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师重教办老校 宽厚仁义爱老情 
要要 要访石狮市凤里街道宽仁社区老年协会 

社会公益 萦于心重于行 
要要 要记南安市英都镇老年协会会长洪敦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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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高望重的洪 

敦炮先生袁 是泉州 

市新三龙机电有限 

公司董事长袁 同时 

兼任南安市英都镇 

老 年协 会 会 长 尧闽 

南六桂宗亲总会副 

会长尧 英都中心小 

学校董会董事长遥 
洪敦炮曾是政 

府 部门 工 作 人 员 袁 
然而袁 命运的安排 

却 使 他 摔 掉 铁 饭 

碗袁辞职下海遥 在波诡云谲的商场上拼搏袁洪先生有过失败有过沮 

丧袁但凭借坚强不屈的品格袁奋发图强的精神袁擅抓商机的智慧袁 
拨开云雾见青天袁辛耕苦耘获得回报袁终于成为一位名闻遐迩的 

杰出企业家遥 
作为一介富有责任感的儒商袁 洪敦炮先生致富不忘回馈社 

会袁 发展谨记助力公益遥 他急公尚义袁 乐善好施袁 为英都镇社 

会公益事业慷慨解囊遥 多年来袁 先后捐资南安三中尧 英都中心 

小学尧 英都中心卫生院尧 英都镇地面卫星接收站尧 英仑公路等 

达 40 多万元遥 
洪敦炮先生对经济困难的学校倾注心血遥 英都坂头小学和狮 

峰小学都是处于半山区的学校袁环境偏僻袁条件落后袁办学经费困 

难遥10 多年前袁洪先生就和镇老协会长不顾山路巅簸袁实地察看山 

区校办学情况袁对师生嘘寒问暖袁关怀备至遥 当得知坂头小学是英 

都镇规划撤拼后的一所山区基地校袁可是教室和办公生活用房严 

重不足袁洪敦炮和一位社会贤达当场乐献 3 万元袁资助坂头小学 

建造教学楼遥 爱心感动了大家袁英都中心小学领导及坂头村几位 

社会人士也捐献近万元遥 坂头村两委表示袁争取建成教学大楼袁为 

山区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遥 洪先生还捐献 3 万元助建狮峰小 

学教学楼遥 人们纷纷赞扬洪先生为振兴山区教育办实事送温暖的 

义举遥 后来袁洪敦炮先生被推选为英都中心小学校董会董事长袁健 

全奖教奖学助学制度袁合理有效地发挥校董会资金的作用遥 
去年袁 英都镇老协会应邀参加芸林村高考优秀生座谈会袁会 

长洪敦炮代表镇老协会向荣获南安市高考理科状元并被清华录 

取的洪汝萍和被北大录取的洪伟疆两位考生发放奖助金袁表达全 

镇老年人一片心意浴 
10 多年来袁 洪敦炮先生先后任英都镇老年人协会副会长尧会 

长袁为老龄事业操劳奔波乐此不疲遥 镇老协每年用于开展活动的 

经费达 10 多万元袁资金均来自社会贤达的鼎力支持遥 他们说院野老 

洪袁 如果你当老协会会长袁 我将出资 XX 钱资助开展协会活动 
噎噎冶正是洪先生无私奉献的精神袁深孚众望的威信袁产生了美誉 

度和号召力袁才更好地促进社会捐助家乡老龄事业风气的进一步 

形成遥 
2012 年 6 月袁在第六届国际公益慈善论坛上袁洪先生荣获野中 

国公益慈善人物奖冶曰2013 年 6 月袁 在第七届国际公益慈善论坛 

上袁洪先生荣获野中国杰出爱国人物奖冶遥 

本报讯渊李 明冤近日袁福建省安 

捷出入境服务公司董事长黄种鑑来 

到灵秀镇塘园村委会袁 表示将捐资 

100 万元兴建塘园小学科技楼袁 以这 

种特殊的方式为父亲黄世东尧母亲施 

美琼金婚祝福遥 
黄种鑑先生事业有成袁 长期关 

心关注家乡教育事业发展袁 在父母 

金婚纪念日来临之际袁 他带头移风 

易俗袁 简办喜事袁 捐资 100 万元兴 

建塘园小学科技楼遥 野捐资建校德 

传千秋袁 情系教育爱留家乡冶袁 黄种 

鑑心系故里尧 尊师重教的行为袁 受 

到当地群众的广泛好评遥 

宽仁社区位于石狮市凤里街 

道老市区的中心地带遥 
在宽仁社区老年人活动中心袁 

我们看到几位老人正尽情地娱乐袁 
一台电视机播放着动听的尧老人喜 

欢的闽南语歌曲遥宽仁社区老年协 

会成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袁成立 

之初袁老年会员仅 100 多人袁办公 

场所也是借用的遥 现今袁社区总人 

口 3000 人左右袁 老年人口 500 多 

人袁占人口总数六分之一袁老年协 

会现有会员近 400 人袁对老人服务 

影响广遥 2013 年袁老年协会已是第 

七届袁协会机构完善袁老年协会会 

长王明祥先生领导老协会并想方 

设法为活动筹集资金曰老年学校校 

长陈进碧老师风雨无阻坚持授课曰 
常务副会长王培灿先生为老年活 

动出谋划策尧精心组织曰秘书长陈 

长华先生辛勤为老协曰办公室主任 

许有荣先生今年已有 70 多岁袁四 

年来袁坚持每天上午尧下午两次义 

务打扫老人聊天室尧棋牌室尧活动 

室尧居家养老场所尧老年学校尧农家 

书屋以及厕所等袁除了担任老年协 

会办公室主任外袁他还是居家养老 

的主要负责人尧 农家书屋的管理 

员尧老年学校的常务副校长遥 他们 

既分工又合作袁积极开展有利于社 

区老人身心健康的活动袁让老人们 

身心愉悦遥 
人的一生应该多做慈善工作袁 

这是宽仁社区老年协会的宗旨袁也 

是他们无私奉献的表现遥宽仁社区 

老年协会在 2010 年 10 月被泉州 

市老龄委办公室评为 2009要2010 
年度 野先进老年协会冶曰2012 年 10 
月 被 石 狮 市 老 龄 委 办 公 室 评 为 

2011要2012 年 度 野 先 进 老 年 协 

会冶曰2012 年 12 月 被石 狮 市老 年 

教育委员会评为 2010要2012 年度 
野示范校冶袁这些既是对宽仁社区老 

年协会老龄工作的肯定袁也是上级 

领导对社区的鼓励与重视遥 
宽仁老年学校创办于 1993 年 

3 月袁现已 20 年了遥 老年学校管理 

规范袁办学条件好袁办学效果显著袁 
学员积极到校听课遥 宽仁老年学校 

每月开课 3 次袁每月的 8 日尧28 日 

为常规教育袁18 日为远程教育遥 每 

月 30 日为 野远程教育超市课冶袁根 

据学员兴趣袁 可自由结合收看节 

目袁互相学习遥 讲授内容丰富多样袁 
有重拳治腐尧时政时事尧老年保健 

养生尧老年人安全尧家庭用电等生 

活知识尧家庭教育等袁社区老人对 

学校的授课内容兴趣颇高袁积极性 

强袁对老年学校也是赞许连连遥 
宽仁老年学校的教师队伍人 

数逐年增加袁每年春节举行教师团 

拜会袁9 月庆祝教师节袁 师生共度 

重阳节袁 弘扬了尊师重道的风尚遥 
老年学校设立了军鼓队尧 鼓钹队尧 
南音演唱组尧老年交谊舞组和老年 

书法组袁每次活动都有技术人员指 

导袁寓教于乐袁互相学 习袁共 同进 

步遥 在重大的节目袁如元旦尧春节尧 
五一节尧国庆等袁老年学校开展丰 

富多彩的活动袁娱乐了气氛袁也收 

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遥 
宽仁社区老年协会成立以来袁 

受到了领导尧社会各界尧企业家等 

的支持袁为老年协会活动的开展出 

资出力袁弘扬了敬老爱老的优良传 

统遥 旅澳同胞王正伟先生的父亲王 

天来先生为老年协会捐助 10 万元 

作为活动经费遥 还有何恭美尧苏源 

兴尧何天福尧郑雪英等人在每年重 

阳节尧 春节对老人表示慰问和关 

心遥 2013 年 7 月袁凤里办事处保健 

院的洪院长还将医用仪器搬到宽 

仁社区老年协会袁开展野聚焦民生袁 
感动你我冶的医疗卫生服务义诊活 

动袁免费为老人体检遥 
野宽仁冶袁宽以待人袁仁义处世袁 

宽仁人也以此为行为准则遥 宽仁社 

区这片老街正与时俱进袁 欣欣向 

荣袁老年协会跟上时代袁正以它新 

的文明精神内涵袁让老人们安享晚 

年袁快乐生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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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南安英都镇老年协会 
举办第三届书画展 

本报讯 (李 明 洪启文) 翰墨飘香， 书画传情。国庆喜逢重阳， 老人 

喜气洋洋。 今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5 日， 由南安市英都镇老协会主办的 

英都镇第三届书画展隆重举行。 参展的 100 多件作品， 作者有在职的领 

导、 职工、 教师、 学生和退休人员等， 年龄最大的 82 岁， 最小的 13 岁； 洪 

光辉、 王忠书、 黄世康、 欧阳良程等书画名家也送来墨宝并现场挥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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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办父母金婚 
捐资百万兴建石狮塘园小学科技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