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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来到岭南师范学院 90
岁退休教师郑光华老人家里时，看到她
正在家里忙着整理学生的剪（刻）纸作
品，准备 11 月在校园举办“壮丽七十
年 青春心向党”剪（刻）纸图片展暨文
艺晨会。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国
庆节前，郑光华老人带领学生以“青春
向祖国告白”为主题，创制“我爱红船”
的剪刻纸作品，以红色剪刻纸卡片的形
式，自筹经费印制两万张，整合成3300
多套（每套 6 张），免费邮寄赠送给北
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部分幼儿园和中
小学。

事实上，在每年的国庆节前后，郑光
华都会带领同学们在校园举办红色剪纸
展。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
年”“喜迎党的十九大”“纪念长征胜利80
周年”“学雷锋、树新风”等大小展览已举
办过十余次。

90 岁独臂老人用红色剪纸
诠释爱国情怀

郑光华老人退休近 30年，耕耘不
辍，特别是近18年来，她带领岭南师范学
院的学子，开展“中华魂 朗－读－写”
活动，用先学党史国史、再教学生将红色
故事用剪（刻）纸作品做出来的独特表达
方式，传递着一个身残志坚的老共产党
员用实际行动书写“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人生故事。

“一个不懂历史的人是没有根的。
我们培养的大学生应该是有根、有魂的，
做剪（刻）纸前必须学习和领会其精神内
涵。”郑光华在学校关工委“谈心亭”设置

“流芳小书库”，这是她多年收集和购买
的有关党史国史的书籍和图集，这些书
成为她带领学生剪（刻）纸课上选取素材
的主要来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生慕名加入
郑光华所指导的“丹心·汗青”剪（刻）纸
艺术班。在她的指导下，学生创作的擷

取中国共产党党史中重要历史时刻、重
要历史人物故事的“南湖红船”“南昌起
义”“遵义会议”“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等
一幅幅生动的红色剪（刻）纸作品，最终
变成了每年校园展览会作品呈现在广大
师生面前。

2017年，郑光华将一幅幅传承着红
色基因，展现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
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的剪（刻）纸作品分
类整理，主编了一本红色剪（刻）纸专著
——《燕岭花开》，该书出版后成了岭师
学子争相传阅的爱国主义教材。

今年4月，郑光华从自己的退休金
和生活费里筹集出版经费，又主编出版
了一本弘扬“红船精神”的新书——《燕
岭花红》，该书以剪刻纸艺术作品生动
形象地阐述党的一大、嘉兴南湖红船等
历史与革命故事……从《燕岭花开》到
《燕岭花红》，两本剪（刻）纸专著书印记
着一个老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足迹。

30年退而不休践行老党员的
初心使命

郑光华老人出生在南昌市，1990年
退休后积极投身于关心下一代工作。30
年退而不休的她，曽被评为全国关心下
一代先进工作者、连续多次被评为全国
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和省教
育厅关工委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30年如一日，郑光华作为学校“流芳
文化协会”指导老师，经常在家门口的

“流芳亭”与青年学生讲流芳的革命故
事，通过剪（刻）纸传递国史党史，是郑光
华带领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

“阵地”。在岭南师院提起“谈心亭”，很
多人都知道由郑光华老师创办，为方便
学生她把“谈心亭”搬到家里，推心置腹
与数千名青年学子谈过心。之后还与时
俱进将“谈心亭”搬到网上，成立“知心
友·谈心亭”网站，帮助更多青年学子疏
通思想困惑树立报国之志，该网站在全

国高校“百佳网站”评选中曾被评为“校园
人气50强网站”，获全国教育系统关工委
优秀基层网站评比二等奖。

“我希望通过这些红色剪纸作品，用
特别的方式，让幼儿园和中小学生对历
史产生兴趣，从小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
精神。”郑光华说，她引领学生到湛江有
关中小学宣讲革命英雄故事时，都带着
介绍英雄事迹的剪纸图片，在每幅剪刻
纸作品的右下角都有写明该作品的历史
背景与意义，启发学生想象历史环境并
通过再现历史场景的方式使学生更好地
学习党史内容、领会党史精神、培养爱国
爱党热情。

90岁高龄的郑光华如今依然每天忙
碌着，每当有人劝她不要太操劳，她总是
笑着说：“为学生工作、服务，使我心情愉
快，劳逸结合更能延年益寿。”在她的心
里，还有一个更大的愿望——和师生一
起把岭南师范学院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岭南师范学院九旬退休教师郑光华：

2万张“红色卡片”传递初心使命

郑光华(中)正在指导学生开展剪纸活动。 通讯员 关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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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古树伞如盖，绿树成荫，地下却
鲜见一片落叶。民居炊烟袅袅，房前屋后
干净整洁；村规民约、乡风民俗文化墙清
新悦目；地上既看不到家禽粪便，也没有
随意堆放的杂物；水泥硬底化环村道两旁
绿意盎然，村纵横小巷干净整洁，每家每
户门前都有一个环保垃圾桶；整条村庄环
境干净、整洁、有序。10月31日上午，记
者走进吴川市吴阳镇垌儿村时，被这条干
净整洁的小村庄吸引了。

“我是专门从事新农村设计与施工一
揽子打包的承建者，这两年一共做了几十
条新农村建设案例，对新农村建设有一定
的经验。借鉴别人的经验再结合我们村
的实际情况，首先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再
致力打造特色乡村的建设，向乡村振兴升
级版发展。”垌儿村的村干部李华炎一边
带记者环村参观，一边描述乡村建设蓝
图。

“我在深圳创业32年，从事的是建筑
装修行业，以承建街道办工程为主，所以
在村的美化细节上很关注。自从回来兼
职做村干部，一直在深圳、吴川两地跑，
感觉花在事业上的心思都没有在村里的
多，但看到村庄日渐变靓，付出多少心血
和努力都是值得的。”垌儿村的村干部陈
日荣说，从决定回来要为村里做一些事
情之后，他就告诉自己一定要把在深圳
创业生活了32年的美丽人居理念带回
来，和村干部一起把垌儿村变靓变整洁。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垌儿村的村民
自发成为保洁员，不要村里的一分报酬，
每天把村打扫得干干净净。都说基层工
作最难做，垌儿村是如何激发村民自发性
和主动性的？在深入走访后，记者逐渐探
寻出了这条村庄不过半年时间就“脱胎换
骨”从而变靓的“良方”。

乡贤当村干部，清洁村庄自身作表率

“垌儿村的村干部一共有13人，其中
乡贤占了4位。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乡贤

在带动村民改变观念养成好习惯上起到
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半年前垌儿村的村
容村貌和现在是没法比的。我在深圳创
业32年了，习惯了大城市人居环境的靓
丽、舒适，回来做一名村干部就要考虑到
如何才能把村里的陋习改掉，真正让乡村
因改变观念而持续变美。”陈日荣说，要转
变村民的思想，村干部首先得以身作则，
作表率。半年前大家做过数次开会总动
员，做过思想教育，但收效甚微。后来，大
家达成一致共识，村干部从自家亲人和
亲戚开始做通思想工作，合力清杀蚊虫，
清理房前屋后得杂物，并打扫门前卫生，
逐渐形成村道村巷的对比，带动邻居共
同参与。

与此同时，村干部经常上门到每家
每户做思想工作，并问几个很浅显的问
题：“把村打扫干净的感觉舒不舒服？好
不好？要不要坚持下去？怎样才能坚持
好？有了现实版对比，有了面对面互动，
做通了绝大部分村民的思想工作。对一
小部分思想比较“顽固”的村民，村干部
通过村里建立起来的青年微信群，在群
里沟通让他们做家里人的思想工作，做
得不合格的在群里直接点名，这样一来
效果更明显。

“一般来说，在外创业的乡贤在村里
都是比较有名望的、凝聚力强、引领作用
也强。他们回到村里真正为村做实事，不

图个人利益的话，这样大家都很拥护，工
作起来也很有成效。”陈日荣说。

最好的凝聚力，要让村民有获得感

“做村干部不像做生意，村干部不但
要耐心，细心，还得切切实实地让村民看
到希望，有收获！在动员大家进行‘三清
三拆三整治’之前，我们做了一个有凝聚
力的产业项目，村集体投资养殖鸡场。村
里有经济能力的投资参与，家庭有困难
的，我们通过相关部门或一村一品等方式
筹集一部分资金分摊给他们，让全村的村
民都成为这个产业项目的股东。目前我
们这个项目已投入200多万元，接下来会
追加投资达400多万元。最好的凝聚力，
就是要让村民看到我们村干部做事的实
力，看到希望并有获得感。”李华炎谈到，
就是通过这个产业项目的带动，前期的

“三清三拆三整治”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
应，在接下来的几次号召行动中，大家都
积极参与。

陈日荣说，早在半年前村里开始“三
清三拆三整治”时候，村干部尤其是党员
要加强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以身体力行、
引领村庄环境文明新风尚。最好的村规
民约，应该是让村民感觉到心贴心。陈日
荣告诉记者，早期村里的保洁员每天每人
给100元的报酬，给了几天之后，她们得
知村干部每月工资仅350元之后，依然付

出这么多精力维护好村容村貌，她们就不
再好意思提要报酬了。自此，村保洁员开
始自愿保洁，每天准时打扫村里的卫生。
为了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垌儿村民
小组和村民签署了“门前三包责任书”：包
卫生、包绿化、包秩序。垌儿村一共分8
条巷道，每条巷抽4户村民以责任制方式
保洁，如浇花草、清理路边垃圾，维护好巷
道的整洁度等等。很快，村民都自觉把门
前打扫干净，把家禽圈养，清理房前屋后
的垃圾，形成了人人看齐的风尚。陈日荣
说，接下来他会和村干部班子成员在结合
美丽乡村建设、森林乡村创建上，继续引
导村民们爱护和维护环境卫生，培养良好
卫生意识和文明生活习惯。

“村周围文化墙上图文并茂的村规民
风，都是村里出的大学生自己画上去的。
村干部以这种方式让村民体会乡村文化
的魅力，在美化村庄的同时为营造文明乡
风尽一份力。”吴川市委常委尤荣谈到，
垌儿村更多从细节上按照“边整治、边宣
传、边引导”的工作思路，在做好群众宣
传发动工作上起到了显著的成效。

尤荣表示，鼓励建立健全村庄公共
环境保洁制度，推动形成民建、民管、民
享的长效机制。在进一步完善村规民
约，明确村民维护村庄环境的责任和义
务，增强农民群众自觉性主动性上，垌儿
村在确保村庄常年保持干净、整洁、有序
上作出了表率。

整治好人居环境，推进乡村振兴

李华炎说，垌儿村的人居环境整治得
好，最主要得益于村干部团结合力，尤其
是外出乡贤的无私奉献。村干部懂得如
何凝聚村民思想，让他们意识到自发主
动做好村民的义务本来就是一份职责。

“垌儿村百分之六十外出务工的都
是从事建筑行业，乡村振兴这块我们将
从特色出发，准备打造建筑文化墙，把我
们的建筑作品都集中收集起来，以文化
墙的形式展现。”李华炎说，经过前期村
干部大量细心深入的互动，垌儿村整体
村民的素质不断提高，除了培育有属于
自己的产业项目增加集体收入之外，还
会根据村的人文特点打造特色乡村。接
下里会在保护古树群的前提下，再延伸出
休闲地带；在村中的一个鱼塘周围打造小
湿地公园，对村的细节规划上再精心打
磨，向乡村振兴升级版推进。

垌儿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本报记者 李忠 摄

人居环境整治描画吴川垌儿村“高颜值”

本报记者 欧丹丹

乡村振兴战略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特约通讯员
谭总 通讯员邓燕君）10月28日晚，“健
康人生，绿色无毒”2019年徐闻县禁毒宣
传文艺晚会在该县文化广场举行（如图，
本报记者 刘冀城 摄）。

这次禁毒宣传主题文艺晚会，旨在弘
扬和传递“拒绝毒品、人人有责”的社会正
能量，进一步推动徐闻县禁毒工作深入开
展，提高人民群众对毒品危害性的认识，
倡导和呼吁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行动起来，
全社会营造“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浓厚
氛围。

晚会通过舞蹈、歌曲、朗诵、小品、演
讲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以及现场穿插
有奖竞猜和播放宣传视频等，向广大群众
宣传毒品给个人、家庭、社会造成的危害，
同时普及禁毒知识，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最大限度地防止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沾染毒
品，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禁毒的良好氛围。

徐闻县举行
禁毒宣传文艺晚会

本报讯（记者邓耀瑞 通讯员周湛
扬）10月30日下午，由广东省体育局和广
东省教育厅主办的2019年广东省“省长
杯”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U12组的比赛
在广东顺德落下帷幕。广州足协在冠亚
军决赛中战胜深圳南山夺得冠军，湛江市
体校在季军争夺战中2：1击败佛山市体校
夺得季军。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顺德、深
圳、广州、湛江、珠海、汕尾等城市的20支
球队超过300人参与。

继早前湛江市体校U12女足在广东
梅州五华夺得“省长杯”该组别比赛第三
名后，市体校的U12男足也斩获季军。

市体校男、女子Ｕ12两支队伍在中国
足球发展基金会“菁英计划”的资助下，经
过近一年的训练比赛，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市体校教练员表示，这只是一个良好
的开始，未来在比赛成绩和人才培养方面
的工作，仍然任重道远，需要不忘初心，扎
实工作,力争取得更好的成绩！

2019“省长杯”

市体校U12男女足
均获季军

本报讯 （记者潘洁婷 通讯员梁
苑）10月31日，由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梁
立云作为主讲人，主题为“学党史，守初
心，担使命”的湛江文化讲堂活动在湛江
书城金沙湾店举行。通过专题讲座，进一
步增强群众对党史国史的了解，提高市民
文明素质和城市整体文明程度，助力湛江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讲座中，梁立云围绕“我是谁、为了
谁、从哪里来、到哪儿去”，深入浅出地解
读了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建设的光荣传
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带领大家系统
回顾了98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历的重重考
验，走过的艰难道路以及开创的波澜壮阔
历史。

到场聆听的党员干部们纷纷表示，
通过聆听讲座更加深刻地了解了我们党
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进
一步深入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自觉锤炼政
治品格、坚定理想信念，爱岗敬业、砥砺
奋进。

湛江文化讲堂举行“学党
史，守初心，担使命”专题讲座

进一步增强群众
对党史国史了解

本报讯 （记者林小军）10月31日凌
晨1时许，坡头区官渡镇广湛路南一家二
层五金店发生火灾事件，该店第一层起
火，过火面积约60平方米，现场救援人员
从火灾中救出五人，其中四名伤者送院紧
急抢救无效身亡。

事故发生后，市应急局高度重视，指
示要全力抢救伤员。坡头区委、区政府主
要领导和区公安、应急、消防、官渡镇等相
关部门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3
时许，扑灭火灾。随后区委书记谢伍、区
长陈景泰在官渡镇召开现场紧急会议要
求：一是尽一切力量全力以赴做好受伤人
员的抢救和善后工作，只要有一线希望都
不要放弃；二是进一步查清事故原因；三
是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立即开展全
区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

坡头区官渡镇
发生一起火灾事故

初心故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