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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大爷，今天
来社区有什么事吗？”“今天没
什么事情，我就是想捐一万块
给社区……”7 月 8 日上午，
95岁的离休干部王兆孙来到

金东社区便民服务大厅，从包
里拿出一叠刚从银行取出来的
一万元钱，交给社区工作人员
黄玲琳，说是捐给社区慈善分
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
群体。

黄玲琳在和老人进一步聊
天中得知，这两天老人在小

区楼下的爱心红榜里看到很
多人都捐了款，心想这么多
年来社区对他也挺照顾的，再
则当天刚好是老人的生日，就
想着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献出
一份爱。于是，王大爷当天一
大早就去银行取了钱，早早地来
到了社区便民服务大厅，把钱捐

了出去。
得知王大爷当天生日，

金东社区书记陈维维立即购
买了生日蛋糕和鲜花，带着
社区干部来到老人家中为老
人庆生。

陈书记说，老人为人和
善，邻里关系很好，平时生

活也比较节俭。鲐背老人献爱
心，资助社区一家亲。陈书记
表示，感谢老人为社区建设做
出贡献，希望能有更多的热心
人士参与到社区的建设中，促
进邻里和睦、环境宜居，共建
和谐美好家园。

生日当天，“寿星”捐款一万元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沈科央

为丰富社区妇女的精神生活，近日，群丰社区妇联在社区文
化礼堂开展了“巾帼心向党 礼赞新中国——群丰社区巧娘剪
纸”培训活动，邀请了社区剪纸能手周慧儿给大家授课，吸引了
许多中老年妇女前来参加。

■摄影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俞佳悦

巧娘剪纸

“1941年4月，浙东沦陷，日军
控制沪杭甬铁路、公路和海上航线，
古窑浦成为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海
上门户……1945年9月底，新四军浙
东纵队奉命北撤。期间，古窑浦人民
群众大力配合，因此古窑浦成为敌后
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红色堡垒村、红
色海上门户。”随着慷慨激昂的声
音，一段红色革命故事在陈长根的叙
述下慢慢显现往日荣光。

勇于创新 勤出教材
种桃：带动农民集体致富

陈长根生于 1946年，距离他入
党也已经有 54年了。1964年，18岁
的他光荣入伍，在部队磨练了五年
后，回到家乡古窑浦村，成为了五洞
闸社史展览的带队人。1973年，陈
长根来到古窑中学，成为学校负责人
的同时，开始了他 12 年的教书生
涯。语文、历史、地理、农业……知
识面极广的他，是学校里的骨干教
师，同样，做了 24个学期班主任的
他，也是孩子们的好老师，参加了慈
溪县首届班主任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教书期间，陈长根深知学海无
涯，于是主动参加了为期4年的函授
大学学习。本以为就这样在学校奉献
一生，谁知 1984年，古窑中学校址
变迁，由于离家较远，陈长根深思熟
虑后，离开了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
随后的几年间，陈长根办过家庭工
厂，虽然效益也不错，但他始终觉得
这仅仅是个过渡期。“接下来要去干
什么？”陈长根回忆，“当时古窑浦的
水蜜桃种植业已经颇有起色，每年都
以几百亩的增速发展，加上我本来就
对农业感兴趣，我就没有犹豫，准备
去当个农民。”

和普通桃农追求稳产不同，陈长
根种桃子，更多是创新与实验。有了
自己的 6亩田地后，他动过不少脑
筋。为了解决家乡桃农普遍种植玉
露，但玉露容易烂的问题，他陆续引
进了十来个品种，解决易烂问题的同
时，也保障了早中晚三期的产量；为
了让桃子的口感和产量进一步提升，
他对农药也进行了深入钻研，熟知每
种病害的“克星”，也掌握了打药的
最佳时期。

渐渐地，向他请教农药和种植技
术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干脆提议他何
不开一家农药店。2005年，陈长根

的农药店开张了。为了把种植技术告诉
更多的人，帮助农户提高效益，20年
间，陈长根先后出了两本书和一张光
盘，其中《古窑浦水蜜桃栽培技术》教
材代表掌起参加全国社区教材评级，获
得优秀奖；《水蜜桃芽接技术》光盘获
得 2014年慈溪科技一等奖；其本人也
凭借《古窑浦水蜜桃田间管理技术指
南》等论文获得全国农技师证书。

“古窑浦人几乎家家都种桃子，可
以说古窑浦和水蜜桃已经成为了密不可
分的关系。”陈长根说，“能为家乡的产
业兴旺出一把力，让大家在致富道路上
迈出更大的步伐，是我做农民最大的骄
傲。”

广收资料 义务讲解
宣讲：让红色基因生生不息

也许是故土流传的红色基因，也许
是当兵埋下的红色种子，陈长根的心里
一直萦绕着“传承梦”。“我出生于抗战
年代，也在红色氛围中长大，听过的每
一个革命故事我都牢牢记在心间。让一
代代的人都能铭记历史，这个念头在我
心里不断膨胀，我必须付诸实践。”陈
长根说。

2001年，古窑浦村由原来的四个
小村合并为一个大村，陈长根觉得时机
到了。他开始写信给村、镇，乃至市级
单位，申请在古窑浦建立红色革命基
地。与此同时，他开始奔波在附近村

镇，向当时八九十岁的老人们收集抗战
故事，了解抗战历史。有些地方远，他
就踩上一天的自行车，有些地方虽近，
可为了多访问几个老人，一天走下来也
让陈长根直不起腰。就这样，十三个月
时间，他收集了厚厚一大本资料，为后
期建馆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在他的努力下，2007年，浙东敌
后抗日根据地“海上门户”陈列馆终
于成立了。馆内详细记录了抗战期间
在古窑浦发生的动人心魄的战斗和令
人敬佩的革命英雄。可陈长根的“传
承梦”并没有就此进入尾声。从 2008
年开始，他成为了陈列馆的红色志愿
宣讲员，并且一讲，就是11年。

“我一直把宣讲工作放在我的首
位。”陈长根说。从那以后，只要有群
众来馆内参观学习，陈长根就会随叫随
到，为来访者讲上一段动人的传奇。由
于馆内大部分史料都由他收集整理再经
官方考证，所以这些烂熟于心的故事从
他嘴里讲出来，总是格外生动且有画面
感。“陈老师的身影时常在陈列馆中出
现，总是穿着一件干净简单白衬衣的
他，讲起故事来精神矍铄，一点都看不
出已经是古稀高龄，这份精神也时常激
励着我们，向他学习，奋发向前。”该
村工作人员说。

随叫随到，是陈长根作为红色宣讲
员的属性，但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一定
影响。比如有一次，他的精品桃园正是
盖大棚的时候，大中午听说馆里来参观

者了，他连忙放下手头的工作，匆匆赶
去宣讲。等他回来一看，桃树尖上早已
被毒辣的太阳晒焦泛黄了。“没敢跟老
婆讲，毕竟我答应她会顾好家里的
事。”陈长根笑着说，“但是桃尖枯黄换
来的是给几十人讲述红色故事，让大家
牢记历史，我就觉得值得。”

据统计，仅 2019年二季度，掌起
镇古窑浦村红色革命基地就迎来了近
20批学习团队，最大的团有 40 余人，
最小的也有近 10人，“可红色故事讲
再多遍我都不会厌。”陈长根说。随着
年纪增大，陈长根想到仅靠他一人的
力量远远不够。今年，镇委党校选拔
培养了一批红色志愿宣讲员，作为其
中一员，他平常也负责指导两位老师
进行古窑浦村的红色讲解。另外古窑
小学开展了红色故乡课题活动，陈长根
亲手写了 5份不同的红色讲义，交给 5
位小小讲解员，“要把红色接力棒传下
去。”陈长根说。

当记者问陈长根打算宣讲到几时，
他笑着说，“一直讲下去呗，到讲不动
为止。”说着，他还眨眨眼悄声道，“我
还没跟家里人说呢，等今年采摘季过
了，我就打算关了农药店，家里的桃子
也种不动了，到时候就是专职宣讲员
了。”

种桃为农致富振兴 宣讲为民牢记使命

古稀老人陈长根：奉献永不止息
■全媒体记者 胡格格
通讯员 厉倩文

本报讯 近日，浒西社区来了三位老年
人，他们分别是 93岁的张裕康、83岁的黄
金康和 81岁的孙章甫。三个老人有说有笑
先后走进社区活动室，他们并不是来办理
什么业务，也不是参加什么志愿活动，而
是特地过来一起吃顿饭。原来，浒西社区
鲁冰花工作室正在开展爱心餐服务活动，
而这期邀请的对象都是上了年纪的男性老
人。

现场，三位老人坐在餐桌旁，社区干部
围坐在旁边陪他们聊天。不一会，煮花生、
白斩鸡、白切牛肉、红烧小黄鱼、基围虾、
西葫芦炒虾仁等 10多道喷香扑鼻的家常菜
陆续上桌，引得老人立马有了食欲。

餐桌上，老人们一边抿着小酒，一边
赞美厨师家常菜烧得好吃，还谈天说地地
聊起了家常。不一会，老人张裕康聊起了
养生，这么大年纪了还坚持每天锻炼，还
谈了长寿的小秘诀，直言自己现在才 39
岁。话音刚落，孙大伯接口说“我才 18！”
而满头乌发的黄老伯则迎合道“我 38，比
你小一岁。”大家你一言我一句，哈哈大
笑，社区干部也被老人们的幽默所感染。
大家聊着聊着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饭后，老人们都开心地说道，社区举办这
样的餐叙活动很好，给了他们这帮老年人
一个很好的相聚平台。

社区书记罗夏芬表示，爱心餐活动从
去年 3月开始举办以来，每月一次的聚餐
活动受到了老年人的欢迎，今年 3月还成
为了社区的一个微项目，希望这项惠及
老年人的活动能够真正为老年人带去欢
乐。经过一年多的运作，社区年纪比较
大的老人基本上都参加过聚餐活动了，
下一步打算让年纪轻些的老年人也参与
进来，扩大受众面，让每一位老人都满
意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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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捆捆的旧报
纸，放了好多年发霉了，还不
舍得扔；一根根木头堆在过道
里好长时间了，不用也不处理
掉；一袋袋旧衣服，十多年不
穿了，还是舍不得扔……生活
中，许多子女会发现，家中的
老人很爱囤积物品攒破烂，要
说现在的老人条件也还可以，
没有到捡破烂卖钱的地步，有
时候子女们说说也不行，老人
还是坚持自己的主见，这让子
女们很无奈。

家住观海卫的李阿姨今年
62岁，退休在家，平时也就
念念佛，打理打理家务。但
李阿姨平时有个囤物的习
惯，不仅家中放置了二三十
年前不用的旧家电，还时常
从外面捡一些别人扔掉的破
椅子、旧沙发，弄得家里摆
放满了旧物品，家里人也多
次劝说，但是一直没效果。
女儿阿欢说，家里条件又不
差，搞这么些东西，真的让人
很难理解。

像李阿姨这样有囤物癖的
老人不在少数，家住浒山街道
的叶奶奶也有这样的习惯。平
时，叶奶奶喜欢将瓶罐、硬纸
板、塑料袋、旧衣服、报纸都
堆在阳台上，堆不下的时候放
在自己的房间里，有时候蚊虫
来了，甚至发霉了，也不及时
处理掉。叶奶奶说，这些东西
可以卖掉，也可以废物利用，
扔了怪可惜。不过，她的儿媳
却认为，卖不了几个钱，还长
期放着霸占地方。

记者走访发现，不管是农
村还是城里的老人，许多都有

囤物的习惯，房间里堆满了物
品，有的已经数年甚至十多年没
用了。还有些老人，除了在家中
囤物品外，甚至在公共楼道口堆
放满了东西，影响了他人通行，
甚至引发邻里矛盾。不少社区干
部也表示，一些老人时常将杂物
堆放在公共区域，多次劝说也听
不进去，他们的子女们对此也很
无奈。

记者也随即采访了一些老
人，发现很多喜欢囤物品的老
人，其实家中经济条件并不差，
有些甚至还是挺好的。一些老人
觉得，他们从小都是从艰苦生活
中走过来的，因此非常爱惜东
西，在家囤着物品，很充实，很
放心，因为有些东西确实还能
用，扔掉了就真的没有了，但什
么时候用不知道。

不过，许多子女则在内心深
处一直“吐槽”着家中的老人，
他们有时候选择了偷偷扔掉，但
父母发现后，会心疼好几天，也
会埋怨一段时间。不少子女认
为，时代在变，老人囤物过头
了，不仅影响居住环境，还影响
人的心情，但有时也只能睁只眼
闭只眼。

有心理专家指出，其实人老
了会生出一种舍不得旧物件的心
态，也是正常心理，但过头了也
可能是一种心理疾病，比如老人
缺乏安全感，性格孤僻，人际
关系不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
况。事实上，老年人经常摆弄
一下积攒的物品，对他们来说
是一种精神寄托，也是一种生
活乐趣。在这件事上，子女可
以查找一下老人囤物的原因，然
后对症下药，当然前提是对老人
多一些关爱，解决好安全感缺失
的问题。

喜欢囤物舍不得扔
其实是安全感缺失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罗夏芬

近日，白彭社区志愿者杨
文川来到白彭小区，为一些上
了年纪的老人修理小家电、检
查电路水管。据悉，从今年 2
月开始，杨文川每月定期上门
服务老人，很受社区老年人的
欢迎。图为杨文川在老人毛美
英家里帮忙修理电风扇。

■摄影 全媒体记者 王烨江
通讯员 龚山海

上门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