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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冈寺——五华县农民自卫军
训练旧址位于五华县梅林镇梅林中
学校园内。

1925年4月，梅林乡农民协会在
甘家祠成立，后迁至梅冈寺。1926年
11月，五华县农民自卫军模范队在梅
冈寺设立训练基地，队长为贺民教，教
官为李斌和邓一(三人均为黄埔军校
生），培训农军骨干，提高农民自卫军武
装斗争力量。1930年4月，五华县第八
区苏维埃政府在梅冈寺重建。抗日战
争时期，五华县重建中共地方组织后，
派出中共党员以梅冈寺为据点，开展
革命活动，发展党组织，于1939年6月
建立了中共五华县第三区（上山区）工
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在梅冈寺开办梅林中学，培育人才。

梅冈寺原为清代寺庙，坐西南向

东北，是一座上三下三、四合式，石灰
砖墙，木桁桷瓦顶建筑。门廊宽阔，
门额镶嵌“梅冈寺”匾，石刻门联“发
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立下
堂，可尽观上下两堂；中间天井高阔，
通风采光好，天井左右有侧厅。上堂
立石柱 4根，承梁托架，堂栋左右各
有金字梁架，用材粗实，木梁桁桷漆
红，灰瓦，间色分明。寺庙左边为文
武祠，寺庙前建有一青砖砌筑的可喜
塔，又称“奎文阁”。该塔六角三层，
高约11米。门前石刻对联云：“新增
可喜千层塔；撑起梅林万象光。”保存
现状差，几经修缮，现仍保留原貌，但
木桁及瓦顶腐蚀较为严重。

梅冈寺——五华县农民自卫军
训练旧址于 1994年 9月公布为五华
县文物保护单位。

信息来源/中共五华县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整理/五华政报记者 陈利燕

本报讯 梅州市作家协会副主
席、五华县作协主席、儿童文学作家缪
德良虽已年近七旬，但他依然怀着一
颗赤子之心笔耕不辍，为山区儿童点
亮了一盏知识明灯，为他们照亮了学
习成长的道路，为乡村教育做出自己
的努力与贡献。

一大早，缪德良便带着自己编印
的童谣书籍前往县城的一家幼儿园，
原来，这次他是要给幼儿园的孩子们
带来一节有趣的童谣公益讲堂。课堂
上，缪德良用通俗易懂、幽默诙谐的语
言为小朋友们讲起了童话故事，生动
有趣的故事深深的吸引着孩子们，大
家都听得津津有味。

孩子们还上台专门朗诵了他创作
的《捉条鲤嫲两尺长》、《五华美食超出
名》等童谣，表达了孩子们对童谣的喜
爱和对他的感谢情。

活动上，缪德良还为该园的师生
们赠送了100多本童谣书籍。

缪德良告诉记者，这已经是他开
展文艺志愿活动的第 30个年头了，这
其中也遇到过不少的困难，特别是经
费问题，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

一直以来，缪德良想方设法，通过
朋友们的帮助，向上级部门争取资金，
帮别人写稿赚取一些稿费等方式来解
决经费问题，因为童谣书籍都是大家
比较欢迎的，比较需要的，所以他一直
坚持创作，希望通过坚持开展公益讲
座，为学校、师生赠送书籍的方式来拓
宽孩子们的思维，帮助他们获取更多
的知识。

公益活动的能够一直坚持下来，
缪德良说：“除了自己的努力，还离不
开家人们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夫人，
经常协助分发书籍、包装、写信封、寄

送等工作，一家人都不会有反感的情
绪，都非常支持。”

据了解，缪德良 47年来坚持文艺
创作，至今已创作1100多首童诗童谣，
部分作品在《中国儿童报》、上海《儿童
诗》、广东《少先队员》等报刊上发表。
多年来，他自费先后到梅州市的五华
县、梅县区、梅江区、平远县和深圳等
地学校为学生举办公益讲座 50多场，
听课学生累计6000多人。他还主动筹
资出书办报，向广大师生和读者赠送
书刊达 1.6万多册、报刊 18万份、歌碟
4000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他用文学发声，30多天共创作抗疫作
品 30件，其中《万众一心把疫防》五句

板、朗诵诗《春天的顽强》等作品在主
流媒体发表并推送。曾先后荣获“全
国优秀教师”、“全国最美家庭”、“广东
省文明家庭”等称号。

缪德良表示，看到学生这么喜欢
自己讲的课，自己觉得虽然辛苦、虽然
累，也是值得的，让小朋友们能够更加
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提高一些正能
量的东西，掌握一些写作的知识、技
巧，有利于他们的成长，自己也会坚持
做下去，力所能及的坚持把文艺志愿
活动做下去，尽力做好，作为一个作家
来说也是尽了自己一份责任，也应该
这样做。

(张广南 周城)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森林防火
宣传工作，有效预防和遏制森林火灾事
故的发生，在全县范围内营造浓厚的防
火宣传氛围，让森林防火意识深入人
心。2021年 12月 12日，在五华县河东
镇人民政府的号召下，平南居委会书记
杨富春组织平南社区志愿服务队 40多
位志愿者，助力河东镇平南片联岭村、
桂岭村、桂田村等村寨，开展以“森林防
火”为主题的志愿服务宣传活动。

此次森林防火志愿服务宣传活动
得到了五华县政法委副书记曾焕章、河
东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曾尚、林业站长古
国青，平南居委会书记杨富春，河东镇
联岭村书记杨妙良，河东镇桂岭村书记
范善标，河东镇桂田村书记杨清宏，平
南社区志愿服务队队长杨裕泉等领导
的大力支持和亲临指导。

活动开始前，由河东镇人民政府副
镇长曾尚介绍近期森林防火形势的严

峻性和必要性，并给志愿者们培训了森
林防火排查和宣传工作的内容。随后，
志愿者们按照规划路线分成四组进入
河东镇平南片村寨开展志愿活动。

随着一声“出发”口令，载有40多名志
愿者的志愿车队分别前往五华县河东镇平
南片村寨进行森林防火宣传。每辆车上都
悬挂“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等的宣传标语，
宣传喇叭循环播放森林防火知识。

活动期间，每到一处，志愿者们通过
宣讲森林防灭火小常识、发放森林防火手
册等方式，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角度、
全覆盖的森林防灭火宣传教育工作，进一
步提高全社会参与森林防火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努力营造全民防火的良好氛围。

五华县政法委副书记曾焕章在活动
总结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充分肯定了此
次由五华县河东镇人民政府、平南居委、
联岭村委、桂岭村委、桂田村委联合组织
平南社区志愿服务队对森林防火所作出

的贡献；宣传很到位，宣传效果很好，充分
发挥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的重
要作用，广泛发动森林防火志愿服务力
量，积极参与到全县护林防火工作中，共
同织密“防火网”，筑牢“安全墙”。

通过此次志愿者活动，营造了“全
民关注、全民参与、支持森林防火，共同

保护森林”和“建设生态文明、共享绿色
未来”的良好氛围，使森林防火的安全
防范意识和环保意识更加地深入民心，
进一步增强全县人民参与保护森林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弘扬社会主义新风正
气，全力保护共同的绿色生态家园。

（平南社区志愿服务队）

本报讯 日前，五华茂昌眼镜党支
部联合卡尔蔡司光学（广州）有限公司、
广东盛峰公司到双华镇军营小学开展
公益活动，为师生们捐赠免费午餐、免
费验光配镜，并向学校赠送一批体育用
品。

在活动现场，孩子们脸上始终堆满
期待和喜悦的神情。在专业验光师的指
导下，从检查视力，到测试瞳距，再到判
断有无散光，孩子们全程都积极配合。

五华茂昌眼镜党支部书记葛昌法
告诉记者，这次他们会对全校学生进行
一个视力检测，并赠送眼镜给有视力异
常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学习。

对乡村学生而言，拥有清晰的视野
是拓宽未来视界的不可或缺的助力，此次
公益活动提供的免费配镜服务，不仅有助
于学生的健康视力发展，更为他们打开了
一扇心灵上的窗户，突破环境局限，迈向
更好的成长道路。 （陈广文陈园）

爱心企业到双华镇开展公益活动

本报讯 12 月 11 日到 12 日，深
圳狮子会西丽服务队到五华县第十
四小学、河东镇太和小学开展爱心助
学活动，五华乡贤、深圳狮子会荣誉
会长周国雄等爱心企业家、爱心人士
参加活动。

在捐赠仪式现场，深圳狮子会西
丽服务队的狮友们鼓励孩子们要好
好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在党和政
府、社会各界的关心下，努力学习，积
极向上，长大后心怀感恩、回馈社会，
争做国家的栋梁。服务队分别向两
间学校捐赠了爱心款和电脑、打印机
等一批爱心物资，狮友们还将奖学金
和奖教金颁发到获奖的学生与老师
们的手中，以表彰一年来勤奋学习的
学生和苦心育人的教师，受赠学校向
服务队赠送了锦旗。

爱心助学活动，彰显了深圳狮子
会西丽服务队爱心人士情系乡村教
育，积极参与和支持教育扶贫的决心

和力量。不仅给师生们带来了物质上
的帮助，更体现了精神上的关怀，大大
鼓励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老师的教
学积极性，使两间学校的教学质量稳
步上升。

据了解，深圳狮子会是 2002年成
立的社会民间慈善服务组织，该慈善
组织坚持“自主创会、独立运作、坚持
宗旨、依法办事”的方针，在医疗卫
生、助学助残、扶贫帮困、赈灾重建、
社区服务等多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社
会公益慈善服务活动，为构建和谐社
会做出了积极贡献。据不完全统计，
深圳市狮子会西丽服务队已经连续 9
年到我县开展爱心助学活动，筹集用
于改善学校教学设施、奖教奖学的资
金已达近百万元。

期间，深圳狮子会西丽服务队还组
织爱心人士到五华县儿童福利院进行
爱心慰问活动。

（吉文波 谢国泰）

本报讯 日前，省文旅厅、省农业
农村厅发布了《关于公布首批广东省乡
村民宿示范点的通知》，决定将我省92
家乡村民宿公布为首批广东省乡村民

宿示范点。其中，我市的益塘君豪知青
美宿、钧质楼民宿、筀竹村民宿集群、三
舍综艺民宿、花间慢主题民宿等 10家
民宿榜上有名。 （梅州微闻联播）

本报讯 乡村振兴，教育先行。对
许多农村地区的家庭来说，送孩子到好
点的学校就读是第一选择。然而，个别
劳动力较少，没有什么致富门路的困难
家庭，每年需要花费上万元让孩子去好
点的幼儿园就读却显得不太现实。但
在龙村镇，却有这样一家幼儿园，愿意
让附近村困难家庭的孩子到他们学校
免学费就读，同时享受优质的教学，这
就是潭溪村的智汇幼儿园。

记者来到位于龙村镇潭溪村的智
汇幼儿园的操场上看到，为期五天的军
训结营活动正式开始，一个个身穿军训
服的小朋友一改往日的稚气，喊着铿锵
有力的口号，比划着整齐划一的军体拳
动作，洪亮的歌声，唱响了绿色的旋律。

活动中，小朋友们还为家长洗脚，
孩子们用他们朴实的行动来表达对家
长的感恩。

该园之前是潭溪小学的办学地点，

学校被撤并后就成为空无一人的旧楼，
村里的学生也被分散到邻近村就读。
前几年，在乡贤企业家的大力支持下，
改善了该校的基础设施，添置了设备，
将学校旧址改造成一个全新的学校，并
创办智汇幼儿园。自 2019 年创办至
今，学生人数也从最开始的60多人，到
现在的 150多人。为了让更多的孩子
受到良好的教育，对于困难家庭的学
生，学校也给予了免学费的帮助，让他
们也能正常入学读书。

据了解，该园由乡贤邹木霞创办。
她告诉记者，回乡办园以前自己一直在
外从事教育工作，有十几年的教育经
验。为了山里的孩子，她又选择回乡创
办困难学生也能享受公平教育的平台，
让山里的孩子不用走出大山有书读。
办学至今，附近的村每年都有几个困难
学生到这里免费入学。

（谢国泰 张佳怡）

深圳市狮子会西丽服务队

连续9年到我县开展爱心助学活动

转水镇益塘君豪知青美宿

上榜首批广东省乡村民宿示范点

龙村智汇幼儿园：

困难学生免学费入园
让山里的孩子有书读

广东好人缪德良：

用心做公益用文艺传递爱

河东平南居委：

深入边远村寨宣传森林防火志愿服务

梅冈寺

——五华县农民自卫军训练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