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办书屋 点燃青少年读书热
如今74岁、年轻时就被人们封为“孙书痴”

雅号的他，原是崔寨街道一名民办教师，为教好
学生，他常常骑一辆破自行车往返60多公里到
山大图书馆借书，在家庭贫困每月只5元补贴
的情况下，戒了多年的烟酒嗜好，宁饿肚子穿破
旧衣服，也要买书“恶补充电”。当教的一批批
优秀中小学学生连连升级，他光荣入党，并跨入
了干部、公办教师行列。读书尝到甜头后，他就
经常以现身说法引导鼓励学生和群众多读书读
好书。并随着工资的逐步提高，大量购藏苦读
优秀书籍，几十年下来各门类藏书已达2万多
册。

“富豪钱再多，如果没有造福社会，那只是
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藏书再多，如果不与人分
享，那也只是一堆废纸”。孙老师说，2005年退
休后，他就在老家南郭村办起了“南郭书屋”。
四邻八庄的青少年们纷至沓来借书读书，他积
极荐书并陪读，还带讲解，赔上功夫和烟茶，对
远道读者还管饭。

他向外借书，不收分文钱。以无私大爱点
燃起了辖区青少年读书热，使许多借、读书青少
年青综合素质大为提高。他家先后也被授予

“山东省十大书香人家”、“山东省十大民间文化
守望者”等称号。

自费出书 赠励青少年痴奋进

多年的勤奋工作，致使孙老师身体严重透
支，一直被心脏病、糖尿病、腰间盘突出等疾病

无情折磨着，虽然退休后靠公益活动的锻炼有
所好转，但工作起来仍很吃力。可他始终不忘
青少年成长，竭尽全力写书，自费出书，力求以
其模范行动和蕴含人生价值观和新时代理论的

书籍鼓励支持青少年们健康快速成长。其堂屋
的条、方桌、床铺上和前出厦都是他临时起意的

“写作间”，桌上均放有一副远视镜，或坐或歪或
躺，戴上眼镜就写作起来，常常躺着忍痛谋篇，
不时边捶着腰边写作。十几年来，他先后创作
自费出版了《文史漫笔》、《学海泛舟》、《书林撷
英》、《文海拾贝》、《歌声悠悠》、《心灵的倾诉》等
几部散文、诗歌集，将 2000 多册书无偿赠送给
本区外地百余名青年和 20 多处中小学学生。
从而也使自己成为了山东省作家协会优秀会
员。

在他的影响和熏陶下，所在辖地青少年不
仅思想道德水平大为提高，文艺创作也蔚然成
风，涌现出一大批小作家小书画家。还有两名
青年跨入省作协会员行列。著名高产青年作家
魏东建含着泪说，“孙老师像支蜡烛，奋不顾身
燃烧自己，给人以光明，我们还有啥理由不执着
痴迷扬帆奋进？！”

流动教书 帮助青少年圆美梦
“孙老师遍地设课堂，不收分文认真讲，赠

送课本手把手教，帮助青少年圆梦想。他是力
圆中国梦的领头羊！”南郭村的刘大哥幽默诗意
地介绍说，孙云竣老师将“课堂”设在了书本、舞
台和学生课外。参与编写了镇志，主编了前街、
清宁村志，为青少年传统教育提供了真实鲜活

的教材；他创作组织演出了《尽孝》、《学雷锋》和
《安全教育好》等相声、小戏剧。使青少年在笑
声中受到教育。孙老师担任着青宁中、小学校
外辅导员，经常带着自己写的书前往作报告谈
体会，对学生进行优良传统、学习英模和爱国主
义教育，鼓励大家勤奋学习，尽早出彩。

“称他孙书痴真不为过，他把课堂设在田
园，真想把青少年都变成书痴。”被孙老师一手
扶持起的南郭村蔬菜致富户孙贵田深有感触
的说，孙老师常常带上书架实用技术书籍下
村

给青年送书，并现场讲解指导。王河村的
葡萄专业户刘小弟因栽培不得法收入甚微。孙
老师就及时送去《葡萄栽培》一书，且不厌其烦
地反复讲解，还抓了山大园艺系毕业的儿子孙
永浩的公差，手把手指导操作，使刘德荣4亩葡
萄和葡萄苗年获纯利达10多万元。

“有人说我夕阳只一心托朝阳，‘赔了夫人
又折兵’，是个真正的‘傻帽’哩!”孙老师说，的
确很真实，照顾不到孙辈全家埋怨，无暇照顾老
伴，她患癌离去，自己也累贴上满身病，有时想
想，愧对自己，更愧对家人。可认真琢磨，解放
前，没那些‘傻帽’先烈流血牺牲，哪有新中国。
新时代，没些“傻帽”做出些牺牲，怎能实现中国
梦?青少年是祖国的希望，小车不倒只管推，他
要一如既往继续做下去!”

孙云竣：奋力依书托朝阳

孙云峻老师家，各屋
满 是 书 ，显 得 有 些 凌
乱。可是，看着那满墙
名人写给他的点赞题词
和一大排被省、市、县
授予的“关心下一代”、

“老有作为”先进个人
等金火火的奖牌和荣
誉证书，让人心里顿
生满满感动。可他
说，以借书、写书、送
书、教书培育青少年
成长，是他这位退
休老党员干部应尽
的义务。

张志云：化作春泥更护花
他呕心沥血育人30多载，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退休以后，他

本可以安逸地欢度晚年，却自讨苦吃，教学成瘾，甘为人梯托青云，著书立说，急擂战鼓催征程；苦学
医功，满腔热情解病痛，让夕阳在孩子们健康成长中绽放出别样的光彩。他，就是66岁的区教师进修
学校退休（干部）教师张志云。

近年来，我区关工委、老干部局积极组织发动
广大老干部、老同志和“五老”志愿者，紧紧围绕全
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大力支持和帮助青少年健康
成长成才，为济阳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这里，从众多典型中选取两位“关爱人物”，以供读
者欣赏学习，期望收到“窥一斑而知全豹”和“千树
万树梨花开”的效果。

（冉庆亮）

教学成瘾 甘为人梯托青云

2005年7月以来内退退休的他，认
为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责任和义务
不能退，应更加努力教育引导他们做有
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三有新人”，便
给自己压担子，走上了社会课堂教学之
路。

他离开教学岗位后，正巧收到德州
职业大学驻宁夏分校的求助函，便毅然
舍家前往支边支教。他抓管理、教学身

体力行，还拿出不多的生活补
贴资助贫困生，整天忙得像枚
陀螺。超负荷劳作终使他两年
后累病倒在讲台。不得不回济
阳老家静养。然而，他怎么也
闲不下来，常常带一支笔和一
个本本，走向户外，走到家长、
学生和社会闲散青年身边，深
入了解他们的需求，随时记在
本上。然后分门别类，采取将
学生请进家教、到学生家辅导、
偶遇现场指点等形式义务助力
青少年学文化。消息传开，有
不少青少年登门求助编书、写
序、写事迹材料和演讲稿等，他
从不推辞，总使求助者如愿。
十多年来，通过他的帮助，已有
近百名青少年分别在学业、书
法和文学创作等方面脱颖而
出。其中有 30 多人获得了出
书、书法参展、作品见报、被授
予 荣 誉 称 号 、演 讲 获 奖 等 成

果。他还对单亲孤儿、寄寓亲友的“问
题”孩子，在心理、择校、生活等方面给
予全力帮助，使他们走出困境。

“张老师将群众的孩子视为己出，
总千方百计阻止他们辍学。”花园小区
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眼含热泪说，2008
年 11 月，读高中的孙子因厌学死活不
去上学了，一家人很是焦虑。张老师得
知后，几次到其孙子就读学校找老师和
同学了解其详情，多次与其孙子面对面
做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请班主

任、家长附以连天和风细雨，终使其重
返校园。张老师又不间断跟踪强心励
志、精心辅导，促其考入了重点大学。

2006年6月，孙耿街道艾屯村初三
学生明勇父母患恶疾双亡，因交不起学
费而辍学。张老师了解情况后，及时送
去 300 元，在他的带动影响下，老师和
同学捐款2500元。帮助他顺利升入高
中。后来张老师又为其四处奔走，所读
学校免去了他所有费用，支持他升入了
大学。

著书立说 急擂战鼓催征程
“志云兄只争朝夕，勤奋创作，以多

种形式激励青少年开拓奋进，堪称楷
模。”谈起张老师，他一位同事如数家
珍。他先后参与了《县志教育志》的编
写，还利用两年时间，主编了《济阳农商
行志》，为教体局、农商行乃至全县开展
史志、传统教育和感恩教育提供了优秀
教材。先后创作、自费出版了童话诗集

《百草园》、长篇童话小说《小哭瓜的奇
幻历险》和长篇小说《蒿庵记》，其中前
两部作品分别荣获济阳县和济南市精
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他将其中的
近千册书无偿赠送给广大青少年，向他
们传递了蕴含勇敢、担当以及真善美等
满满的正能量。

张老师还先后在《山东文学》、《中
国草根》、《时代文学》、《四川人文》《济
南日报新济阳》等报刊发表诗歌、小说、
散文220篇。2007年7月起，他联合文
友王霁良、张永等人注册办起了《华夏

论坛》文学杂志，既刊登成人作家所创
作适合青少年口味的作品，又给爱好文
学的青少年留有一席之地。到目前已
公开发行 40 多期。并将自己写的“学
海无涯”“大爱无疆”“书神在屋”“读书
求进少年时”等内容的千余幅书法无偿
赠送给广大青少年。

他创作的各类作品乃至所办刊物
或单项、集中涉猎青少年生理、心理、人
格健康，或全部巧妙融入、w 或激越高
昂、或娓娓道来，一如咚咚战鼓，激励着
青少年们奋力前行。

苦学医功 满腔热情解病痛

原本一度健康状况较差的他，经不
住长年累月给众多孩子们掏力，被失眠、
腰腿痛、颈椎骨质增生等疾病一股脑缠
绕，无独有偶，他的老伴也应了类似“夫
妻相”。他就问医生，询百度，寻找到了
一种理疗技术。通过一段时间的潜心研
究和反复理疗，他和老伴多病消失，并越
来越年轻少相。谁想这竟成了他关心下
一代成长的又一平台。

“我妻子患肠胃病多年，经张志云
老师义务理疗，20多天就好了。跟我同
住一小区的张女士听说后就带患严重
鼻炎的儿子找张志云老师理疗，一段时
间过后，病患消除。”张志云的朋友王大

哥说，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不少青少年
就慕名找他理疗，他从不嫌麻烦，随时
给予最好的义诊理疗服务。他还常常
主动寻找服务对象，热情登门服务。几
年来，已为90多名青少年解除了面瘫、
腰椎、耳鸣、鼻炎、眼疾等病痛。

“青少年兴则国家兴，青少年强则
国家强。我虽是位奔古稀的老人，但爱
国之心丝毫不减。”张志云老师说，“落
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今后
他要更加努力，继续当好青少年的‘人
梯’、‘战鼓’和‘健康卫士’，以促使他们
健康快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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