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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9月，我区有74个
离退休干部党支部、2329名离退
休干部党员。这些老同志虽然
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但他们
通过所在的党支部，积极发挥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参加各类社
会活动，把余热继续洒在三江大
地，用实际行动阐释了什么叫初
心不改、夕阳如歌。

讲好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生动地讲好红色故事，有利
于帮助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加
深对党的历史和党的理论的理
解和认识，汲取践行初心使命的
前进动力，凝聚团结奋进的磅礴
力量。在我区，离退休干部党支
部组织离退休干部党员，开展了

“讲红色故事”系列主题活动，一
个个生动故事、一件件感人事
迹，让人们深受感染。

4月30日，官渡镇党史故事
分享会在该镇退休支部会议室
举行，故事会上，80 岁老党员李
志海生动地讲述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感人事迹，官渡镇组
织委员、党群办干部、志愿者和
官渡镇退休干部党支部 50 年以
上党龄的老党员一起分享红色
故事；5月15日、16日，在龙市镇
机关退休干部党支部开展的“讲
红色故事、传红色记忆”主题活
动中，老同志们走进农户、院坝，
为大家讲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
历史故事和革命先烈的英雄事
迹，在场的父老乡亲备受感动；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区经
济信息委机关退休干部党支部
与卓尔实验学校党支部联合举
办“讲好党史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主题党日活动，并寄语孩子
们 要 争 做 新 时 代 有 为 青 少
年……

今年以来，全区各离退休干
部党支部走进学校、院坝、农户、
场镇等地，老同志们发挥优势，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
通过讲好红色故事，让党员、群

众了解党的光辉历程，增强了对党的感情，传递了红色正能量。

开展爱心捐赠 关爱祖国花朵

爱心捐赠，情暖心田。离开了曾经的工作岗位，离退休干部党
员又在关心下一代的广阔舞台上老有所为、发光发热，他们坚持献
爱心、送温暖，为困难学生捐款捐物，体现了对祖国下一代的深切
关爱。

龙市镇机关退休干部党支部在今年“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
组织老同志为失亲、贫困、残疾、留守儿童进行爱心捐款，筹集到爱
心捐款3230元，5月16日下午，支部退休干部代表便去到该镇飞龙
村看望慰问失亲、贫困、残疾、留守儿童，为他们送去书、作业本、
笔、红领巾等慰问品，给孩子们带去了温暖。

除了龙市镇机关退休干部党支部，5月19日，渭沱镇机关退休
干部党支部走进油桥小学，为孩子们送去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
体育用品；6月19日，官渡镇机关退休干部党支部为13名孤儿和困
境儿童捐赠了文具、生活用品等。

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用捐赠的形式，把关爱实实在在送到了困
难儿童身边，同时，他们还通过给孩子们宣讲党史和法制知识、宣
传防溺水安全知识等，营造关心、支持、参与“关爱下一代”活动的
良好氛围，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了贡献。

热心志愿服务 持续发挥余热

莫道沧桑，余热生辉。离退休干部党员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他们无私奉献、助人悦己，用自己的力量，为合川的发展添上了
一抹靓丽的“夕阳红”。

在这里，一些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的老同志不讲报酬、任劳任
怨，主动义务参加镇上每月对村子的环境检查，认真给村干部和村
民讲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一些老同志义务参与所在小区的管理
工作，协调解决了小区居民关注的各项问题；一些老同志主动参与
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帮助老百姓掌握相关知识等。

他们政治立场坚定、工作经验丰富、群众基础深厚、社会影响
广泛，他们持续发挥余热，开展劝导、检查、宣传等形式多样的志愿
服务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讲文明树新风 传递社会正能量

离退休干部党员不仅仅义务参加各类社会活动，还自觉做移
风易俗的倡导者、传播者、践行者，做到了讲文明树新风，传递了满
满的社会正能量。

去年1月，南津街街道机关退休干部党支部对支部全体老同志
发出《讲文明树新风倡议书》，从破旧立新、倡树新风，厚养薄葬、丧
事从简，崇尚节俭、喜事新办等三个层面，倡导老同志带头讲文明
树新风。倡议书一经发出，支部班子纷纷带头执行。其中，该支部
一班子成员的母亲90岁寿辰只邀请了30余名亲人参加，为老母亲
举办了一个热闹、节俭的家庭宴会，其他同志也纷纷响应，厉行节
约，不大操大办，取得了良好效果，受到党政领导的肯定和社会各
界好评。

南津街街道机关退休干部党支部只是一个缩影。在全区离退
休干部党支部组织下，老同志们发挥带头作用和表率作用，弘扬文
明新风尚，用实际行动感染周边群众，让老百姓树立文明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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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有这样一个群体，他
们虽然退休，但仍在发挥余热，用善良拉近人与人的
距离，用温情缩短心与心的距离，为群众带去幸福和
快乐；他们虽然年事已高、满脸皱纹，但仍充满朝气、
无私奉献，将实事办到群众心坎里，把温暖留在群众
心间上，他们就是离退休老干部。近日，记者采访了
其中几位离退休干部。

区民政局退休干部胡炳然：

助人为乐 奉献是福

当兵时，为了和平，他把左手和左眼奉献在了抗
美援朝的战场；复员退伍后，为了完成“上为国家分
忧，下为民众解愁”的民政工作职责，他把青春和热血
洒在了扶贫济困的第一线；退休后，他本该安享晚年，
却用独臂为困难群众遮风挡雨。他就是86岁高龄的
复员退伍老兵、合川区民政局退休干部、共产党员胡
炳然。

胡炳然从事民政事业多年，接受过他帮助、扶
持的贫困人员达千余人。退休后的胡炳然仍然坚
持助人为乐、奉献是福的信念，用自己的工资资助
敬老院的老人及困境儿童，为他们购买衣服、食物
等生活必需品。有一次，胡炳然和老伴李祖玉去小
沔镇看望敬老院孤寡老人王远珍，考虑到王远珍老
人因为年纪大，加上身体不适，经常卧病在床，很少
走动，当天胡炳然除送去礼物外，还特意给她送去
了一条加厚的绒裤，希望她能够在温暖中度过寒
冬。据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胡炳然一直在用
自己的力量，帮助困难群众，特别是在去年疫情时，
他个人捐款 2 万元，他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值得学
习和传承。

胡炳然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
子做好事。”这是胡炳然老人的心声，也印证了他践行
助人为乐、奉献是福的人生境界。

龙市镇机关退休党支部书记刘仁均：

干热心事 做贴心人

余热未尽献，老骥不偷闲。今年65岁的刘仁均，
曾先后担任原龙市区团委书记、区妇女主任，涞滩镇
副镇长，龙市镇纪委副书记等职，2011年退休，现任龙
市镇机关退休党支部书记。

“既然组织信任我，叫我担任机关退休支部书记，
我就要把工作搞好，为退休老同志服好务。”刘仁均组

织退休老同志进行政治学习，在严格落实“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活动等党内政治生活的基础上，建立起
流动党员管理、联系群众、建言献策、优秀党员表彰、
党员考核等8项制度。特别是党员的目标考核，包括
政策宣讲、讲公道话、对年轻人传帮带、帮助失足青
年、参与社会服务、关心下一代等8个方面工作，既包
含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结合老党员的义务责
任，还涵盖了对老党员的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人员的
教育引导，起到一名老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的作用。同
时，她还坚持编辑龙市镇《夕阳红简报》，至今已创办
387期，以简报为载体传递正能量，广泛宣传党的方针
政策以及有益健康长寿的养生知识，深受老同志欢
迎。2019年，龙市镇机关退休党支部还获得“全国离
退休干部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刘仁均说，她能有机会为老同志服务，与广大老
同志一起学习、共同进步，是她最大的幸福。

离休干部胡少仁：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今年 94 岁的胡少仁，1948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后受组织安排回老家龙市开展党的地下斗争，负
责为华蓥山武装起义提供经费、转移掩护从战场上
下来的同志，是原合川县律师事务所干部。

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以来，胡少仁不仅自己积极投入学习，同时也用
自己的故事鼓励各位党员要树立正确的党史观，珍
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崇
德、学史增信、学史力行，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
跟党走，做好共产主义接班人。近日，区国资委在城
投大厦会议室组织开展国资系统“党史故事我来讲，
红色精神永传承——金子沱武装起义”抗战老党员
讲红色故事活动。胡少仁围绕金子沱武装起义这段
激情燃烧的革命斗争史，为大家上了一堂精彩而生
动的党史课，他从金子沱起义发生的历史背景、组织
领导、具体经过以及起义的历史价值进行详细讲述，
朴实而生动的讲解，让大家仿佛回到了那段战火纷
飞的岁月。

“我们要以史为鉴，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
经验中提炼出解决问题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坚定发
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
开新局。”胡少仁表示，将继续加强学习，当好表率，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矢志不渝跟党走，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余热！

铜溪镇机关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孙邦富：
担当作为 排忧解难

今年68岁的孙邦富，是一名退伍军人，有着6年
军旅生涯、44年党龄，现任铜溪镇机关退休干部党支
部书记兼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同时，还担任区法院
人民陪审员。

在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孙邦富主动担当
作为，帮助金沙村及龙游寺周边各村的孩子系好人生
的第一颗纽扣，搜集、考证龙游山及龙游寺的历史和
民间传说，编成小册子，用它向青少年讲述民族英雄
蹇达捐建龙游寺牌坊的缘由及其抗倭平叛的英雄故
事，讲述抗战时期原合川中学师生在龙游寺学习生
活、宣传抗日的历史，鼓励孩子们刻苦学习，将来报效
国家。与此同时，孙邦富还真情关爱困难儿童及其家
人，为他们排忧解难。金沙村一组村民高某，因农村
老家房屋垮塌，无法居住且无力修复，外出重庆打工，
子女无法入学，孙邦富奔波于铜溪和重庆两地，经多
方协调在重庆为高某解决了出租房，子女入学的问题
也一并得到解决。

为有效地增强青少年学法、守法意识，孙邦富利
用自己担任人民陪审员所学法律知识和掌握的案例，
对青少年进行以案说法教育，用朴实的语言讲课，使
青少年听得懂、能理解。同时，作为一名人民陪审员，
孙邦富每年参加陪审案件100余件，
其中涉及未成年案件30余件，对
每起案件他都从关爱保护未成
年人出发发表自己的陪审意
见，希望给未成年人重新做
人的机会，受到了当事人
及其监护人的好评。

孙邦富说，能发挥余
热，带领支部和关工委老
同志关注青少年健康成
长，为他们撑起一把遮风
挡雨的“保护伞”，是一件
很开心的事。

退休不褪色，余热
更光辉。离退休老干
部们不忘初心、发挥余
热，用自己的力量服务
社会，用爱和真心让城
市更有温度。

为党旗增辉 为夕阳添彩
——我区离退休老干部贡献力量发挥余热的故事

○记者 刘鑫宇

前不久，我区 104 岁、在党 83 年的离休干部老
党员王继渊家庭被评为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
全区仅此一家获此殊荣。从 21 岁加入地下党，风
风雨雨走过大半个世纪，王继渊一直怀着对中国
共产党的无比忠诚和深情，兢兢业业、不遗余力地
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奉献了一生，也用自己的言
传身教深深影响着子女和后人。10 月 11 日，记者
见到了在女儿家颐养天年的王继渊。

已过期颐之年的老人满头白发、精神矍铄，与
人交谈时耳聪目明、口齿清晰，脸上一直挂着和蔼
亲切的笑容。王继渊的女儿称，母亲一生豁达乐
观、爱国爱党，为家庭和社会都树立了榜样。离休
后，她又学习写诗作画，每天还读书看报，十分关

心国家大事。每当家人带着她出门散心时，她都
会对合川的巨大变化感到由衷高兴。她的人生经
历，讲起来更加丰富和传奇。

1917 年，王继渊出生在铜梁安居一个开明的
中产家庭。在她的要求和坚持下，父母从小就将
她送进了学堂。1938 年，王继渊毕业于原省立第
二女子师范学校。因为在校期间受到进步思想的
熏陶，当年她就加入了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王继渊与同事一方面通过文
宣、高台宣传、义卖、募捐、募寒衣等方式参加抗日
活动，一方面开办夜校，教农民识字，教育宣传群
众爱国爱家参军纳粮支前；解放战争期间，她特别
重视对青年教师的保护，让他们远离国民党、引导

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组织的安排下，王继渊
先后在江津双河乡小学、铜梁安居女校、合川瑞山
小学、合川东北镇小学、铜梁安居分校任教并宣传
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她又在合川师范附小、合川
四中、学昌门小学、南津街小学工作，一心扑在教
育事业上，多次任职教导主任，还多次资助学生完
成学业。对党组织和国家有着深厚感情的王继渊
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无论
在多困难的环境下都以身作则、忠于信仰。1977
年，王继渊退休，1984 年退休改离休。

王继渊的丈夫是一名工程师，也是铜梁人，志
同道合的两人婚后在合川组建了家庭。夫妻俩育
有 6 个子女，多年来一直十分注重对他们进行文
化和道德培养，子女们都继承了父母敬业奉献的
精神，有的成为教师，有的成为专业技术骨干。四
世同堂的一大家人也相处融洽、幸福美满，彼此互
相尊重、互敬互爱，从来没有吵过一次架。“我们家
风优良、心态阳光，一代一代传递着正能量。母亲
关爱却不溺爱子女，她老是告诫我们，要努力干好
本职工作，为人正直善良，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正是她率先垂范，我们子女才能有所作为。”
王继渊的女儿表示，他们的大家庭之所以如此和
睦，是因为母亲陶冶了他们的品性。

王继渊爱读书看报，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
《合川日报》上看到了两个家庭困难的学生没钱读
书的消息。随后，她便叫上老伴一同前去了解情
况，并毅然决定资助他们完成学业。在她的帮助
和鼓励下，两名学生先后从西安交通大学和清华
大学毕业，对老人充满感激，至今仍与她保持着联
系。记者了解到，离休后，王继渊还曾为北碚区公
安局、合川供电公司、合川久长街小学等讲授“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课，以自身革命的
亲身经历寄语青年一代，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厚植爱党爱国情怀。

王继渊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参与了祖国的建
设、见证了祖国的繁荣。她说，在几代人的努力
下，如今我们共同迎来了更强大的“大家”，也共同
迎来了更幸福的“小家”。

光荣在党83年 百岁不忘赤子心
——记离休老干部王继渊

○记者 袁询

王继渊与孩子们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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