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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十四中的学生成立
“min story”志愿讲解队

陈昉
昉：
用英语传播闽都文化
“初三英语课本的第一个单元
就讲到了 volunteer（志愿者）。学生
们听到这个单词的感受很不一样，
因为 volunteer 意味着要喜爱、要奉
献，这正是他们参加‘min story’志
愿讲解队的最大收获。”陈昉是福州
十四中的英语名师，也是福州市闽
都乡学讲习中心的讲师，致力于用
英语传播闽都文化。
陈昉是福州初中长期使用的仁
爱版英语教材的主编审。她对英语
教学最深刻的思考就是“跳出话题
教语法，让语法去服务于现实生活
的很多方面”，也就是学以致用。热
爱福州乡土文化的她找到了一个融
合点——用英语传播闽都文化。
“闽越王无诸”用英语怎么说？
哪些英语词汇被引入福州话？……
陈昉牵头做了一个《在学科教学中
渗透福州方言文化的实证研究》市
级课题，把福州话列入校本课程计
划，把闽都文化宣传教育融入课程，
该校英语、语文、政治、历史等众多
学科都有闽都文化教学的内容。
陈昉打造的“min story”校本课
程，以精美的课件、独特的设计，带
领大家领略福州的历史文化，包括

陈昉（中）指导学生用英语讲解三坊七巷历史。
福 州 的 地 理 、古 迹 、名 人 、方 言 等
等。在她的课堂上，学生以志愿者
的身份，用已掌握的英语讲述福州
历史。独具特色的福州味英语课激
发了学生学英语的兴趣，为后来成
立志愿讲解队打下基础。
陈昉以福州十四中的学生为主
力，成立“min story”志愿讲解队，用
英语讲解、传播闽都文化。这支志
愿讲解队曾为参加世界遗产大会的
海内外嘉宾进行英文讲解，并在上

下杭、三坊七巷、镇海楼等景点为游
客提供英文讲解服务。
“我之前还带领十四中的学生
进行《闽英大辞典》的录入工作。除
了繁体字录入暂时未完成外，整个
工作已完成超四分之三，对孩子们
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陈
昉一直夸奖自己的学生，她认为，孩
子们在志愿者服务中提高知识运用
能力、正向回馈社会和他人是最值
得骄傲的。
（安梓/文 叶诚/图）

赵肃岐：
亭江镇的文化能人

赵肃岐主编了《东岐记忆》。

发起成立马尾首个村史馆

何坤华：
21 年捐款捐物 200 多万元
5 日 ，福 清 市 江 镜 镇 的
准大学生小郭致电何坤华：
“何叔叔，过几天我就要去学
校报到了，谢谢您一直以来
对我的资助。
”
何坤华是福清市慈善总
会 侨 乡 义 工 总 队 队 长 。 21
年来，他在福建、云南积极参
与助学、助老等公益活动，累
计捐款捐物 200 多万元。

办村史馆、出书、写村歌、布展……

近日，马尾区亭江镇长柄村龙
津书院的布展工作进入收尾阶段，
长期跟踪这个项目的赵肃岐难掩兴
奋。今年 66 岁的赵肃岐是亭江镇
东岐村人，退休后他一直致力于挖
掘家乡历史文化，
助力乡村振兴。

在福建、云南两地做公益

走进马尾区首个村史馆——东
岐村史馆，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老
物件，诉说着乡村往事和风土人情，
勾起满满的乡愁记忆。
赵肃岐是东岐村史馆的主要发
起人和策展人。2015 年从福建省公
安厅退休后，他一直致力于家乡的
“退休前我每年清
文化振兴。2017 年春节，赵肃岐和 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文化的 “参谋”。他笑道：
几名在榕乡亲打算建村史馆。这个 ‘微礼堂’，每年都有不少学校、机关 明祭祖时回村，退休后几乎每周都
”
赵肃岐说。 要往家乡跑。
”
想法很快被村两委纳入“幸福家园” 单位的人员前来参观。
以东岐村史馆为依托，东岐村
去年 8 月，亭江镇长柄村的龙
建设规划，由村里提供场所，赵肃岐
的文化建设蒸蒸日上，2019 年入选 津书院准备布展，找他帮忙出谋划
和热心乡亲帮忙策划布展。
策。赵肃岐联系了尤溪、武夷山等
几 名 乡 亲 和 村 委 会 成 员 建 起 首批福州淳朴民风榜样村。
地朱熹曾经生活、讲学的地方，和项
“东岐村”微信群，向海内外乡亲征
马不停蹄振兴家乡文化
目负责人一起前去取经，共同规划
集老照片。赵肃岐则一边根据《东
近年来，
赵肃岐还写了村歌
《幸
布局设计。
岐村志》梳理展陈大纲，一边走访乡
赵肃岐说，近年来，他走访了福
亲收集资料。旅居香港的东岐村乡 福东岐》，主编书籍《东岐记忆》，与
亲黄启榉擅长摄影，拍了不少家乡 人合作写了《东岐赋》。主编《东岐 州及周边 20 多个村庄，汲取文化振
的照片，赵肃岐利用出国旅游在香 记忆》时，他广泛发动乡亲投稿，收 兴经验，希望为家乡的文化振兴出
港转机的机会登门拜访他，收集了 集了近 15 年来东岐村发展变迁的 一份力。
故事。
眼下，亭江镇亭头村也计划打
大量珍贵的照片。
赵肃岐渐渐有了名气，周边的 造村史馆，找了赵肃岐帮忙，他又忙
历经一年的筹建，2018 年 2 月，
（马丽清 文/图）
东岐村史馆正式开馆。
“这里成了弘 村庄要进行文化建设，都来找他当 活开来了！

热心公益 21 年
捐了 200 多万元

最近一段时间，何坤华
带领李海英、王海玲等志愿
者，给福清一都、龙田、渔溪、
宏路等乡镇的一些学子送去
助学金。
其实，乐善好施的何坤
华并非富豪，还有过一段穷
困潦倒的经历。20 世纪 90
年代初，因为经营不善，他欠
债 100 多万元。他在福清待
不下去了，只好到云南躲债，
在朋友的木材场打工，月薪
600 元。虽然生活困难，但
遇到乞讨者，
他都会施舍。
2000 年，何坤华的事业
稍有起色，便开始了慈善生
涯。在云南，他经常出资救
助白血病、癌症等重疾患者，
并结对帮扶贫困高中生。在
福清，他点对点帮扶困难户，
给予长期资助。由于他做好
事不留名，大家只知道他姓
何，
便叫他“何好人”。
在何坤华的感召下，他
的妻子、女儿、女婿、儿子、儿
媳也加入了公益团队奉献爱
心。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21 年

来，何坤华为助学、助困、助
老、助残等项目捐款捐物达
200 多万元。

组建公益队伍
赈灾助学助老

何坤华资助闽清坂东镇
刘燕钦一家的事，人们一直
津津乐道。
2009 年，刘燕钦的爱人
身患重病，和何坤华的哥哥
同住一个病房。何坤华得知
刘燕钦一家的困难，不仅出
钱帮她丈夫治病，还资助她
的子女读书。
2013 年，刘燕钦的丈夫
去世，何坤华夫妇继续资助
这一家人。每次从云南回
来，何坤华夫妇都会到刘燕
钦家，送上数千元至 1 万元
不等的现金。在何坤华的帮
助下，刘燕钦的子女都考上
了大学。
为帮助更多的人，2017
年，何坤华发起组建自己的
公益队伍，得到许多志愿者
的响应。为支持何坤华在福
清、云南开展义工志愿者活
动，福清市慈善总会授予他
的团队“福清市慈善总会侨
乡义工总队”
队旗。
在福清市慈善总会的指
导下，团队开展赈灾、助学、
助困、助老等志愿活动，每年
指定资助 30 多名困难群众，
并以“一对一”的形式帮助
20 多名困难大学生。
何坤华说：
“爱心是一份
传承，虽然只是小小的善举，
却能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王光慧）

何坤华（右）慰问环卫工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