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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报道

市委召开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
3 月 20 日，市委召开杭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

会议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关工委常

市委常委、市关工委主任佟桂莉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关工

务副主任施迎利主持。市关工委名誉主任吴键、沈者寿、

委常务副主任曾东元作工作报告。

于辉达，市关工委副主任孙长和、顾树森、林振国，市委副

佟桂莉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关心下

秘书长周琪，市关工委专职副主任郑柯荆等出席会议。

一代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大力弘扬尊老爱老敬老的光荣

会议对 2013—2014 年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先

传统，为“五老”提供工作场地、工作经费，让各级老同志

进个人进行了表彰。拱墅区、西湖区关工委作经验交流，

在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基础上继续发挥作用。关工委

萧山区、富阳区、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市园文局）

各成员单位要主动加强与关工委的沟通交流，齐抓共管、 关工委作书面经验交流。各区、县（市）关工委主任、常务
副主任、专职副主任以及市直属单位的关工委领导，先进

合力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
佟桂莉强调，要着力在创新推动青少年思想道德教

集体、先进个人代表等 150 余人参加了会议。

育、开展青少年关爱帮教和帮困助学、动员社会共同参与

（赵勋）

等方面精准发力，特别是改进和创新新常态下
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引导青少年
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做细做实。要深刻领会全面
推进法治杭州建设的重要意义，认真落实“杭法
十条”，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加强青少年法
治宣传教育，有效做好法治帮教工作，以法治思
维和法治工作方式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要
为我市关工委工作传统品牌注入新的内容，形
成“奋飞系列”品牌，规范助学操作，聚焦帮扶对
象，拓展帮扶内涵，避免重复资助。

全市关工委系统第八期理论培训班
在市委党校举办
3 月 25 日至 27 日，全市关工委系统第八期理论培训

结。培训期间，还组织学习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班在市委党校举办。市关工委名誉主任沈者寿为学员们

辅导”、
“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心理调适

上了“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指导，为青少年一代健康

及辅导”、
“ 有效应对网络舆情 提升舆论引导能力”等课

成长创造良好环境”第一课，拉开了本期培训班的序幕。

程。来自各区、县（市）关工委，市直属有关单位关工委的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施

负责人和“五老”代表，以及乡镇（街道）、村（社区）、学校、

迎利作培训动员，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曾东元作培训小

企业等基层关工委代表 150 余人参加了培训。 （梁申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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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江干区委常委会专题听取区关
工委工作汇报

上城区召开关心下一代工作暨
“双先”表彰会议

3 月 3 日下午，区委召开常委会，专题听取关工委工

4 月 9 日，上城区召开关心下一代工作暨“双先”表彰

作汇报。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区关工委副
主任罗昌武就《进一步加强关工委组织建设 更好地发挥
“五老”作用的意见》向常委会作了汇报。常委会充分肯
定了区关工委在发挥“五老”作用、促进全区青少年事业

会议。区委 组织 部部长、区关工委主任陈秋芳出席会议

健康发展中所取得的成绩，认为关心下一代工作注重创
新、特色鲜明、成效显著。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等中
央领导在全国离退休干部“双先”表彰会上的重要讲话，
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发挥老同志作用、关心下一代工作的
重视，为下一步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必须要认真抓好

并讲话。区委老干部局局长、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杨敏
宣读省、市、区级 2013-2014 年度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的表彰决定，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邵美英
总结 2014 年工作并布署 2015 年工作。区关工委领导、17
家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的分管领导，区关
爱团、讲师团、科技团部分成员以及各部门、街道、社区关
工委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落实。会议要求区关工委在构筑新平台、发展新组织、落
实新要求三个方面着力推进。会议同意以区委办、区政
府办名义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关工委组织建设更好地
发挥“五老”作用的意见》。
（江干区关工委办公室）

下城区举行“三爱”主题教育暨“学雷锋实践基地”
揭牌启动仪式
3 月 4 日下午，由区关工委、区教育
局主办的“三爱”教育暨“学雷锋实践基
地”揭牌启动仪式，在大成实验学校礼
堂举行。杭州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曾
东元，下城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关工委
主任林炳达，区关工委、教育局主要领
导，天水等 8 个街道分管书记和“银杏”

艺术团、区属有关学校师生、
“ 五老”及
杭州市雷锋事迹纪念馆的代表共 100 余
人参加。下城区关工委银杏艺术团与
在校学生奉献了小歌舞、诗朗诵、器乐
合奏等精彩节目。演出结束后，与会人
员参观了“杭州雷锋事迹纪念馆”
。
（薛志中）

（上城区关工委办公室）

2015 年第 4 期（总第 249 期）

▶

· 第三版 ·

杭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西湖区召开全区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

4 月 16 日下午，西湖区召开全

会议表彰了 2013—2014 年度西湖区

区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传达省、市
关 心 下 一 代 工 作 会 议 精 神 ，总 结

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并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2014 年工作，部署 2015 年工作。区

颁奖。区关工委副主任，区关工委

委常委、组织部长沈波出席会议并 各成员单位负责人，各镇、街道及有
讲话，会议由区政府副区长沈阳红 关部门关工委主任、常务副主任、办
主持，区政协副主席、区关工委顾问 公室负责人，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先
张文阳宣读了表彰文件。区关工委 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等共 80 余人
名誉主任韦忠荣出席会议，区关工 参加了会议。
委常务副主任郑惠明作工作报告。

（王志明）

萧山区关工委看望慰问“五老” ◀
4 月 14 日上午，区关工委主任王中
恩一行专程看望慰问因伤养病的宋力老

中不小心伤了腰。王主任仔细询问了宋 “五老”的冷暖放在心上，经常主动询问、
力老师的身体状况及治疗情况，叮嘱他 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让他们真正体会

师。宋力老师是萧山区关工委“五老”关
爱团、讲师团成员之一，在一次帮教活动

要配合治疗，静心休养，早日康复。一直 到关工委的温暖和关怀。
以来，萧山区关工委坚持以人为本，把
（萧山区关工委办公室）

▶

余杭区关工委举办学习培训 部署新年工作

3 月 18 日，
区关工委召开年度工作会
议，学习“两会”精神，表彰区关心下一代
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
总结过去一年我区
关工委工作的开展情况，
研究部署今年新
形势下如何加强关心下一代工作。区关
工委主任金银根、顾问程德鑫，区关工委

常务副主任李万民、专职副主任张瑗，区 30 名关工委工作者为“五好”关工委先进
关工委讲师团、关爱团团长，各镇街关工 个人。与会人员还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
委以及教育局关工委专职副主任参加会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
议。会议表彰了仓前街道关工委等 10 家 基地，
为今年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和抗
单位为 2013—2014 年度余杭区关心下一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代工作
“五好”
关工委先进集体、
谢晓宏等 系列活动作了准备。
（王舒）

富阳区关工委讲师团宣讲革命烈士事迹 ◀
3 月 28 日，在金家山革命烈士 献身事迹和遗志，并对小朋友的健
碑前，区关工委讲师团团长王韶国 康成长提出新的要求。值得一提
老师为前来缅怀烈士的区青少年 的是，当天自发来烈士碑瞻仰的民
宫师生代表 20 余人，宣讲革命烈 众 30 余人，与孩子们一起认真聆
士事迹。他结合中国人民抗日战 听了王老师的宣讲。
争胜利 70 周年，宣讲革命烈士的
（富阳区关工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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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德市召开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

3 月 13 日下午，我市召开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回顾总结 2014 年工作，表彰先进，交流经验，
部署 2015 年工作任务。市领导沈波、郑冰、严凌云，市
关工委顾问陈桂女，市关工委领导葛彰生、钱一军、张
秀云等出席会议。会议由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葛彰生
主持。市委组织部长、市关工委主任沈波对去年全市
各级关工委工作作了充分肯定，并要求把握大局，认真
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认清使
命，增强对做好新时期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重要
性的认识；合力推进，不断开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局
面。各乡镇（街道）分管关工委领导，主持日常工作的
副主任，市关工委成员单位负责人，市关工委“五老”三
团骨干和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共 85 人出席了会议。
（建德市关工委办公室）

简讯速递
☞ 下城区关工委召开全区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
☞ 江干区闸弄口街道阳光假日小屋开课。

☞ 拱墅区关工委开展“运河爱心接力 铸就明天栋梁”系列公益活动。
☞ 西湖区翠苑街道翠苑三区组织青少年观看反邪教教育片。
灵隐街道浙大求是社区开展清洁公交站点活动。
北山街道伊家鲜关工委组织员工开展亲子游园活动。
全区各中小学开展清明祭扫英烈活动。
☞ 萧山区关工委将开展“三爱”主题教育英语演讲比赛。
杭州田野纺织有限公司女当家人周总结对义桥实验学校两名学生。
☞ 余杭区关工委为杨书蕾捐款献爱心。
区关工委赴教育局商讨新年工作。
《余杭晨报》专版报道余杭区关工委倾心尽力做好未成年人关爱帮教工作。
南苑街道组织第四届千纸鹤“予人玫瑰 手留余香”千朵玫瑰爱心大行动。
☞ 省关工委领导来富阳调研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区关工委举办新闻摄影培训班。
春江街道关工委举办女孩足球节。
湖源乡关工委牵线搭桥工商所结对帮扶传爱心。
常绿镇“五老”文艺团锣鼓喧天闹元宵。
礼源辅小关工委
“困难学生基金会”
帮扶工作坚持多年。
（市关工委办公室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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