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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二○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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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工动态】  

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周春良出席了会议，强调 

要明确、要保证配齐配强各级关工委领导班子 

 

9 月 12日上午，吴江区关工委全委（扩大）会议在吴江大厦会

议中心召开。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周春良代表区委出席了会议；区

关工委成员单位分管领导，各（区）镇党（工）委分管领导和关工

委常务副主任，区级机关、教育、非公经济、政法、农业五大系统

关工委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

指示，认真落实全省关工委基层组织建设会议精神，推进全区关工

委基层组织建设更好向前发展。 

区关工委主任胥锦荣主持了会议，并通报了有关情况，传达了

全省关工委基层组织建设推进会的主要精神，明确了区关工委成员

单位和各镇（区）关工委的工作职责，真正做到放在心上，拿在手

上，凝心聚力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 

会上，区关工委副主任吴学明与大家一起学习了苏州市委组织

部、苏州市关工委联合颁发的﹝2017﹞29号文件。 

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周春良代表区委在会议结束前作了重要讲

话。他要求全区各级党政组织和关工委组织做到：一要认识再提升，

切实增强做好关工委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要目标再强化，不

断夯实各地关工委基层组织建设；三要力量再凝聚，努力建设一支

充满生机活力的“五老”队伍。周春良部长强调：关心下一代工作

是党的事业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多年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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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委老同志帮助党委政府做好关心教育下一代工作，付出了辛勤汗

水，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没有理由不支持。他要求各级党委政府

切实加强领导，大力支持关工委工作，重视关工委领导班子建设，

特别要明确、要保证配齐、配强各级关工委领导班子，逐步选配年

轻专兼职关工委干部，重视加强镇级关工委办事机构建设，吸纳有

服务意识、会操作电脑、有一定文字工作能力的年轻专职人员到关

工委工作班子中来。要积极支持关工委工作，帮助关工委协调解决

实际问题，真正做到思想认识到位，分管责任到位，工作措施到位。

相关部门要通力协作配合，一如既往支持关工委工作，不断增强关

心下一代工作的合力，保证关工事业持续发展。 

（吴江区关工委办公室） 

 

 

9 月 7 日，吴江区关工委在平望镇召开全区暑期假日学校总结

交流会。出席会议有区关工委全体驻会人员，各镇（区）关工委主

任、办公室主任，区教育关工委负责人以及盛泽镇衡悦社区代表也

出席了会议。 

会上，8个镇（区）关工委负责人及盛泽衡悦社区分别作了交流。 

综合交流情况，各地始终坚持校站结合，不断创新形式，开展

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活动。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是改善办

校设施，确保正常办班。今年暑期高温时间长，但各地办班热情不

减，青少年学生参与率高。由于争取地方政府重视，不少地方假日

学校普遍增添了空调设备，保证假日学校正常办班，极大地提高了

学生参与率。太湖新城（松陵镇）今年暑期突出抓“五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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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史教育主题不变，服务青少年意识不改，办好假日学校决心

不移，调动“五老”热情不减，创新活动形式不降，近两个月来，

假日学校办得红红火火，所辖社区街道开展各类活动达到 300多次。

二是突出重点主题，激活教育内涵。各地根据区关工委主题教育的

课程内容，坚持党史国史教育进课堂，把喜迎党的十九大作为重点

内容，围绕主题，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喜迎十九大”活动，让青

少年进一步了解党的辉煌历史，了解党的丰功伟绩，坚定不移地听

党话，记党恩，跟党走。盛泽镇衡悦社区不断创新课程设置，集党

史教育、文明教育、阅读教育、法制教育、文明礼仪教育等主题活

动融入其中，不仅吸引了青少年，而且倍受家长欢迎和社会各界的

好评。三是注重多元模式，提升办班特色。由于今年各地课程设置

较新，且门类众多，为青少年提供了较宽的选择余地，特别是寓教

于乐活动形式，使青少年暑假生活更丰富多彩。同时，通过优化假

日学校师资，挖掘、拓宽教育资源，有效地提高了办校学成果。如

吴江开发区城南社区开设国学系列讲堂，课程内容既生动有趣又具

教育意义。盛泽、汾湖、震泽、平望、桃源、七都推出了一系列较

有特色活动，倍受青少年学生青睐。在基地现场教育方面，汾湖高

新区关工委更是独树一帜，今年以来新增了芦墟利字窑遗址，侵华

日军“芦莘厍周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同时，开设了金家坝杨

文头村农业现代化示范点，辖区 “五老”典型层出不穷。 

胥锦荣主任在会议结束前，他对各地今年暑期假日学校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概括为十六个字：“认真策划，准备充分，求真务实，

成效显著。”同时，他针对当前实际，通报了有关工作，特别强调

了宣传工作，公布了今年 1—8月份各镇来稿及录用情况，要求各镇

高度重视通讯报道工作，不断扩大关工委影响，多争取地方党委政

府和社会各界关心支持。胥锦荣主任要求各镇进一步总结经验，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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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从实际出发，推进假日学校常态化发展，把假日学校办好、办出

特色，力争更大成效，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 

（吴江区关工委办公室） 

 

 

9 月 12日，在省文明办和省关工委联合召开的全省校外教育辅

导站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吴江关心下一代工作再次受到表彰。其中：

吴江区关工委被表彰为省级校外教育工作先进集体；盛泽镇关工委

主任钟军被表彰为省级校外教育工作先进个人；汾湖高新区“关心

下一代王治英工作室”和松陵镇横扇办事处中心假日学校获省级优

秀辅导站称号；盛泽镇衡悦社区假日学校获省级示范辅导站称号。 

近十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重视支持下，吴江校外辅导站建设

推广工作得到不断发展，特别是 2011 年，全区 15 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区城乡假日学校规范建设与发展提高的意见》

之后，全区合力搭建假日学校共识进一步形成，校外教育工作得到

有力加强。2017年，全区 297个村、社区开办假日学校 267 所，中

心假日学校 25所，学员 15500多人，假日学校基本实现了城乡全覆

盖。另外，全区还开办特殊教育“好苗苗辅导班”45个，受教育 1200

人次。校外教育有效发展，以及吴江的做法和经验多次得到上级充

分肯定，成为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的一块品牌，也成为社会需要、

家长信赖、学生欢迎的重要教育阵地。 

（吴江区关工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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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1 日至 22 日，吴江区关工委一行 4 人在胥锦荣主任带领

下，花了两天时间，先后到苏州美山子制衣有限公司、江苏盛虹集

团以及吴江赛格市场进行调研，分别听取了美山子公司副总经理、

副书记王华、盛虹集团党委副书记高苏健、赛格市场总经理徐中岳

有关企业发展情况和开展关工委工作的情况汇报，并参观了企业现

场，区关工委调研组对这三家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关工工作表示满意

和赞赏。 

吴江区民营企业有 5万多家。在民营企业组织关工委组织，在我

区已开展多年，并有着比较扎实基础。十多年前，苏州美山子公司和

盛虹集团率先建立了关工委，特别是通过“党建带关建”，借势发力，

共建互促，不断探索并逐步形成民营企业关工工作长效机制。由于企

业党组织高度重视，行政大力支持，不断提升了关工工作的保障力度，

呈现了良好工作局面，为吴江民营企业作出了表率。2016年，美山子

公司成为爱慕集团全国首家推动内衣文化传播和影响力的模范“蓝

本”。盛虹集团更是名列前茅，多年来一直入选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

榜单，排名 33位；在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 500强中排名 18位，并连

续 12年蝉联中国印染企业 20强之首。赛格市场是近几年崛起的一家

现代化、规模型电子品牌市场，也是吴江携手数千优质商户、数百驰

名品牌、独树一帜、领军吴江商业新格局大型专业市场。2015年以来，

赛格广场先后成立了市场党建工作指导站和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为提升我区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水平作出了表率。今年上半

年，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两新”工委书记张娟曾考察该市场，

对赛格市场发展和党建给予极大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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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中，区关工委主任胥锦荣对这三家企业的发展理念、拼搏

精神、创新精神、规范管理、以及大力弘扬企业文化，在开展关心

下一代工作中所作出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希望进一

步总结经验，充分发挥民营企业“领头羊”作用，把关工委工作抓

好，抓活，抓出更大成效，推动全区非公经济关工委工作不断向前

发展，为促进地方民营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吴江区关工委办公室） 

 

 

党的十九大将于十月召开。在近期两个多月中，吴江区各级关

工委利用暑期假日学校时空，唱响正气歌，高扬主旋律，在青少年

中广泛开展“立志跟党走、喜迎十九大”系列活动，造就了强大声

势。 

一是党史教育进课堂。各地假日学校，根据区关工委主题教育

的课程内容，坚持党史教育进课堂，把喜迎党的十九大作为重点内

容，举办了诸如“为什么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拿什么献给

您——党的十九大”等系列讲座，让青少年进一步了解党的辉煌历

史，了解党的丰功伟绩，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 

二是革命故事进街巷。针对小学生爱听故事的特点，利用暑期，

开展讲英雄人物故事活动，是关工委近年来一个创新好做法。今年

暑期，故事会成为各地一个有效教育载体。各地“五老”志愿者深

入街巷和村，广泛组织“讲英雄、学英雄”故事会活动。为配合建

军节 90周年庆典，故事会既有“南昌起义”革命故事，又有曾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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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吴江大地的抗战故事。“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院士荣获“八

一勋章”，程开甲“忠诚奉献、科技报国”的英模形象，成为激励

着青少年教育巨大动力，程老故事在吴江青少年中广为传播，成为

学习楷模。 

三是参观学习进基地。吴江上百处教育基地，是开展青少年教

育极好的课程资源。区关工委力荐一批“红色”教育基地，如张应

春烈士纪念馆、铜罗党史馆、柳亚子纪念馆等。2015年建立的芦墟

利字窑遗址，即侵华日军“芦莘厍周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

为今年假日学校参观热点。盛泽、震泽、桃源等地组织青少年参观

“苏嘉铁路 75号桥侵华日军炮楼”遗址，让青少年进一步了解吴江

人民英勇抗敌、浴血奋战的光辉历程，深切感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激发了爱党、爱国、爱家乡热情。 

四是舆论宣传进镇村。两个多月来，各地关工委坚持以舆论为

导向，利用假日学校，进一步扩大舆论宣传，通过假日学校的宣传

橱窗、电视屏、宣传标语等，不断渲染舆论气氛。同时，形式多样、

寓教于乐、丰富多彩主题活动，如朗诵比赛、摄影比赛、知识竞赛、

书画作品等活动，为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营造了浓厚氛围，成为舆

论宣传重要一环。 

（吴江区关工委办公室） 

 
据近日《吴江日报》报道，吴江区两位“五老”志愿者再获殊荣。 

今年上半年被评为“苏州好人”李金林，近日，又被江苏省文

明办表彰为全省学雷锋志愿者先进典型，获省“优秀志愿者”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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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号。李金林老师是我区桃源镇铜罗中学退休教师，从 1996年至今，

他为 206名贫困学生牵线搭桥，募集资金 334950元，并个人出资 2

万多元，以“铜中一教师”的名义，助学贫困学生，被称为“贫困

生的班主任”。2012 年，曾受李金林资助的 18 位学生顺利毕业，

成立了“桃源镇曙光爱心奖励助学金”，以此感恩和回报社会的关

怀，把爱心接力棒继续传下去，李金林也从未放弃志愿服务。 

近日，在吴江区第四届“吴江好人”评选活动中，我区芦墟实

验小学退休教师张俊获得“吴江好人”荣誉称号。张俊退休前，是

远近闻名“环保校长”，当年，芦墟实小以“环境教育”特色而一

举成名，曾获得“全国绿色学校校园管理环境项目特别贡献奖”“全

国绿色园丁奖”“江苏省环保形象大使”，其事迹曾数次在央视播

放。张俊多才多艺，他善写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文学作品，喜爱

摄影。退休后，他加入关工委队伍，不遗余力，将环境教育主题引

入假日学校课程。同时，他首创的关爱青少年特殊群体的“好苗苗”

班，在吴江推广后，一举成为全省的一大特色，获江苏省教育关工

委创新二等奖。2015年在张俊建议下，汾湖高新区出资，在芦墟利

字窑遗址建立了侵华日军“芦莘厍周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

为吴江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又一重点教育基地。 

                        （吴江区关工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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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信息】 

 

 

9 月 20 日上午，汾湖高新区黎里古镇关工委在老年大学二

楼会议室召开关工工作会议。汾湖高新区常务副主任汝留坤传

达了吴江区关工委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学习了苏州市委组

织部、苏州市关工委联合颁发的﹝2017﹞29 号文件，着重传达

了吴江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周春良在全委（扩大）会议上重要

讲话，结合黎里古镇实际，总结我镇暑期假日学校开展的情况，

规划四季度，布置了评先创优，落实“创零”单位迎检的准备。

汝留坤要求各办事处、社区按照区关工委胥锦荣主任要求，总

结经验，切实加强汾湖区关工委基层组织建设，把关工工作放

在心上，拿在手上，进一步夯实工作基础，争取更大成绩，迎

接党十九大的胜利召开。 

（汾湖高新区黎里古镇关工委  张尚林） 

 

 

 

今年暑期，为丰富孩子们暑假生活，关爱孩子们成长教育，吴

江区级机关关工委联合区人武部、区委老干部局、区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区教育局中小学生综合实践中心、吴江图书馆、吴江宾馆等

多家单位，组织开展了“五个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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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回水乡古镇。7 月 4 日，参观震泽“丝绸小镇”的古桥、

古寺古塔等名胜古迹，桃源临海天池景区的天池文化园，领略吴江

古镇的秀美风光，参观“严墓党史纪念馆，了解 1937 年至 1949 年

严墓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抗日历史。 

献一次爱心蛋糕。7 月 7 日中午，在吴江宾馆老饼房，组织家

长和孩子共同制作蛋糕，锻炼孩子动手能力的同时，增进孩子大人

间情感交流。蛋糕制作完成后，送往吴江福利院，奉献一份爱心。 

接受一次国防教育。7月 11日，前往吴江区训练基地，参观部

队营地、体验军营生活（包饺子）、现场模拟演练等环节，让青少

年感受军营，树立亲军、爱军情怀。 

看一场红色电影。8 月 4 日下午，在吴江图书馆观看电影《智

取威虎山》。通过观看红色电影，加强爱党爱社会主义教育、理想

信念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中，我们还播放了青少年喜爱的动

画喜剧电影《欢乐好声音》 

听一段长征故事。8 月 29日，组织一场革命传统教育课，邀请

李金奎老同志讲述自己重走长征路的故事，通过讲革命历史，话革

命传统，学习红军长征精神，重温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

历史征程。 

（吴江区级机关关工委供稿） 

 

 

9 月 22日上午，汾湖高新区（黎里镇）关工委和讲师团一行 12

人在常务副主任汝留坤的带领下，前往苏州市高新区浒关镇学习取

经。在沈智良主任的引领下，来到浒关镇龙华社区。 



 

 12 

走进综合办公大厅再上二楼，是龙华社区扶老携幼献爱心驿站，

一个为老年人服务的区域呈现在我们面前，老年人日照中心里有电

视室、阅览室、书画室、棋牌室、乒乓室、食堂等设施。 

最为感动的是他们的“少儿放心班”，一间窗明几净的教室，

18张双人新课桌。据龙华小学退休老师夏莲芳介绍，“少儿放心班”

每星期周一～周五免费开办，接纳 1、2年级困难家庭的子女上课，

每天下午 3 点半到 5 点钟雷打不动，至今已经有了多个年头，师资

力量还有学校的在职老师和社会志愿者。他们为青少年护航计划中

提出抓质量，创特色品牌，做到爱心相传，精神相传，美德相传，

做到常态化服务，深受当地人民群众的好评。 

通过参观学习，让我们认识到浒关镇龙华社区“小政府大作为”

的办事特色，龙华社区的“少儿放心班”在我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黎里镇关工委  张尚林） 

 

桃源镇关工委在喜迎党的十九大召开的系统活动中，9月 23日

在青云社区专门为镇区的少数民族孩子举办了“情满中秋节，民族

一家亲”联欢活动。 

假日学校的贝建忠老师首先向少数民族孩子介绍了中秋节的来

历及中华民族传统佳节吃月饼的风俗习惯；同时贝老师紧密联系少

数民族风俗，专门介绍了土家族的“打月亮”、藏族的“寻月”、

布依族的“偷老瓜煮糯米饭”、黎族的“八月会”、傣族的“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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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的“跳月”等少数民族的风情习俗，精彩的演讲，深深吸引了

孩子们兴趣。 

在贝老师介绍风俗的基础上，组织孩子们诵读中秋佳节的诗词、

朗读中秋佳节的儿歌、高唱中秋佳节的歌曲。博得孩子们的踊跃参

与，一个接着一个，不仅表演得非常投入，而且充满激情，朗读的

儿歌朗朗上口，歌声在教室里回荡，让孩子们沉浸欢乐的节日之中。 

活动中，孩子们为喜迎十九大和祖国生日、中秋佳节，还创作

了一幅幅的绘画佳作。同时，通过风格各异的绘画表现形式，抒发

了喜迎十九大和祖国生日、中秋佳节的热情和高尚情怀。 

桃源镇青云社区居委会专门为孩子们送来了豆沙、枣泥、冰糖、

葡萄干、核桃仁、花生米等陷的中秋月饼；孩子们一边品尝着中秋

月饼，一边静静地听着《月亮姑娘做衣裳》小故事；分享着那一份

思念和亲情，展望祖国 68周年辉煌成就，从内心深处感谢社区对少

数民族孩子的关怀。 

56个民族大团结，56个民族一家亲。让我们手拉手、心连心，

共同祝福十九大胜利召开，祝福祖国的明天更辉煌和人民生活更加

幸福美满！ 

（桃源镇青云社区关工委） 

 

 
 

铭记国耻，展望未来。9月 17日上午，盛泽各界在位于群铁村

的日军 75号炮台遗址举行纪念活动。来自目澜社区的退休老人夏金

荣自费买了红色油漆和毛笔，为遗址纪念碑描红。“我都已经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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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今年是第几个年头来这里给这块石碑描红了！我会坚持下去，只

要身体还可以。”作为一名文史爱好者，夏金荣还声情并茂地介绍

了炮台的历史，人群中不乏一些新盛泽人代表。 

苏嘉铁路建于 1935 年，1936年 7月通车，曾在 1937年的淞沪

抗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1937 年 11 月，日军侵占吴江后，重兵把

守苏嘉铁路，沿线修筑了许多炮楼镇压抗日武装。75号桥炮楼始建

于 1938年，由西炮楼（两层）、营房、东炮楼（单层）三个单体组

合而成。总面积 119.4平方，1944年初，苏嘉铁路被日军分段拆除。

75号桥日军炮楼，是苏嘉铁路全线仅存的炮楼，成为日军侵略中国

的一个重要物证。 

（盛泽镇关工委） 

 

 

9 月 18日是“九一八”事变 86周年纪念日。上午 10时，呜---

呜---，肃穆，低沉的鸣笛声响彻江城。86年前的 1931年 9月 8日，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9

月 18日下午，吴江汾湖高新区芦墟实验小学部分少先队员在学校关

工委老同志的带领下，走进德育教育基地——侵华日军芦莘厍周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缅怀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学生们在工

作人员的讲解下参观了纪念馆和利字窑惨案遗址，当听说当年日本

鬼子残忍地将十几个无辜农民赶进窑洞活活烧死的惨景，大家无比

愤慨。芦墟关工委老同志表示，在“九一八”事变 86周年纪念日，

组织学生参观“侵华日军芦莘厍周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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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他们要求孩子们铭记历史，珍爱生命，努

力学习，打好基础，将来为建设强大的祖国出力。 

（汾湖高新区关工委  张 俊） 

 

 

9 月 8 日中午，桃源镇铜罗社区爱心红烛工作室负责人、铜罗

中学退休教师、“吴江好人”李金林冒雨来到青云中学，向初一年

级的一位贫困生钱某某同学送上“曙光爱心奖励助学金”的爱心助

学款，李金林的拳拳爱心殷殷关照温暖着钱某某同学和她家长的心，

让人感动不已。 

四年前，青云中学有位李某某同学，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受到李

金林的“曙光爱心奖励助学金”的爱心支助和真情关怀，今年这位

李某某同学已考取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后，继续

得到李金林的“曙光爱心奖励助学金”的支助。 

李金林用爱心红烛照亮了受助学生的心，激发他们发奋学习，

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桃源镇青云中学关工委） 

 

【简讯二则】 

 

△桃源镇开阳村关工委牵手爱心企业捐助贫困大学生。9 月 19

日，桃源镇开阳村关工委牵手恒志科技、广美纺织、双鸣纺织 3家爱

心企业代表赴开阳村 6组，将助学金送到了贫困大学生顾培群家中。 

△铜罗区校联动臻美中心假日学习班开班。9月 23日上午，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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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区校联动臻美中心假日学习班开班。开班仪式上，假日学校负责

人对孩子们提出了学习的期望，社区和村关工委领导还给每位学生

分发了学习用品。 

△金秋九月，最美建南。近日，黎里建南村关工委组织 20位小

朋友与家长参观村级特色产业葡萄园。通过品尝葡萄、园主讲解以

及亲子采摘三个环节，小朋友们对葡萄生长、种植、葡萄的功效，

葡萄深加工产品等有了初步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