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惠州院
首个社区家风家教实践基地揭牌

8 月 23 日下午袁广东省惠州市家风家教实践
基地渊牛和地社区冤揭牌仪式在惠城区河南岸街道
牛和地社区鸿润花园举行遥 这是惠州市首个社区
家风家教实践基地袁 将打造成为居民家门口的和
谐家风教育基地遥 马海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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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烈日当头袁茂密的森林
中袁 一队人正小心地行进袁
崎岖的山路袁 潮湿的环境袁
让人呼吸困难遥

队员们手扶着两侧的
树木袁支撑身体在泥泞的山
路中前行袁 脚下一个不留
神袁趔趄不稳袁摔在地上遥

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袁
护林员王道辉的耳朵会时
时保持高度警觉袁因为随时
会有陌生的野朋友冶突然造
访噎噎

王道辉是黑龙江省穆
棱市和平林场的一名护林
员袁 这次和同事们上山袁是
为了探查动物出没的痕迹遥

搜寻 7 个多小时后袁一
旁的红外线监测照相机终
于有了动静遥 野有了它袁那些
陌生耶朋友爷的轨迹尧影像展
露无遗遥 冶王道辉介绍说遥

冒着炎热尧寒冷尧饥饿尧
通讯不畅尧 道路险峻等风
险袁在万顷原始森林中穿行
搜索袁是王道辉和队员们工
作的常态遥 提起王道辉袁大
家都会竖起大拇指院野他是
我们的林场专家袁我们这里
最大的红豆杉种群袁就是他
在巡山时发现的曰我们这出
现的野生东北虎袁也是他最
早发现的曰森林防火尧防病尧管护尧野生动物
监测那些事儿袁全都归他管遥 冶

今年 57 岁的王道辉袁在林区已经工作
了 38 年遥

2003 年袁 他在巡护时发现一种树木袁
树干笔直尧枝叶形状很特别遥砍断枯枝后看
到袁树木纹路细密袁木质坚硬且呈赤色遥 他
立即把发现的情况向上级领导作了汇报遥

林业局高度重视袁 请来了专家对这一
林区的森林资源进行了系统考察遥 结果发
现袁 这类树种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要要要东
北红豆杉天然种群遥林业专家考察后确认院
穆棱局施业区内集中生长的东北红豆杉有
16 万多株袁总面积 3.5 万公顷袁是迄今为止
在我国东北林区发现的面积最大尧 生长最
完好的一块东北红豆杉集中分布区遥

听到这个消息的王道辉高兴地跳了起
来院野能够发现如此珍贵的树种袁 由衷地自
豪袁原来自己的工作这么有意义尧有价值遥冶

2004 年 7 月袁黑龙江穆棱东北红豆杉
自然保护区投入建设袁 并被国家林业局批
准为省部级自然保护区遥 2009 年 9 月经国
务院审定袁被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遥

除了养护林区袁观察植被袁监测野生动
物尧预防森林火灾尧防治病虫害等工作一样
都不能少遥

2015 年 12 月袁 王道辉和同事发现了
几处疑似东北虎的足迹袁野当时看到老虎的
足迹真是又兴奋又害怕浴 冶经过调查袁确定
有东北虎从此山林里路过遥

2016 年 1 月袁王道辉又发现了非常新
鲜的东北虎足迹链遥 通过调取红外线监测
相机视频袁 果然发现了野生东北虎的活动
影像要要要这是穆棱林业局和平林场首次发
现东北虎痕迹遥

野当时我们在红外线相机里发现东北
虎的照片和视频后袁我和同事非常惊喜遥不
仅有老虎猎食的视频袁还有全身照片遥它非
常威武尧漂亮遥 这说明我们森林生态好了袁
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提高了袁 野生动物自
然就多了遥 冶回忆当时情景袁王道辉按捺不
住兴奋遥

寒来暑往袁春去秋来袁王道辉就这样日
复一日在森林中穿行袁奔忙遥 38 年过去了袁
他踏遍了山里
的沟沟坎坎袁
熟知这里的一
草一木袁 对这
片森林的热爱
早已融进了血
脉遥 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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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袁薄暮袁72 岁的老兵姜耀平
坐在社区的石凳上袁 为纳凉的街坊
讲述着野74 西沙海战冶的故事遥

不远处袁野记忆管家冶 志愿者吕
帅帅稳稳地操作着 DV袁将那段激情
燃烧的岁月袁一帧一帧记录下来遥

日落月升袁横跨 47 年的红色岁
月在野记忆管家冶手中一脉相承遥

百年党史要奔向未来袁 也要找
到回家的路要要要城阳怎么做钥

实现新与旧的深度融合袁 踏准
守与创的时代节奏浴

野当我翻阅史册时袁我能感受到
城阳这座城处处都流淌着 耶红色基
因爷遥 能将身边的红色故事尧历史文
化记录下来袁 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非
凡遥 冶吕帅帅说道遥

古庙头尧丹山尧洼里噎噎几个月
来袁吕帅帅走过一座座古朴社区袁随
身携带的相机里袁 会记下社区的历
史与现貌尧发展的亮点袁还有居民对
留住根脉尧家园宜居的深切期许遥

全国劳动模范尧 共产党员张式
瑞袁胡峄阳历史文化传说袁丹山战争
遗址袁 红色故事铁骑山战役噎噎截
至目前袁有 28 个故事收录在第一批
野记忆管家冶社区微记录中遥

当传统与现代交织袁 如何留住
城阳红色历史的精髓钥

野铁骑山战斗袁是解放青岛时打
得最为惨烈的袁 也是当年打开青岛
北大门最重要的一次战役遥 在经历
了 9 次激烈的拉锯战斗后袁 人民解
放军夺取铁骑山袁 以血肉之躯铺就
了一条光明之路遥 冶在观看完微视频
后袁东铁社区居民感慨万千遥

光阴荏苒袁 但那些让人沸腾的
红色片段尧 那些让人割舍不下的浓
浓乡愁尧 那些让人引以为傲的传统
文化袁 如今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向
世人再现要要要DV 记录尧 视频剪辑袁
先进的设备和高效的软件将岁月刻
录曰成片上传袁分享转发袁文化传承
从一隅延伸至全域遥

野耶记忆管家爷志愿者制作的微
视频让这些发生在我们东铁社区的
革命故事得到流传袁 让这些英雄们
都能活在人们的记忆里袁 让红色基
因代代传承袁 这是宝贵的精神财
富遥 冶居民王先生告诉记者遥

野爱城阳冶野阳光城阳冶野大众网冶
噎噎如今袁 有关于城阳的故事在网
络上随处可见曰点击量 100 万余次袁
转发量 30 万余次噎噎如今袁具有阳
光特质的城阳文化正被更多的人所
熟知遥

百年党史袁 在坚守中焕发新的
生命力遥

野我是听着姜耀平的事迹长大

的袁在他的影响下袁我在退伍后袁选
择像他一样回到社区工作遥 冶老兵姜
耀平的先进事迹袁 影响了诸多人的
成长袁 古庙头社区团委书记赵阳也
是其中之一遥

72 岁的姜耀平参加过西沙群岛
自卫反击战袁荣立野三等功冶袁1976 年
5 月退伍后回到社区袁继续发挥一名
老兵的余热袁 传习当年保卫西沙战
争精神和战斗英雄的风采遥

一个鲜活的英雄形象袁 一件感
人的红色故事袁既是一扇窗户袁也是
一粒种子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末袁 古庙头
社区还是一个野穷得叮当响袁乱成一
锅粥冶的贫穷村遥 然而袁融入社区骨
髓的红色血脉让社区居民始终发愤
图强遥 一条条马路铺起来袁一座座新
楼建起来袁一个个项目引进来遥 经过
几代人的努力袁 古庙头社区已经有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袁 成为了青岛市
文明社区袁 社区北部工业园内有企
业 68 家入驻遥

野红色基因和革命薪火会代代
相传袁这是我们的工作袁更是我们的
使命遥 冶吕帅帅说道遥 兰玉立

今 年 是 建 党
100 周年袁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袁 肥城市
策划开展了 野肥乐
宣冶野三个 100冶党史
宣讲进基层活动袁
全市 100 名 野肥乐
宣冶 骨干党史宣讲
员袁 讲述 100 个党
史故事袁 举办 100
场集中宣讲活动袁
用老百姓听得懂的
语 言 宣 讲 党 史 故
事袁传承红色基因袁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深入基层尧 深入群
众尧深入人心遥 图为
宣讲员在移动党史
展厅为党员群众宣
讲遥 孙小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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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优秀文化历久弥新

福建厦门院
持续推进精准助残“爱心屋”

作为野爱心助残冶行动的重要载体袁2020 年 5
月以来袁 厦门推动爱心屋建设袁 全市共开业运营
47 家爱心屋袁实现各街渊镇冤全覆盖袁累计营收
5000 多万元袁安置了 137 名残疾人及困难重度残
疾人家属就业遥 杨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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