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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 70 年，
同学聚会上百次

10 月 7 日，原湖南第一
师范附属小学（现湖南第一
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50
班近 20 位年过八旬的老人
再度聚首（如上图②），这是
他们毕业70年后又一次大规
模同学聚会。重回母校，他
们在畅谈当年友谊、聆听毛
主席于 1920 年至 1922 年担
任该校主事故事之余，
还一同
游览母校。类似的聚会在这个
班级中并不少见。退休后，
老
年朋友热衷聚会，
老同学相聚
更有着独特的意义，
如何使聚
会形成常态，
他们的经验值得
借鉴。
（本报记者鲍杰）

经 验 一 每 次 聚 会 大家都保持了持续的相聚，规
设计难忘主题
模并不限定，
“ 外地同学来长
沙，
我们就小聚，
遇上重大的节
“从 1955 年开
日或特殊节点，
我们再大聚，
相
① 始，不算规模大小，
比规模，
我们更在乎频率，
常来
几乎每年都有 2-3
常往，
感情才会增进”
。为了让
次 聚 会 ，算 下 来 超
聚会不显得单调，每次大聚会
过百次。”作为同学
时周永龄都策划一个主题，迎
聚会的主要组织者
国庆、看母校新貌、游故乡新
之一，82 岁的周永
景，这些主题活动让老同学们
龄分享了成功组织
对聚会更加向往。周永龄介
② 同学聚会的经验。 绍，
为了保持联络，
大家共建了
退 休 前 ，周 永
微信群，这让其他因故缺席聚
龄曾就职于湖南日报，从事新
会的同学也能感受到同学情谊
闻采访工作，因为长期与各行
的延续。同学之间还会定期相
各业打交道，让他在寻访散落
互慰问，
过去每年春节，
他与另
各地的老同学方面多了一些经
一同学都会写下新年贺卡寄送
验和渠道。过去工作闲暇之
给每位外地同学，
“如今有了微
余，他就通过前去公安部门查
信更方便，
每位老同学都能及时
阅户籍资料、走访老同学居住
感受到我们的关心和关注”
。
地邻居、询问老同学单位领导
营造共同话题
与同事，搜集了不少人的联络 经验二 乐于分享，
方式。从湖南日报社副总编辑
“与国同庆七十年，
改天换
岗位退休后，他继续利用以前
地苦变甜……喜看同窗身体
的方法找寻同学，经过不懈努
健，开心日子福寿绵。”在本次
力，40 名老同学先后通过他重
同学聚会上，83 岁的周旦华兴
新建立了联系。
奋地朗诵起自创的诗词，在他
周永龄介绍，老同学的聚
看来，
这样既能表达深厚情谊，
会并非最近才发生，
工作时期，
也能为同学聚会留下难忘记

发放孝心卡让老人享福利
为庆祝
重阳节，长沙
井湾子街道
社区
德馨园社区
举行庆祝活
动，为社区“好人好店一条街”
协会授牌（右下图）。同时，该
协会还给社区 65 岁以上的老
人免费发放孝心卡，拿到卡
的居民可以在德馨园商业街
14 家门店免费或减免消费。
“ 我 领 到 孝 心 卡 了 ，太 高 兴
了 。”家 住 德 馨 园 社 区 70 岁
的杨先生说。目前，协会已
发放孝心卡 500 多张。
“好人好店一条街”协会
由德馨园社区商业街十多家
门店组建而成。会长是曾入
选中国好人的刘国兴，他经营
着一家米粉店，店里有条不成
文的规定：孤寡老人、学龄前
儿 童 吃 粉 ，一 律 免 费 。 从
2011 年开店至今共免费送出
米粉 3 万多碗。在刘国兴的
感染下，德馨园社区商业街十

几家门店组建了“好人好店一
条街”协会。他们效仿刘国兴
做公益，为困难群体提供免费
服务。
活动现场，身着各族服饰
的舞者跳起了《最美的歌唱给
妈妈》，还表演了广场舞《我的
中国梦》，将活动推向高潮。
社区还表彰了 14 位健康老人
和 13 对幸福家庭。社区计生
协在活动现场发放了老年人
健康宣传资料五百多份。
“健
康源自好心态。”社区健康老
人苏锡霞说。金婚幸福代表
邹望全、刘秋玲夫妇表示：
“幸
福需要包容、需要理解。”
（文/
胡芳）

忆。朗诵完毕，他将诗词写成
微信发送给远在黑龙江大学法
学系读大四的外孙，与他分享
自己的喜悦心情，
“外孙也是在
我母校毕业的，祖孙都曾在一
所学校求学，我想将这份特殊
的感情传递给后代”
。
85 岁的周景明在聚会中
拿出自己刚获得的“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
章。她介绍，能拿到这块纪念
章，与母校分不开。因为在母
校求学受到新思想的影响，
1949 年 9 月，
她应征入伍，
在某
兵团卫校学习 3 年后成为了一
名护士，
并经历了多次战争，
为
国家献力，
“ 每次同学聚会，大
家都会分享自己的喜悦和成
绩，这也让聚会增添了不少话
题和共同语言”
。

后，
他成了同学聚会上的常客，
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都要参
与 其 中 ，每 次 还 不 忘 带 上 老
伴。
“老伴年轻时同我一样忙于
教学岗位，退休后为了增进彼
此感情，我便想与她一同经历
一些重要的事情。”这样的尝
试，对易可法与老伴的关系产
生了积极的作用。他介绍，老
伴前些年患上了阿尔茨海默
症，
医生鼓励多外出活动，
同学
聚会让老伴印象深刻，每次聚
会后，
两人间话题更多，
对老伴
的病情稳定也起到一定效果。
85 岁的邓序鸾虽然此次
不能参加聚会，但仍委托本报
记者向老同学们送上祝福。
她介绍，结婚 62 年，以往每次
同学聚会她都会带上老伴，她
的老伴是《浏阳河》词作者徐
叔华。通过聚会，老伴认识了
经验三 携伴参与，
扩大圈层影响
不少新朋友，夫妻间的乐趣也
在这次聚会上，不少老同 增添了不少。
“ 带上老伴出席
学都是携伴前来参与。82 岁 同学聚会，幸福感更强。”邓序
的易可法在聚会前一天，特地 鸾介绍，受自己影响，老伴也
带着老伴从广州赶来长沙。 带上她参与他的同学聚会，
1983 年，他从长沙调往广东工 “一来一往，同学圈层影响变
作，
此后忙于工作，
同学聚会参 大，夫妻间共同的活动也多了
加次数并不频繁。直至退休 不少”。
■乐活资讯

“女书文化旅游周”“七彩花伞节”
即将启幕
上演高空旗袍秀

王船山诞辰400周年
纪念邮票发布

近日，
永州市江永县文化
9 月 26 日，
湖南九龙江国
10 月 7 日 ，衡 阳 县 举 办
旅游广电体育局宣布，
“ 女书 家森林公园“七彩花伞节”盛 纪念船山先生诞辰 400 周年
文化旅游周”将于 10 月 12 日 大开幕，
众多旗袍爱好者来到 系列活动之船山纪念邮票首
在长沙启幕并举行女书文化 景区手持花伞，在距地面 140 发仪式。此次活动由中共衡
高峰论坛。本次
“女书文化旅 余米的高空玻璃桥与玻璃栈 阳市委、衡阳市人民政府主
游周”由永州市政府主办，永 道上进行走秀（下图）。活动 办，中共衡阳市委宣传部、中
州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江 自 9 月底起至 10 月 31 日结 共衡阳县委、衡阳县人民政
永县委县政府、省新华书店、 束，
历时一个多月。包含
“万伞 府等单位承办。此次发行的
长沙新华铜官窑国际文化旅 迎宾”
“一帆风顺”
“大地飞歌” 王夫之邮票为《古代思想家
游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湘女楚 “伞艺 DIY”
等四大伞艺主题造 （二）》系列，全套 6 枚邮票，分
韵女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 景展示，
还有上百把花伞点缀玻 别为王守仁、
黄宗羲、
顾炎武、
南女子学院、
女书（北京）国际 璃栈道，
让游客大饱眼福。
王夫之、戴震、章学诚。由著
文化交流中心承办。活动以
名画家范曾先生绘制，
采用国
“‘姐妹同心’
‘ 感恩母亲’
‘感
画小写意的手法，以“古”为
恩祖国’
”
为主题，
分别在长沙
尚、以笔铸“魂”，所绘六位古
举行开幕式和高峰论坛。10
代思想家均神采独具、
各显风
月 13 日至 20 日，游客可在江
骨。据悉，
王船山纪念邮票是
永县观看大型女书史诗剧《八
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的第七
角花开》，
体验女书习俗，
品鉴
套具备衡阳元素的邮票，
同时
瑶山油茶，
做客瑶绣坊和上甘
也是第三套具备衡阳元素的
棠家学讲堂，
参加女书文化旅
纪念邮票。邮票面值 1.2 元人
游精品线路体验游。
民币。

快乐约会
为自己征婚
626 号 张先生，60 岁，身高 1.70
米，
身体健康。有住房，
已退休，
月收入
3000 元以上。离异独居。五官端正，
无负担，
无不良嗜好，
善良，
持家。欲寻

家住衡阳市城区内的女士，
希望对方身
高 1.57 米以上，
年龄在 53 岁至 60 岁，
貌相端庄，
不肥胖，
自己有生活保障，
性
格温柔，
无不良嗜好，
爱运动。

为儿女征婚
19号 刘女士的女儿，
1988年10月 自办公司，
有车有房，
父母已退休，
想找
出生，
身高1.63米，
男孩性格，
短婚未育 一位性格好，
责任心强，
身高 1.70 米左
（男方问题），
长沙市人，
大学本科毕业， 右，
条件相当的男士为终身伴侣。
如果您想要结识上述的征婚人士，
或者自己也想单独刊登一则匿名征婚消息，
欢
迎您发短信给刘编辑（手机号15575106513），
或添加该手机号微信与刘编辑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