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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红蓓 记者 黄智微）
12月23日上午8点多，我市老年大
学的大厅里，前来参加春季班报名
的市民挤了个水泄不通。查看课
程表、办理学员卡、排队、缴费……
报名首日便吸引无数老年朋友前
来。据悉，截至当天下午 6 点，有
527 名学员成功报名，其中 8 个班
已经“满员”。

记者了解到，市老年大学春季
班共开设书画、音乐、舞蹈、器乐、
拳剑、计算机、摄影 7 个专业 16 个
教学班。年满 50周岁以上身心健
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坚持
正常学习，且自觉遵守学校规章制
度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报名。75
周岁以上老年朋友需直系亲属在

《资阳市老年大学学员责任确认

书》上签字同意后即可报名。
“本来安排的是 9 点开始报

名，由于来的人太多，早上 8 点就
正式启动了 2020年春季的招生报
名工作。”市老年大学后勤科科长
郑刚告诉记者，截至中午 12点，已
有三门课程满员，为此学校临时决
定对这三门热门课程各自增设一
个班次。

□ 熊浩吉 本报记者刘梦娜

在雁江区资溪街道办黄泥井
社区正东街122号静苑小区6栋，
有位79岁的老人，她满头银发，常
年患病，但做起好人好事来却丝毫
不含糊。多年来，从义务打扫楼栋
卫生，到帮邻居照顾孩子，再到主
动帮社区处理各种问题……不论
是社区干部还是邻里，一提起她无
不竖起大拇指，甚至称她为“社区
的活字典”“社区的一块宝”。

她叫谢廷贞，社区居民都叫她
“谢嬢嬢”，是位默默为他人奉献的
热心老人。

热情又善良
她是居民心中的“家人”

“谢嬢嬢你来啦。”“谢嬢嬢，
今天没看到你我还在想你呢。”近
日，谢廷贞如往常般来到小区旁
的东门市场闲逛，当看到开干杂
店的伍刚一家人正灌香肠忙得不
可开交时，她赶紧上前帮忙剪线、
码线。伍刚告诉记者，老人十分
热情，且为人正直，周边很多店家
有事或忙不过来时，都会请她帮
忙看店、收钱。

谢廷贞所住小区没有物管，无
人打扫卫生，她便义务承担起楼栋
保洁，一干就是 20 年。其小区十
分老旧，且多为租客，为了不给社

区添麻烦，不论是下水管堵了还是
化粪池淹了，她都自己垫钱找人维
修，甚至还自己买砖和水泥去平整
楼栋门口的道路。

谢廷贞虽然年纪大了，但记性
却很好。她看病时跟着医生学了
很多药方，自己也晒了很多药材，
平时居民有个病痛，不管是否认
识，她都免费给大家送药，深受居
民信赖和喜爱。

2008年，邻居吴文玉的女儿生
下孩子不久便患病，女婿又在外
地，吴文玉既要照顾女儿又要照顾
年幼的外孙。见吴文玉忙不过来，
谢廷贞主动将孩子接到家中照顾，
孩子长大上幼儿园了，她还主动帮
忙接送……

“她真的太热心了，对我帮助
很大，我们一家子都对她感激不
尽。”吴文玉说，谢廷贞就像家人一
样，即使现在不在一个小区住了，
她也时常回去看望谢廷贞。

仗义又实在
她是社区的“一块宝”

据社区一些老年人介绍，1972

年，谢廷贞担任黄泥井社区居委会
妇女主任，1989年开始担任居民小
组长，然而，一直没有工资，直到
2002 年才拿到很少的补贴。即使
这样，她依然全心全意为居民、为
社区服务，带头参加“创文创卫”志
愿活动、规范辖区占道经营、规范
市场骑门摊、打扫卫生等。今年 7
月，谢廷贞因年纪太大不得不“退
休”。不过，每当社区因工作需要，
她都会到社区“代班”。

“谢嬢嬢是我们社区的一块
宝，她在我们社区居住了 50多年，
人熟、地熟、情况熟，很多事情她都
晓得。”黄泥井社区党支部书记张
茂君说，不论谁有困难找到谢廷
贞，她都会积极想办法解决。很多
东西她看一遍就能记住，因此还被
大家送了个“活字典”的爱称。

“一个人要多做好事，不做坏
事，凡是哪里需要帮忙的、有困难
的，都应该帮助他们。”谢廷贞表
示，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虽
然丈夫去世多年，自己也没有孩
子，但继子一家对自己十分好，社
区也很关照自己，希望能做点力所
能及的事回馈社会。

□ 本报记者 卢凌嘉

“这里就像一个温暖的家，为我们军人
排忧解难，让我们有了相互交流的平台。”
谈起资阳九曲河社区的军人之家，退伍军
人何大哥竖起了大拇指。

九曲河社区辖区有退役军人 217 人，
一直以来，九曲河社区高度重视做好有关
军人的服务工作，近两年来积极探索打造

“军人之家”服务平台，为广大军人提供政
策咨询、联络沟通、就业推荐、关爱帮扶、协
调维权等，同时建立联系帮扶制度、重点对
象个案帮扶机制、奖励激励机制，积极引导
社区军人融入社区，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筑起温暖之“家”
为军人排忧解难

12月19日，记者在九曲河社区军人之
家看到，社区成立了退役军人服务站、退役
士兵保险接续工作受理点、矛盾纠纷调处
室、心理疏导室、军人风采墙等，为军人提
供了一个全方位的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退役军人何大哥，家中独生女患病，妻
子体弱多病没有工作，家庭的重担全压在了
他的身上。在2018年6月九曲河社区成立
军人之家的座谈会上，大家得知了何大哥家
中的困难境遇，纷纷解囊相助。经济上的帮

助，精神上的抚慰，对陷入困顿中的他来说
就是雪中送炭。何大哥感叹道：“军人之家
带给我家的感觉，让我有了归属感和存在
感，我一定要积极支持社区工作。”为感激军
人之家的帮助，何大哥积极参加社区每周五
志愿者服务活动，重活累活抢着干。

“有大事、小事，‘家’都帮我们积极解
决。”92岁的离退休干部，抗战老兵张步侠
屋外的路面坑洼不平，今年10月，他家保姆
向社区军人之家反映了这个问题后，第二天
社区工作人员就来到张步侠家外，商量维修
方案，下午便找到工人进行维修。2天后，
张步侠的院子外，维修硬化后的路面变得平
整了。此外，社区还经常组织志愿者为老人
打扫庭院，修剪树枝，与老人交心谈心。

退伍不褪色
积极服务群众

“军人之家给现役、退役军人都建立了
一人一档的详细个案信息，并建立了退役
军人微信群、优抚军人群，社区积极在微信

群传递党的声音和社会正能量，在网上及
时了解每个退役军人的需求和思想动态，
并有针对性地开展社区服务工作，做好服
务对象的‘娘家人’。”九曲河社区党委书记
钟亚萍说，为给退役军人搭建联系沟通平
台，军人之家定期组织退役军人参加活动，
学习红色文化、参加主题教育并开展讨论
学习，学习相关政策法规，同时吸纳有时间
的退役军人组成“平安志愿者服务队”，参
加红袖标治安巡逻，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
区平安建设。

“退役军人就该退役不退色，退役不退
志，发挥军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为人民服
务。”这是九曲河社区退役军人的共同心声。

“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成立后，无论
环境整治、文明劝导、平安建设等，都能看
到老兵们忙碌的身影。退役军人高本龙就
是其中的一员。他常年在小区里进行义务
巡逻，文明劝导，坚决与不文明行为做斗
争，同时，他还经常参加社区和小区志愿者
服务活动，打扫卫生，清理大件杂物，在小
区发挥党员军人先锋模范作用。

□ 本报记者 黄智微

12月 11日早上 9点不到，乐至县蟠龙
镇蟠龙社区志愿者余梅便来到蟠龙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把院子打
扫干净，再把房间里的床铺整理好，等待着
老人们的到来。

在蟠龙镇，还有 212 名像余梅一样的
志愿者。他们服务内容涵盖老年志愿服
务、文艺志愿服务、关心下一代志愿服务、
环境卫生志愿服务等各个方面，用“有爱”
的志愿服务提升着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不久前，乐至县蟠龙镇蟠龙社区被表
扬为“市优秀志愿服务社区”。

11日上午，76岁的荣大珍在两名志愿
者的搀扶下来到蟠龙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荣大珍腿脚不方便，三年来，几乎每天都是
志愿者把她从家里接到日间照料中心，下
午再送回去。

“他们就像家人一样照顾我，没有他们

我自己根本出不到门。”提及志愿者对自己
的照顾，荣大珍眼里泛起了泪花。荣大珍
说，在日间照料中心可以和朋友们聊天，也
能锻炼身体，生活在这里比跟着孩子去北
京生活更愉悦。

除了关爱老人，蟠龙社区还有一支关
心下一代志愿服务队，他们利用“六一”“五
四”“元旦”等日子，编排一些具有教育意义
的文艺节目和学生们一起度过快乐的节
日。每月还会对青少年开展一次法制教
育，利用社区书屋，每周六组织青少年开展
一次朗读活动、讲故事比赛或唱歌比赛等
活动，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

“快过年了，今年我们表演什么节目
呀？”11 岁的杨玉蓉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
活，性格非常内向，第一次来社区玩耍时，
都不敢与人交流。后来，在志愿者的鼓励
下，经常参与唱歌、跳舞等活动，如今很会
主动展现自己。

此外，全省唯一一支女子舞龙队——

蟠龙镇女子公益舞龙队也来自蟠龙社区文
艺志愿者队。26个队员克服身体条件、家
人不理解的眼光等困难，每月定期展开训
练，利用节假日或中国传统节日在场镇开
展舞龙表演，既传承了传统文化，也给群众
带来了欢乐。

党员志愿队、志愿义务巡逻队、防汛志
愿队……蟠龙社区有十几支志愿者队伍，
他们用贴心的服务，营造了社区“有爱”的
氛围。“我们社区是个有爱的大家庭，有些
人可能是被志愿者服务的对象，而在另一
个场所又是志愿者。”蟠龙社区负责人张建
琼如是说。

乐至蟠龙社区

213名居民争当志愿者
“有爱”服务暖人心

九曲河社区

打造有温度的军人之家

日前，我市主城区
沱西滨江景观带的青
年林吊桥、雁城古渡、
城门楼等多个景观已
建成投用，不少市民前
往游玩赏景。图为近
日市民在青年林吊桥
上留影。

本报记者郭春荣 摄

随着我市创建文明城市工
作的不断深入，市民文明出行
的意识稳步提升。然而，闯红
灯、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等一
些不文明交通行为依然存在。
图为近日记者在雁城南骏大道
拍摄到的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
道行驶的不文明行为。

本报记者赵明摄

我市老年大学报名首日人气爆棚
527名学员成功报名 已有8个班“满员”

义务打扫楼栋卫生、为邻居照顾孩子、帮社区处理各种问题……

黄泥井社区有“一宝”
一生奉献情暖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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