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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泾··

七律
家
文 杨松涛（曙光居民区）

晨曦邻里翩舞早，霞披宅人太极照。
亭廊河畔逗蝶影，温馨港湾暖心巢。
书斋墨韵千院香，轩窗世外百花笑。
礼乐归清得传承，人和家祥歌如潮。

清平乐
春
文 杨松涛（曙光居民区）

飞雪迎春，鹅绒漫天巡。春风春雨
万里春，昼夜无声滋润。
四季风调雨顺，大江南北竟春。长
城内外争锋 ，小康福祉后昆。

七律
夜深沉
文 刘祖年（淮阴居民区）

秉烛修行远俗尘，铜壶滴漏读经纶。
溪西犬吠惊深夜，屋北鸡啼报晓晨。
直望千流奔大海，低吟万壑锁无垠。
平生尽付心忠实，何惧江沙袭老身。

七律
深秋盛会
文 刘祖年（淮阴居民区）

火树银花不夜天，中华海上喜连绵。
万商云集江南地，百舸争流歇浦边。
耀眼金星交易促，当头淡月友情悬。
民风古朴何须教，世界同心驾宇船。

七律
进口博览会赞
文 刘祖年（淮阴居民区）

四叶华堂亮彩光，高精展品摆中央。
琳琅满目新潮味，散发周身智慧香。
美景留人趋雅室，良辰待客在商场。
纵观贸易全球化，玉宇琼楼不卸妆。

【诗歌】

我们是初升的太阳
———2019-2020 新泾镇青少年书画创作巡礼

坚持为青少年成长多做好事
———记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五老”志愿者庄关通

文 朱扬清（刘一居民区）

新泾镇关工委读书指导组组
长、“五老”志愿者庄关通弘扬“忠
诚敬业、关爱后代、务实创新、无私
奉献”的“五老”志愿者精神，积极
投身关心下一代的事业，为青少年
多做好事、多办实事，辛勤耕耘，连
续多年被评为市、区、镇优秀“五
老”志愿者。11月 17日，中国关工
委授予庄关通“全国关心下一代工
作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义务助学奉献大爱
庄老师曾是江苏省语文特级教

师，从教 30 多年，有丰富的理论知
识和教学实践经验。庄老师退休后
奉献大爱，不计时间、不计报酬、义
务助学，辅导中小学生语文阅读和
写作，为中小学生的成长奉献爱心。
2005年春，庄老师入住新泾镇

福泉居民区后，经常有人带着自己

孩子的作文向庄老师请教。庄老师
热情接待，认真指点。后来，庄老师
就萌生了在暑期办辅导班的想法，
这得到了居民区党组织的赞赏和支
持。于是从 2010 年暑假开始，庄老
师创办了 “70·12 悦读班”，有
12—20名中小学生参加。悦读班每
周活动一次，上课 2 小时。每次先
学习一篇现代文、一篇文言短文，以
及几句名言。而后，庄老师再出 3
个作文题，让学生选择其中一个题
目当堂写作文。对每一篇作文，庄老
师都认真批改，写上一二百字甚至
更多的评语，在下次上课时进行讲
评。庄老师说：“我办‘70·12’，想
让学生‘悦读，爱写，长智能’，希望
他们明白：学作文与学做人是统一
的。语文必须学好、也能够学好。学
语文必须注重‘积’。读与写密不可
分，读文言文不能囫囵吞枣。想写出
优秀作文，就要坚持多读、多听、多
看、多行、多思、多写、多改，决不能

‘套’、‘抄’、‘造’。而且，一定要
养成当堂作文的习惯。”
2013年 5月，庄老师还把悦读

班延伸到新泾中学。因为他了解到
有些农民工子女语文成绩欠佳，便
向新泾中学领导毛遂自荐，在该校
开办悦读班。连续 6 年，他在周五
辅导学生阅读和写作一小时，使很
多学生受益。

读书指导倾心尽力
每年暑假在中小学生中开展老

少结对读书、征文、演讲比赛的主题
教育活动，这是长宁区关工委工作的
品牌项目，也是“五老”志愿者开展
活动的重头戏，更是搭建对学生进行
爱国主义系列教育的七彩舞台。
2007年 8月，庄老师担任新泾

镇关工委读书指导组组长以后，把
志愿服务的主要精力放在老少结对
读书、征文、演讲比赛的主题教育活
动上。他十三年如一日，倾心尽

力，团结读书指导组成员认真做
好老少结对读书、征文、演讲比赛
的主题教育活动。每年，他认真准
备，做好功课，对全镇 33 个居民
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和关工干部
进行培训，辅导、解读如何读好读
本、写好征文、做好演讲，打好活动
的扎实基础。对区、镇关工委“关
爱行动”的对象、爱心育苗基金受
助者所写的征文，他格外重视、细
心指导。家境困难、家庭特殊的黄
同学、成同学，通过庄老师等“五
老”志愿者的重点指导，取得了长足
进步，先后圆了大学梦。多年来，新
泾镇的老少结对读书、征文、演讲比
赛的质量上乘，庄老师功不可没。
在与中小学生接触过程中，庄

老师了解到部分学生语文能力的短
板，口头表达、特别是演讲能力还
很差。为此，他根据自己指导孙女
训练口才的经验，对学生进行辅
导，反复强调口语、演讲的重要

性，传授提升口才的技巧，使学生
从中得益。每年，他在新泾镇关工
委的演讲比赛现场仔细聆听 30
多名学生的演讲，精心点评，不厌
其烦地作面对面的个别辅导。
2013 年到 2020 年连续 8 年，新
泾镇参加区演讲比赛的初中生和
高中生，都获得了一等奖。
十多年来，庄老师先后参与新

泾镇关工委、镇宣讲团、镇老龄工作
理论研讨组、区妇联家庭志愿服务
工作室等 4 个志愿者团队，经常忙
得不可开交。他常常放弃休息，挤出
时间。年纪不饶人，疝气、肺炎、牙髓
炎等疾患侵袭他，但他是“身体不
强精神强，都挺过来了”。他的口头
禅是：“我是教师，要坚持为人师
表；我是党员，要发挥模范作用。我
父母是农民，不识字，是党培养了
我，我退休后当志愿者为青少年的
成长做些好事，是对人民的回报，应
该的。”

【生活随笔】

文 周颂鲁（淞二居民区）

2019-2020，在镇关工委和团
委举办的两届青少年书画展上，我
给新泾镇青少年书画创作 “号了
脉”。“脉象”不错，像共青团团歌
里唱的“我们是初升的太阳”那样
蓬勃嘹亮。放眼孩子们的参展作
品，充满了喷薄的蒸蒸日上。

格调美
格调是书画作品的思想情操

和艺术品格，“格调美”是孩子们的
书画给我的第一印象。我以为，书
画启蒙的目的并不在拥有多高深
的技法，也不是为了培养几位画家
和书法家。包括青少年书画教育在
内的美育，其意义在于立德树人，
在于培育孩子们的思想、情操、创
造力和审美精神。就像从小锻炼身
体为的是磨砺意志、强壮体魄，而
不仅仅是成为一名运动健将。从欣
赏和评判的角度看，有格调的青少
年书画作品，除艺术表现力外，更
应该关注它的思想性。从两届书画
展的参展作品中不难看出，青少年
作者对格调的注重是显而易见的。
我细读了书法、绘画作品中的《长

征》《读书万卷始通神》《妈妈加
油，武汉必胜》《共抗疫情，同舟共
济》等。这些作品不仅创作技巧日
趋成熟，而且主题鲜明、正能量充
沛，真实反映了当前新泾镇青少年
书画创作的水平和趋势。尤其是
2020 年的书画展，受疫情影响在线
上举办，共收到 98件参展作品。经
专家初评和大众网上投票评出的
33件获奖作品，无一例外反映了波
澜壮阔、众志成城的全民抗疫斗争，
充分体现了小作者“书画献祖国，
笔墨战疫情”的“格调美”。
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小作者

及其作品的“格调美”是离不开耕耘
的。2018年年初，镇关工委关爱组组
长严素华萌生了一个美好的愿景：创
办一个青少年书画培训班。主要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的中华传统
文化为学习素材和创作内容，将孩子
们的书画创作与思想道德教育融为
一体。这个立德树人的好点子得到了
镇领导的支持，一个全名叫“新泾镇
青少年快乐书画苑”的培训班诞生
了，当年就办起了“学员习作书画
展”。2019年，“快乐书画苑”被确
定为镇关工委的品牌项目，还成了青
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基地。

神采美
神采是青少年书画作品应该表

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和艺术神韵。优
秀的艺术作品一定是来自生活、高
于生活的，这样的作品才有时代的
神韵。但想做到这一点，小作者必需
开阔思路，保持对生活的敏感和激
情。我很欣赏 2019 年绘画一等奖
获得者、9 岁的张朔涵的作品《春
光》。他没有描绘宽畅的居室，也没
有炫耀丰盛的美食，而是把莺飞草
长的“春光”比作今天幸福美好的
生活。整幅作品画面灿烂，想象丰
富，对生活的理解精准到位。难能可
贵的是，辅导老师没有将小作者的
创作引入构思雷同的空洞和贫乏。
而是激发他的想象，让他变成一只
小蜜蜂，在万紫千红的生活中提炼
艺术的神采，这就是师长的高明之
处。在2019-2020的青少年绘画创
作中，具有“神采美”的作品还有不
少。诸如14岁的蒋俐玮的《老街》，
12 岁的吴若霖的《妈妈加油，武汉
必胜》等都是这样的好作品。

稚拙美
2020 年的青少年绘画作品中，

有一幅 7 岁小作者程逸彬创作的

《战胜疫情共赏美丽世界》。作品抒
发了他在战胜疫情后，与全球的小
朋友一起到世界各地旅游的愿景。小
作者画笔下的鲜花、大树、轮船和飞
机虽然还很幼稚，但孩子的憧憬是发
自内心的、思维是创造性的。辅导老
师发掘的是“稚拙美”，看重的是“发
自内心的憧憬”，而并不在乎“像不
像”。这样的“发掘”和“看重”呵
护了小作者对艺术的热爱，将天
真和善良注入了自己的作品，同
时也品尝到了学习的趣味和书画
的快乐。我想，这位老师一定是懂
得“稚拙美”的行家。回顾新泾镇
2019-2020年青少年绘画作品，
在 5 岁的奚陈辰的《医生护士大
战新冠病毒》、9 岁的王乐融的
《武汉加油》等不少作品面前，我
也欣赏到了孩子们各具特点的
“稚拙美”。萌娃学步，跌跌撞撞
是正常的。相反缺失了这个过程，
就不会走路了，更谈不上迈开大
步奔向光辉的明天。我们应该走
进不同年龄孩子的心灵，携手
“稚拙美”，鼓励并守护他们在书
画艺术的道路上自如、大胆地往
前走。像“初升的太阳”去创造书
画、乃至人生中的辉煌。

【生活札记】

【笔墨横姿】

《妈妈加油，武汉必胜》 吴若霖（12 岁） 《战胜疫情，共赏美丽世界》 程逸彬（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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