有40 0 0平方米，

以丰富的展品、史料反映了

新四军在江南抗日的丰功伟

绩；又用高科技的手段展示

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历

史，让我们受到了形而又生

动的革命传统教育。

会员们还顺道游览了天

目湖山水园，欣赏了天目湖

美丽的山水风光；到宜兴参

访了台湾星云法师主持修

建的大觉寺。

这 次 天 目 湖 参 访 活

动，充分体现了我校老教

授协会贯彻上海市老教授

协会“老有所学、老有所

思 、 老 有 所 乐 、 为 老 服

务”的宗旨，活动取得圆

满成功。

上海市老教授协会工作站

上海市老教授协会办公室

地址：华山路1954号交大浩然高科技大厦211室

电话：63233667

慈善工作站

地址：梅陇路130号华东理工大学图书馆二楼

咨询电话：64251882

中医养生保健咨询站

地址：零陵路530号208室

咨询电话：64036907

值班时间：每周五上午9：00-11：30

 

运动健身指导工作站

地址：恒仁路350号上海体育学院111室

咨询电话：35051089

值班时间：每周三下午1：30-4：00

 

法律专家咨询站

地址：万航渡路1575弄华东政法大学正门西侧80米处玻

璃房

咨询电话：62134090  值班时间：每周一、三上午9：00-

11：30 



4版夕阳之炫2016年9月26日

我校老教授协会组织会员参观新四军纪念馆
陈均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