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愿服务40多年“根叔”好人做到底
西樵镇樵华社区海北村居民黄伍根获2022年“佛山市道德模范”称号

■黄伍根和志愿者上门看望张伯。

“张伯，今天身体

如何？脚还痛吗？”6月

7日上午10时，身穿红

马甲的黄伍根与志愿

者一起来到西樵镇樵

华社区海北村张伯的

家中“拉家常”。听到

张伯说腿疼痛后，黄伍

根马上回家拿膏药贴，

为张伯贴上并按摩。

这是现年 71 岁的

黄伍根的日常。热心

为街坊调解矛盾，多年

为弱势老人送餐、通知

老人体检、组织义工入

户探访老人……1951

年出生于樵华社区海

北村的黄伍根，被街坊

们亲切地称为“根叔”。

今年 5月底，黄伍

根被授予 2022 年“佛

山市道德模范”称号。

在根叔看来，仅是“举

手之劳”就能帮助到别

人，这是一件快乐的事

情，将继续带动更多人

参与。

“张伯都已经90多岁了，能

帮到他自己也很开心。”坐在樵华

社区根叔工作站内，黄伍根说起

他的志愿服务之路，如数家珍。

1966年，年仅15岁的黄伍

根，在家附近的河涌发现有一个

小孩在河边玩耍时不幸溺水，熟

悉水性的他见状想都没想就跳进

水中，把小孩扛在肩上，拖到岸

边。“那是我第一次帮助人，觉得

很有意义，从那之后，我开始做力

所能及的助人之事。”从年少到白

头，从街坊组长到社区义工队，黄

伍根开启了40多年志愿服务之

路。

在樵华社区里，有一对高龄

老人生活无法自理，为此，根叔联

合其他义工对她们进行帮扶，洗

菜做饭、传达居委通知、节日慰问

等，这一帮就是20年。还有一名

何姓的低保困难户已是癌症晚

期，一直饱受病魔侵袭导致卧床

不起，也无儿女在身边照顾，根叔

知道后，马上向居委会汇报情况，

并主动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

五年来，黄伍根坚持每天到困难

户家里，帮助他洗漱、喂药、清洁

等，让他减轻困难和病痛，感受生

活的温暖……200多户居民情

况了然于心，根叔现今有一套自

己的志愿服务理念：帮助别人，要

有坚持的心、真诚的心、舍弃的

心、不求回报的心，对每件事都抱

有真心去做。

40多年来，根叔把社区的事

当成自家的事。“看到有需要帮助

的人，我就忍不住伸出援手。”包

括帮建房子的街坊拌混凝土、入

户传达社区通知、主动为旅客带

路、为外来人员办理暂住证、甚至

给病逝的老人送终……根叔把这

些当作自己的家事，并发动自己

的家人一起行善。根叔说，在很

多街坊眼里，他是一个爱管“闲

事”的人，有时社区出现夫妻吵架

的情况，他就“厚着脸皮”主动上

门为吵架的夫妻化解矛盾。

“根叔可以说是我们社区的

灵魂人物，有他在，也让我们社区

搭建了一个可以延伸的触角，将

基层工作做实做细，及时发现社

区有需要帮助的人。”樵华社区两

委干部陆嘉欣对根叔的尽心尽责

以及用心关怀居民的风尚赞不绝

口。

2017年 7月，在樵华社区

的支持和带动下，“根叔工作室”

和“根叔志愿服务队”成立了，引

领社区形成崇德向善的新风正

气，切实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并将无私奉献的服务精神传承开

来，包括开展人居环境治理、协助

社区落实卫生环境整治工作等。

坚持公益铸就无疆大爱，如

今黄伍根还在为社区发挥自己的

余热，用行动服务街坊，并发动社

区更多居民参加志愿服务。“一个

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希望让更多

人了解志愿服务工作，加入到志

愿者行列，帮到更多的人。”黄伍

根无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的

精神，吸引了一批与他志同道合

的志愿者，加入根叔志愿服务队。

街坊梁莲英便是被根叔日复

一日地为街坊无私奉献的服务精

神所感动。“一开始见他那么奔波

为街坊有点不理解的，但后来看他

一直在坚持做，很令人佩服。”

2014年，梁莲英被根叔的行善之

举打动，也加入志愿服务队，跟着

他一起探访慰问辖区的困难老人，

帮助有需要的街坊。“只有参与其

中才会感同身受，看着街坊们露出

笑容，自己也感到很开心、很有意

义。”梁莲英笑着说，根叔不仅是她

的好“大哥”，也是她的榜样。

“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

通过根叔的努力和榜样力量的影

响，包括梁日、吴润好、黄爱、梁莲

英等14名志愿服务队成员如兄弟

姐妹般互相帮助，凝聚了一股正能

量，在社区不知疲倦地服务着，开

展独居老人探访照料服务、寒暑二

假青少年兴趣班义教活动、社区志

愿服务活动、志愿者生日会活动

等。黄爱说，开展志愿服务让她感

到快乐，尤其在根叔带领下，让她

体会到不一样的生活。

目前，该志愿服务队人数超

过 70多人，每年服务时数超过

130000小时。此外，志愿服务

队还以“黄伍根好人工作室”为阵

地，通过身边的人和事教育青少

年，鼓励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多做

一些有意义的事，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孵化更多

的志愿“接班人”。

把“举手之劳就可以帮到人”作

为一生名言并付诸行动，黄伍根40
多年里用自己的善举诠释了什么是

“义工”，什么是街坊们信任的人。近

年来，黄伍根先后获评2016年佛

山市五星级义工、2017年“佛山好

人”、2020年感动南海道德人物、

2021年“广东好人”、2022年佛山

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对于根叔来说，人生最大的

追求是奉献而非索取，他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和退伍军人，始终用

无私奉献的精神去关心和帮助他

人。在日常生活中，根叔也会带

着孙子、妻子一起参与志愿者活

动，像打扫公园、义卖等。

开展志愿服务40多年

以身作则带动更多人参与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陈肖玲 通讯员陈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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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玲

通讯员/喻欢梁小英）记者从西樵

镇教育发展中心了解到，在第十

三届广东省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

活动中，西樵镇第一小学的《梁红

玉击鼓战金山》获评“优秀集体节

目”，西樵镇阳光宝贝幼儿园《花

木兰之还我好河山》、西樵镇民乐

小学《三岔口》的主演获个人“金

花”称号。

据悉，第十三届广东省少儿

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自2022年

5月中旬启动，共收到各地报来

个人参评选手131名，集体节目

82个。本届少儿戏剧小梅花荟

萃活动授予部分优秀参评选手、

集体节目“金花”称号和“优秀集

体节目”称号。

“《梁红玉击鼓战金山》借

鉴了京剧中的套路和程式化的

表演，同时根据学生年龄特点

结合粤剧元素作调整，对学生

的基本功要求高，小演员的一

颦一笑、一招一式，都是在日积

月累的基本功训练中形成的。”

西樵镇第一小学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节目讲述了南宋名将梁

红玉，在元帅与金兀术交战的

过程中，带领众女兵在金山顶

上按照事先约定，击起战鼓，三

通战鼓击退金兵。

记者在西樵一小的表演节

目中看到，小演员将故事演绎得

紧张生动，也将“腾空杀气入云

高”气势演绎得淋漓尽致。据了

解，西樵一小是全国中小学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之一，也

是广东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方

戏曲粤剧传承学校。

民乐小学的《三岔口》则呈现

了不一样的艺术效果。舞台上仅

一桌一椅，二人也没有对话和唱

段，全靠真功夫表演，是武生行的

看家戏。只见一边黑灯瞎火，一

边刀从头过，毫厘间，险象环生，

有惊无险，更好地发动了观众的

听觉、嗅觉与触觉，看一场机趣，

搏一场智斗。

“剧目取材于《杨家将演义》

第二十七至二十八回，为传统京

剧短打武生剧目。”民乐小学特色

发展处主任麦国清表示，锣鼓声

配乐和服装设计是整个剧目的亮

点，为整出戏增色不少，营造了紧

张刺激的气氛。

西樵镇阳光宝贝幼儿园剧

目《花木兰之还我大好河山》则是

粤剧折子戏，讲述了花木兰代父

从军上战场，英勇善战保家卫国

的英雄故事。该园相关负责人表

示，希望通过折子戏，让孩子们认

识花木兰不惧艰辛、为国效力的

爱国主义精神，从而激发幼儿热

爱祖国的情感。

近年来，西樵镇高度重视体

育艺术教育，搭建多层次体艺发

展平台，以体艺素养的提升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

第十三届广东省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奖项公布

西樵获3个集体（个人）奖项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

玲 通讯员/何宗赞 梁转宜 梁

小英）6月 14日是第 19个世

界献血者日。西樵镇卫健办

联合南海血站在金典广场的

献血屋举行“6·14世界献血

者日”无偿献血活动。

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

“献血是一种团结行为，加入

我们，拯救生命！”。上午9时

许，献血屋外已经有市民在排

队等候献血。为方便市民，献

血屋旁还增设了一辆无偿献

血车。

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

疫情防控要求，为前来献血

的市民答疑，并指引市民有

序排队进入采血点进行血液

初筛，初筛符合献血要求的

市民在医护人员的协助下成

功献血。

“献血是力所能及的好

事，当然不 SAY NO！”每一

年的献血日不乏一些老面孔

前来支持。今次是陈小姐第

19次参加无偿献血了，她说，

她们每年都乐意来支持这样

有意义的活动。

现场，一群穿着志愿者服

的献血者尤为抢眼，他们一早

就来到献血点奉献一份力

量。西樵镇第一小学校长许

刚在现场指挥着，他介绍，“这

是一小的党员志愿者和家长

义工，他们前几天看到世界献

血者日的宣传广告，便主动提

议学校组织参加无偿献血活

动。”据悉，20多名家长义工

刚做完学校交通志愿工作，便

相约到这里参加献血活动。

“平时都很乐意参加志愿工

作，今天献血者日当然义不容

辞啦！”家长们纷纷表示。

这样的志愿者现场还有

很多。他们身穿黄马甲，从不

缺席每一年的献血者日活动，

这次也争先报名献血，在宣传

展板旁拍照分享，还自拍短视

频为献血者日代言。何小姐

是今年活动的新队员，她说，

“往年看他们参加，但我怕打

针一直不敢来，今年他们一直

鼓励我，我也不能落后。”

本次活动还得到各村居

委、企事业单位的支持，共有

163人献血，献血量达55800
毫升。

近两年，西樵镇无偿献

血 工 作 持 续 稳 步 发 展 。

2022年上半年，西樵镇采用

“固定献血屋+流动献血车”

相结合的方式，为市民提供

贴心的无偿献血服务，共开

展无偿献血进机关、村居、企

业、学校活动 5场次，累计献

血 1817 人 次 ，献 血 量 达

593230毫升，已完成年度任

务的65.91%。

6·14世界献血者日：

西樵街坊奉献“热血”
超55800毫升

■根叔工作站。

■西樵镇第一小学的剧目《梁红玉击鼓战金山》。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