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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上元奉献关爱的事还
有很多，在中洲村筹资建桥就
是其中一例。潘市镇中洲村
是全县最穷的村，因该村处在
湘江河中心，低年级学生在本
村就读，三年级以上到河对岸
的潘市镇塘弦湾小学就读，每
天来回都要摆渡，不少学生辍
学或面临失学。

钟上元邀请专家进行多
次调研，认为只有采取“渡改

桥”的办法，才能从根本上解
决学生上学不安全的问题，也
能让村民出行更为便利。于
是，他主动向县领导请缨，希
望跟进中洲村建桥项目。在
建桥过程中，钟上元带头募集
资金，紧抓工程质量。2013
年 9 月，经省、市交通部门验
收，这件“民心工程”圆满办成。

为了工作便利，钟上元还
买了一台私人小车作为公用，

用于组织“五老”宣讲党的核
心价值观及进行法制教育、考
察贫困学生、筹措助学资金、
开展扶贫等工作。至今，他已
走遍了全县所有的镇、街道与
行政村，平均每年行程4万公
里左右，发动爱心组织和爱心
人士募集资金 1300 万元，走
访调查3500多个贫困孩子家
庭，让 1100 多名贫困学生圆
了大学梦。

在湖南雨花非遗馆内，有
间挂满了各类书画作品的展
厅，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些字
并非书写而成，而是一刀一刀
剪出来的。这些作品的创作者
正是“中华第一剪”洪源。

洪源 1951 年出生于湖南
株洲攸县，家中长辈都做纸扎
活，他从小便对书法产生了兴
趣。因患有严重的先天性近
视，他读书期间大多呆在教室
里练字，也因此对楷书、篆书、
行书等十分熟悉。12岁那年，
他学会了刻章，便带着几把雕
刀走上白手起家之路。接触剪
字算是他人生的一个意外。当
时刻章的需求越来越少，在家
人支持和帮助下，他开始做招
牌，做招牌就涉及剪字。一次
在湖南省博物馆表演剪字时，
一位台湾商人很感兴趣，还出

100 元让洪源剪了 3 个字的招
牌。从此，洪源便与剪字结下
深厚的缘分。

从最初一刀剪一个字再到
一刀剪多字，从看着剪到蒙眼
剪、背着手剪，从一种汉字的结
构到掌握全部汉字结构，洪源
通过勤学苦练，创作了不少精
品力作，被人誉为“中华第一
剪”。他剪的 400 平方米的

“龙”字成功申请世界吉尼斯纪
录。2015年，“洪氏一刀剪”还
被列入株洲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目录。

“现代社会的快节奏，机械
的使用逐日增加，机械完成的
作品虽然漂亮，但千篇一律。
只有手工做出来的东西，每一
件才是有灵性的。”洪源表示，
这才是手工艺人存在的价值。

虽然洪源已年逾六十，但

他 手 中 的 那 把 剪 刀 从 未 停
歇。问到将来的目标，他说要
带着“一刀剪”走向国际，带着
自己多年来的作品在全球展
出，让这项传统技艺被全世界
都看到。（摘编自《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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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精心筹备，由中南
出版传媒集团主办，湖南中
南国际会展有限公司、湖南
科学技术出版社、长沙博物
馆联合承办，长沙市文化旅
游广电局特别支持的全沉
浸式宇宙科普互动体验展

——“霍金与乔治的宇宙”
将于 7 月 20 日在长沙博物
馆和观众见面。从 7 月 20
日起一直到9月20日，整整
2个月，不管你是宇宙迷还
是霍金粉，长沙博物馆将等
你们来探索神秘的宇宙。

“反应迟缓、
协调力弱、腿部僵硬……一套
老年人防跌风险测评做下来，
不同报告背后，预示接下来的
训练重点也将不同……”日前，
长沙市雨花区桔园社区十多位
高龄老人，在“孝为先”社工的
带领下，饶有兴趣地跟着口令
和节奏做腿部协调力训练。

一张报纸即是训练的道
具。揉紧成球放在坐位正前方
的地上，是训练前的准备工作；

不可动手，用脚想办法把纸球
摊开、抹平，是训练的规则和目
标。这些看似简单容易的动
作，对协调力弱的高龄老年人
来说，确实是不小的挑战。

坚持不懈，直到成功，88
岁的独居老人黄奶奶成为这句
话的“代言人”。她是本次腿部
协调力测评能力最弱的一员，
别人1到3次可完成的动作，她
努力了6次后终于顺利完成。

此次志愿服务是市民政局

三社联动（社工类）项目“不倒
翁”防跌计划的内容，旨在关注
社区老年人跌倒问题。作为承
接机构的雨花区孝为先社工服
务中心，主要通过适老化改造、
跌倒风险评估、预防跌倒训练、
风险发生应对、居家安全知识
倡导等服务，减少老年人跌倒
频次，提升老年人及其家属和
社区志愿者应对问题的能力，
增强居民对跌倒的风险意识。
（摘编自《长沙晚报》）

退而不休助千余贫困孩子上大学
在湖南永州祁阳县，提起钟上元，几乎无人不知。1948年出生的钟上元，2008年退休后，于2011年被任命为祁阳

县关工委主任。此后，他一直奔波于关心下一代工作中，扎实的工作态度和优异的工作成绩得到肯定，先后获得“湖南
省关心下一代突出贡献奖”“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时刻记者周纯）

目前，祁阳县已建立关工
委组织 1276 个，形成了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网络，
有1.2万名“五老”参加关工委
组织。在这些“五老”中，县关
工委主任钟上元尤为突出。
他依托县志愿者义工联老年
联合分会，建立起50人的文艺
宣传队，以祁剧、祁阳小调形
式自编自演，进社区下农村宣
传关心下一代工作，现已演出
78场，观众达8万多人次。

为推介祁阳关心下一代
先进典型，他组织出版了《托
起明天的太阳》一、二、三、四
集，搜集整理了祁阳关心下一

代工作 240 余个典型，共印
4000余册，发放到各乡镇村和
学校等单位，用本土典型推动
本土关爱工作不断深入。

钟上元表示：“关心下一
代工作要常态化、持久化，必须
要以活动为载体，才能赋予它
实际内容，才能不流于形式。”

2015 年 4 月 30 日，在祁
阳县委常委会上，钟上元建议
全体县级干部带头参与“一帮
一、一对一”结对活动，得到积
极响应。全县共发动1.2万余
名党员、干部和“五老”人员，
对全县青少年开展“一对一”
三帮活动。

组织出书宣传本土典型 为扶贫助学多次实地走访

自 1999 年开始，钟上元
受在外祁阳籍企业家委托，
运营“昌世教育基金”。在他
的运作下，昌世基金会共资
助新考大学的贫困学子 955
人次，资助金额 520 万元；资
助新建三所学校，金额达250
万元。为了精准扶贫助学，
钟上元多次实地考察，确保
扶助对象无错漏。

2012 年 8 月，祁阳县考
上本科且家庭贫困学生已考
察扶持完毕，但考虑到全县

可能有漏掉的情况，钟上元
再次到学校调查。当时他身
体状况并不好，行动不便还
摔了一跤。考虑到工作不
能耽误，他没有立即赶去医
院，还是坚持继续调查。待
工作做完后才到医院检查，
结果发现因跌伤造成脑颅
出血已达 100 多毫升。在
医院做完手术后才半个月，
钟上元又拖着病躯照常上
班。他妻子怕他再出意外，陪
着他上了一个星期的班，直

到他痊愈。
钟上元的同事们经常跟

他开玩笑说：“你也快 70 岁
的人了，何必还为下一代的
事忙个不停呢？让别人去做
吧。”面对这样的调侃，钟上
元笑着回答说：“我这个人耍
起不安心，有事做反踏实快
乐点，何况关心下一代事关
国家与民族的未来，牵涉到
千家万户众人的福祉，组织
上信任我，我怎么能懈怠和
撂担子呢？”

督促架桥解决学生过河难

“洪氏一刀剪”入选非遗名录

社区 社工支招做“不倒翁”

赏陶艺作品感受生活美学

7 月 10 日至 8 月 8 日，
湖南省博物馆一楼特展二
厅将举行“归真——张继陶
现代陶艺作品展”，展现台
湾著名陶艺家张继陶的陶
艺作品。展览分“悠游自
在”“器以载道”和“釉彩幻
千 ”三 个 单 元 。 张 继 陶
1931 年出生于湖南长沙，
现 定 居 于 台 湾 新 北 市 。

1976 年，他师从台湾著名
陶艺家林葆家先生学习陶
艺，从此俯首于陶艺创作
中。其作品融合“古”与

“今”，贯通“美”与“用”，多
以中国传统古典器型为基
础，结合现代陶瓷的实用技
能与造型，搭配独具个人特
色的釉彩，展现生活文化美
学与人生哲思。

与“霍金”一起了解宇宙奥秘

洪源洪源

钟上元
（图右一）走
访贫困学生

610号 何女士，62岁，
长沙人，现已退休，有独立
住房，有一女儿独住。身高
158cm，离异已多年，希望
能找个63岁到70岁，身体

170cm 以上的长沙本地男
士为伴，希望对方性格开
朗，不抽烟、喝酒、打牌，有
住房，有退休工资，独住，共
享晚年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