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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上海的繁华之地有自己的房子，
可是她却卖掉房子，到江苏昆山买了一套
小公寓住，用多出来的钱在都昌县捐建希
望小学；她每个月退休金有 1万多元，可是
她规定自己每天的花费不能超过 10元，省
下钱来给孩子们发奖学金；她自己没有孩
子，可是她把希望小学里所有的孩子都当
成自己的孩子……

这位好人名叫伍丽天，今年 91 岁高
龄。近日，她在昆山南站附近迷了路，当民
警将她送回居住的公寓后，发现门上写有

“付出就是最大的收获”9 个字。这 9 个字
的背后，蕴藏着这位“上海奶奶”倾情助学
的温暖故事……

一份无私的奉献

春节临近，阳光暖暖地晒在都昌县苏
山乡伍鸣希望小学美丽的校园里。这里的
一草一木、一房一桌、一人一物，都融入了

“上海奶奶”伍丽天的深情厚爱。
退休前，伍丽天是上海评弹团的教

师。她无儿无女，把全部的精力都贡献给
了评弹教育事业。一次偶然的机会，伍丽
天看到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没有门窗，只有
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师在那里教孩子。这
个场景强烈地震撼着她的内心，从此，她
就开始了漫长的助学路。2013 年，伍丽天
拿出全部积蓄，在贵州毕节捐建了一所希
望小学。

2015 年，伍丽天将地处上海市中心繁
华地段唯一的房产变卖后，到江苏昆山买
了一套小公寓居住。多出来的 50万元，则
通过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和江西省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在都昌县苏山乡捐建了一
所希望小学。而此时，伍丽天老人已被查
出患有肺癌，但她选择了保守治疗，把省出
来的钱全部用于助学。

伍丽天在助学方面几乎是倾其所有，但
自己在生活上却简朴到了极点。2016年 7
月，伍鸣希望小学竣工，伍丽天特意前往都
昌县参加落成典礼，并且受聘担任伍鸣希望
小学名誉校长。“当时，考虑到伍奶奶年纪大
了，我们特意到九江火车站去接她，一见面，
我们都大吃一惊，当时已经 86岁高龄的伍
奶奶为了省钱，竟然是买最便宜的普快硬
座，辗转赶来的。”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伍鸣

希望小学校长袁晓辉依然感动不已。
竣工典礼结束后，学校安排伍丽天到

县城住宾馆，但老人谢绝了，坚持要在设施
简陋的学校宿舍住。“住宾馆花费大，我住
简单些没关系，房间里有张床就行。”

住了半个月，老人依依不舍地离开伍
鸣希望小学，学校派老师护送她回昆山。
护送的老师来到老人家中，眼睛不禁湿润
了。“伍奶奶住的房子只有 50平方米，摆设
极其简朴，却很雅致。其实，她每个月的退
休金有 1 万多元，可她规定自己每天最多
只能花 10 元钱。她说要把退休金都存下
来，给孩子们发奖学金。”

一份深深的牵挂

2017年 11月，伍丽天第二次来到伍鸣
希望小学看望孩子们。这一次，她同样是
一个人坐普快硬座，住在学校的宿舍，每天
和学生们吃一样的饭菜。老人非常喜欢画
画，这次她带来了自己出版的画册，捐给学
校。翻开画册，一花一草、一树一木，都融
汇着老人的善良、爱心、乐观和坚强。“我希
望孩子们能感受到美，努力做一个至善至
美的人。”

“伍奶奶每天都要到教室看看，教孩子
们画画，跟孩子们谈心，教育他们要好好学
习、孝敬父母、热爱祖国。和孩子们在一起
时，她总是非常开心，一天到晚乐呵呵的。
两次来学校，都给孩子们发奖学金，一发就
是好几千元，她真的像孩子们的亲奶奶一
样。”袁晓辉动情地说。

伍丽天还与学校签订了长期帮扶协
议，在该校设立奖学金，每年资助家庭困
难、品学兼优的孩子。

这一次，伍丽天又在学校住了半个
月。“我每年都会来看你们的。”离开时，她
动情地说。回到昆山后，老人牵挂着伍鸣
希望小学的孩子们。她为学校拟定了“诚
实简朴，勤奋乐群”的校训，还谱写了《伍鸣
希望小学校歌》，歌词写道：“改造家园是我
们的志愿，建设祖国是我们的重任，让我们
携手并肩，朝着美好的未来，向前进，向前
进，向前进！”字里行间，寄托着对孩子们的
殷切希望。

由于年纪大了，这几年，老人没有再来
学校，但她总是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向

老师了解学校的发展情况。每当听说孩子
们取得好成绩时，她总是特别开心。

一份浓浓的祝福

日前，央视新闻报道了伍丽天省吃俭
用、捐资助学的感人事迹后，感动了无数网
友，大家纷纷点赞。

1 月 25 日，都昌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
组专门向伍丽天发去感谢信。县里还委托
上海都昌商会工作人员，上门看望老人，送
上深情的祝福，表达衷心的感谢。

昆山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也每
天上门看望伍丽天，照料她的生活。但是，
老人总是怕麻烦别人，总是说：“我自己能
行呢。”

伍鸣希望小学的孩子们精心录制了视
频，向伍丽天奶奶送去问候。“看着孩子们用
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给我写信，信封上画
着小红心，我就想掉眼泪，我太想孩子们
了！再过一个多月，我就要跨入 92岁的大
门，助学行动我一定会坚持下去。”袁晓辉将
孩子们的祝福视频发给伍丽天老人后，老人
回复了这样一段话。

“谈心桌”上解群众难题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纪春迪）每月第

一个星期的周三晚上，南昌县东新乡社会治理工作人
员、人大代表、村社网格员和群众纷纷围坐在圆桌旁，面
对面听意见建议，议破难之策，谈未来打算，将村民家中
的圆桌，变为城市社会治理工作的“办公桌”、组团服务
的“谈心桌”。

东新乡为了更好地主动服务群众，化单向传递为双
向互动，化个体智慧为集思广益，特地设立了“谈心桌”，
活动场所可以是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网格服务点，
也可以选择在居民家中。工作人员随身带着两件“法
宝”：一叠民情联系卡，卡上有村干部的姓名、电话，乡值
班电话等，方便群众咨询、办事；一本民情记录本，记群
众提出的意见建议和实际困难，及时汇总分类整理报至
乡政府逐一解决或改进。去年，东新乡开展“谈心桌”以
来，先后为群众解决40多个难题。

在江西过年，我们很开心
本报记者 蔡颖辉

“虽然很想家，但我们还是决定响应就地过年的号
召，一起留在高安过年。”2月8日，位于高安市的江西康
铭盛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宿舍里，今年37岁的彝族妇女省
布曲沙莫对记者说。记者在宿舍看到，几个彝族女工正
在悠闲地吃着零食，有说有笑地聊天。

去年 12 月，省布曲沙莫和其他 14 名彝族同伴来到
康铭盛公司务工，月收入近 4000元。今年春节假期，考
虑到她们会留下来过年，工业园区和企业采取各种措
施，保障她们假日期间的生活。

“春节假期，市政府会为她们发放每人每天100元补
贴。”康铭盛公司高管金亮奇介绍说，公司也给她们送去
了各种年货，并专门为她们安排了食堂工作人员和保
安，让她们能开心过年。

“我在这边挺好的，现在每天不用干活，吃饭就去食
堂，无聊了可以看电视刷手机，还能去公司的娱乐活动
室打牌打台球，你们不用担心我在外地的生活。”今年24
岁的彝族姑娘布长英打电话给妈妈时喜笑颜开。

“春节期间，我们还会举办拍摄新年服装照、送新年
大礼包等欢庆活动，在除夕夜，我们将组织留守人员一
起吃年夜饭，看春节联欢晚会，希望所有留下来过年的
员工在高安过得暖心、舒心。”金亮奇表示。

倾其所有捐资助学，九旬老人伍丽天认定“付出就是最大的收获”——

“上海奶奶”与都昌孩子的不解情缘
本报记者 曹诚平

每月退休金有1万多元的伍丽天老
人，对自己“抠门”到了极点，对孩子们却
大方到了极致。是什么样的精神，让她
倾尽所有、捐资助学？答案就是老人门
上那9个字：付出就是最大的收获。

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一
个人之所以魅力无限,不是因为他外表
有多么漂亮,而是因为躯体里有一个至
善至美的灵魂，伍丽天老人就是这样一
位有着至善至美灵魂的人。

萧伯纳说：“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
烛，而是一支暂时由我们拿着的火炬。我
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
给下一代的人。”身为教师的伍丽天老人，
就是这样一位延续着火炬的人。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捧着一颗心
来，不带半根草去。”伍丽天老人留给我
们的，是一座精神的富矿！

记者手记■■■

“三级干部”进网格大排查
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罗春华）2月 4日以来，南昌县

八一乡组织乡、村、组三级干部共 400 余人按照网格安
排，下到各自网格点，就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环境卫生等
工作开展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治，确保群众过上一个喜
庆、安定、祥和的牛年春节。

据悉，近年来，该乡将 17个村（居、社区）分成 132个
网格，创新推出一张表格定区域、三支队伍定人员、一本
手册定职责、一份文件定机制、一套措施定奖惩的网格

“五定工作法”。此次活动，正是按照这一网格式工作方
式，重点倡导在本乡创业的外来人员就地过春节，减少人
员流动；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开展“拉网式”“地毯式”大
排查，及时整改问题，确保整治“零漏洞”。同时，乡纪委
加强对人员到岗情况、履职情况督察，乡司法所、综治办
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企业主和干部群众法治意识。

“大家有什么需求多向咱们的社区、居
委提出，也促进他们改进工作。”2016 年春
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昌市东湖区
彭家桥街道光明社区视察慰问，临走时对
社区群众说。

这是总书记对群众的谆谆嘱托，更是
对社区的殷殷期望。

5年来，光明社区推进基层党建和社区
服务融合共进，使得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更强了，群众的幸福指数更高了……

“光明之花”散发出馥郁浓香的同时，
还催生了巨大的“裂变”效应。从“1”到

“N”，一个个社区走出了“光明模式”，一朵
朵“光明之花”在东湖区绚丽绽放。

建阵地建阵地 打造民心强磁场

党建强，则发展强。去年以来，该区加
强基层党建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建设，
一批村（社区）活动场所实现了提档升级，
布局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健全。

“社区越来越像一个家。”最近，来东湖
区文教路北社区办事的居民都有同样的感
受。从不足 50 平方米的三间平房，到近
1000 平方米的三层楼房，如今的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已不再是单一的办事大厅，而是
集茶水间、健身房、书画室、阅览室等功能
为一体的社区居民之家。

阵地建设是基础，服务群众是目的。为
了实现“办公场所最小化，服务场所最大
化”，东湖区全面梳理了政府公共服务、社会
服务、志愿服务3张清单40多项服务内容，
健全了“便民代办”“错时延时”等服务制
度，使得更多服务事项实现了“只跑一次”。

为了将党建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
该区广泛发动在职党员到村（社区）报到，
建立由社区发布需求、党员认领服务的线
上“供需对接”平台；去年全年，以村（社区）
党组织为主渠道，下拨工作经费和服务群
众经费1100万元……有钱办事，有人干事，
有场所服务，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更强了。

促融合促融合 党建服务两开花

随着张则林爱心帮忙团、李恒敏书法
工作室、乐邻大妈照料队等志愿服务团队

走进千家万户，“党建+志愿服务”成为东湖
区的一张特色名片。

东湖区位于南昌市老城区，近年来，针
对社区居民养老的需求，该区依托“党建+
志愿服务”，衍生出了“时间银行”居家养老
志愿服务模式。

春节前夕，火神庙社区到处是志愿者
穿梭的身影，他们为高龄、空巢老人洗衣做
饭、打扫卫生，提供一些就近、就便的服务；
文教路北社区的幸福食堂里，大妈们洗菜、
切菜、打扫，忙得不亦乐乎……低龄存时
间、高龄取服务，截至目前，东湖区已建立

“时间银行”百余个，注册志愿者3181人，累
计服务时长超过12万小时。

依托庞大的志愿者服务队伍，社区党
组织服务群众的能力进一步提升；群众的
满意度高了，获得感强了，又带动更多人成
为志愿者……在东湖，党建与服务，走出了
相融共进的路子，既解决了基层党建没有

抓手的问题，又解决了社区服务没有方向
的问题。

重自治重自治 全民拧成一股绳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为了畅通
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光明社区以“党
建+协商民主”的方式，开启了社区治理的
新模式。

近年来，随着民情议事会、民生议事堂
在越来越多的社区出现，以党建引领居民
自治的观念深入人心。

日前，走进董家窑街道杏苑社区“永外
荷苑”，记者看到，院内干净整洁，车辆有序
停放，每个楼栋都装上了门禁系统和监控
探头，还有24小时值班门卫。

该庭院靠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有 171户居民，2019年完成“微改造”后，面
临“怎么管、谁来管”的难题。为了让居民
充分参与庭院管理，社区牵头成立了以党
员为代表的居民自治联络小组，负责协调
庭院的日常事务，解决了庭院管理缺人、缺
资金的尴尬局面……“永外荷苑”居民自治
新模式的探索，也是东湖区依托基层党建、
巧解管理难题、激发社区活力的生动缩影。

今日之东湖，“光明之花”愈开愈盛，
人心越聚越拢，幸福民生的底色越擦越
亮……

从“1”到“N”的裂变
——看“光明之花”如何开遍东湖

本报记者 钟珊珊

2 月 5 日，吉安市吉州区古
南镇街道如意苑小区公园内，居
民正在排练新春舞蹈。在新春
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当地群众纷
纷走出家门，参加各类迎新春活
动，感受节日喜气。

通讯员 李 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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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新余市老科协组织离退休医疗专家走进仙女
湖区河下镇礼珠村颐养之家，为老人免费体检，讲解科学
合理用药知识，并送上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帮助老
人健健康康迎春节。 本报记者 曹 耘摄

伍丽天老人和伍鸣希望小学的孩子在一起。 通讯员 袁晓辉摄

2月7日，江西奥普照明有限公司外地员工在食堂参
加包饺子、包粽子比赛。据了解，今年该公司120名外地
员工就地过年，公司为员工准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新
年活动。 本报记者 海 波摄

春节假期天气总体向好
本报讯（记者游静）2月9日，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

2021 年春节假期，我省不会出现低温冰冻，天气总体向
好，气温偏高2℃到3℃，节前和节后降水较为明显。

根据预测，14至 15日，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
升高至20℃左右。16至17日，全省有降水降温天气。

气象部门建议，各地各部门要加强春运交通运输安
全管理工作和用火安全管理，加强人工增雨作业组织和
实施，加大人工增雨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