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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让我来陪你”重阳节空巢老人关爱计划中，社工和志愿者陪
80岁的失明独居老人周佑英过重阳节。 记者 叶竹 摄

情满重阳！70岁儿子带90岁母亲旅行
品美食、分享家书……敬老爱老成为社会风尚，最好的感恩是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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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我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

一盒盒精美的糕点，一首首
欢快的红歌， 一阵阵欢声笑语
……13日上午，在开福区东风路
街道国防科大社区举行的“岁月
如歌，幸福如花”重阳节主题活
动现场，辖区内老人们在这里品
美食、诗朗诵，并做游戏互动。

“真是太高兴了。感谢社区帮
我们策划的这次重阳节活动，让
我们这些老年朋友切实感受到了
节日的温暖。” 活动现场，90岁的
朱章艳参加完合唱表演后说，“虽
然我们现在老了， 但却享受到了
非常非常优越的生活。 我对目前
的生活很满意。”

“传统节日需要大家的爱护和
守护，需要大家共同的参与。今后社
区还将以更加多样的活动形式，丰
富居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国防
科大社区党委书记李好说。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国防科
大社区不断完善养老惠老措施，
不仅成立了“红色网格代办服务
点”，专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
一条龙的免费代办服务， 还设立
了“科苑驿家”邻里中心，丰富老
人们的精神生活。此外，国防科大
社区“红星”志愿服务队成员还会
定期对行动不便、 生活困难的老
人上门服务， 改善老人们的物质
生活。

【敬老】
70岁儿子带90岁母亲去旅游

敬老、养老、爱老、助老，这都
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重阳节即
是崇尚和承接这一文化内涵的节
日，如今也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

“儿子女儿都很孝顺， 也经
常来看我。有时间还会带我出去
走走，现在生活挺好的。”10月13
日，东风路街道浏阳河社区90岁
老党员高富莲跟儿子刚从外地
旅游回来。

高富莲70岁的大儿子张振湘
告诉记者， 母亲以前在长沙第二
纺织总厂上班，“她以前在厂里上
班的时候是劳模，热心助人，也经
常教育我们要和善待人， 乐善好
施。在她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
们都很和睦。现在，大家有事没事
就去她那里看看她，给她做做饭，
玩一玩益智扑克解闷。 社区也组
织了社工们经常上门来服务。”

【传承】
分享家书，传承孝老美德

素笔留温，尺笺传情。在通讯
不发达的年代，家书承载着家人之
间的情感交流。去年开始，开福区
开展“潇湘家书”征集活动，共收集
到家书1000余篇， 并从中精选68
篇集结成册，传递开福好家风。

13日晚， 在浏阳河街道举行
的“浏阳河畔好风尚，敬老孝亲暖
重阳”活动中，开福区“五老”助学
队向开福区第一小学的学生们捐
赠了这本《纸间传情 潇湘家书开
福篇》，传承孝老美德。

“五老” 金牌讲师团讲师、71
岁的马玲说：“家书是中国文化的
传承，是一种情感交流的方式。通
过家书能将家庭成员紧密联系，
增进感情。 而作为长辈要以身作
则，用行动带动家人，用真情温暖
家人，用正能量激励家人。”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陈哲锋 刘加莉 王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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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无限好，
人间重晚晴。重阳
节来临，10月 13
日，长沙市开福区
各社区纷纷开展
敬老、 爱老活动，
弘扬尊老敬老的
传统美德。

窗前一张大书桌上，收
音机不时传来杂音，书桌旁，
穿着干净朴素的“精致”娭毑
坐在矮凳上，认真听着广播。

10月13日， 重阳节在
即， 在志愿者的带领下，三
湘都市报联合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发起的“今天让我
来陪你”重阳节空巢老人关
爱计划，来到了天心区裕南
街社区解放四村一栋老旧
民宅的四楼。患有眼疾和多
种老年病的周佑英独居在
此， 老伴已去世40多年，每
天陪伴她的是家中这台收
音机。

原本， 这次探访计划定
在12日， 周佑英只相信邻居
刘月清，旁人敲门老人从不轻
易开门，而刘月清临时有事外
出，探访只能推迟到13日。

“老人家喜欢听收音
机， 耳朵也不太好使了，音
量开得特别大。” 刘月清是
报名本次探访计划的志愿
者，也是周佑英的邻居，每天
都会到周佑英屋里坐一坐，
陪老人聊聊天。“我昨天外
出，被娭毑吓了一跳。打了

四个电话没人接， 以为她在家
摔倒了。 急急忙忙从外地赶回
去， 原来老人出门买菜没带手
机。”

在邻居眼中， 周娭毑独立
又倔强。“平常我想帮她做个饭
菜，她都拒绝，别人给的，她更
不要。 眼睛不方便， 腰椎盘突
出， 她也坚持自己出门买菜。”
刘月清介绍， 周娭毑虽然生活
不便，但她并不愿意麻烦别人。

1955年，14岁的周佑英从
宁乡来到长沙盲校求学，在此安
家。结婚后，周佑英生下儿子。儿
子才一岁多时，原本幸福的三口
之家，被一场车祸“撞碎”。

“丈夫因车祸过世，儿子靠
着3000多元的赔偿金读完大
学。”生活坎坷，周佑英却时时
想着人生中那些快乐的事。“儿
子从小就聪明，几岁就会看秤，
还给少秤的老板纠正。” 聊天
中，周佑英嘴角挂着微笑。

娭毑说，虽然自己眼睛看不
见，心里跟明镜似的，“跟得上时
代。每天听新闻，国内外大小事
都有所了解。” 在雨花区孝为先
社工服务中心社工和“雷锋”志
愿者的陪伴下，周佑英老人高兴
地说起生活中的有趣点滴。

欢笑声中， 陪伴老人的时
光过得飞快。告别时，周佑英特
别要求， 希望能对重阳节空巢
老人关爱计划说一句，“谢谢你
们对我的关照， 陪我过重阳。”

■记者 叶竹

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
主办，娄底分行承办的以“奋斗新
时代，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第四
届职工气排球比赛，10月10日至
11日在娄底市体育中心开赛。来
自全省农行系统各市州分行、湘
江新区分行及省分行本部的16支

代表队近200名运动员参赛。这是
该行以球为媒、 凝心聚力助发展
的一个片断。

本次气排球比赛旨在喜庆中
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和新中国
成立72周年， 进一步丰富职工精
神文化生活，培养团队精神，增强

职工体质，凝聚力量，做实党建工
作和经营管理， 为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贡献“农行力量”。

一直以来， 该行在持续抓实
党建和业务经营工作的同时，始
终坚持以人为本理念， 从关心关
爱职工身心健康入手， 积极引导
职工养成良好的工作、学习、生活
习惯，倡导快乐工作，健康生活，让

职工拥有健康的体质、 旺盛的精
力和愉悦的心情， 积极投身业务
经营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该行持续开展“进百园万企，助力
中小微”三年攻坚行动，坚守服务
“三高四新”战略重要阵地；在支持
产业园区发展上，实现14个市州、
130家园区战略合作全覆盖。在金
融助力乡村振兴上， 该行抽调近

2000人组建800个团队， 深耕全省
2000个乡镇、2.2万个行政村，并将2.4
万个村级惠农通服务点打造成村民
家门口的银行；着力推进“一行一策”
“一点一色”战略，打造100家样板支
行，重点支持粮食生产、特色农业发
展。 去年辖内9家分支机构获得湖南
省金融扶贫专项竞赛先进单位称号。

■王志明 孙雄武 经济信息

记者了解到，为提高辖
区内老人幸福指数，开福区
严格执行长沙市政府养老
政策，及时对养老领域资金
进行拨付，同时在全区范围
内推广“老年餐桌”等养老
便民服务。

“目前， 我们区里已经
有9个老年食堂投入运营，
收集到的反馈也非常好。”
开福区民政局养老服务与
慈善科科长蔡银波介绍，为
了让老人实现在家门口养
老，开福区今年还将完成10
个街道综合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的建设。

记者从开福区民政局获
悉， 开福区还选址修建了区
社会福利中心， 该中心总占
地面积44.6亩，采取公建民营
的方式来运行。 目前主体已
经完工， 后续将进行设备安
装、调试和验收并投入使用。

“在福利中心里面，我
们还将建立一套‘虚拟养老
院’系统平台，里面接入了
各养老机构、 志愿组织、运
营商等单位，可以为老人提
供免费、低价的养老服务。”
蔡银波说，“今后，开福区有
居家养老需求的老人，就可
以在家通过智能手段，‘按
需点单’。”

农行湖南省分行以球为媒凝心聚力助发展

“今天让我来陪你”走进长沙裕南街社区

喜欢听收音机的娭毑
这个重阳节有人陪

开福区社会福利中
心明年投入使用

10月13日晚， 长沙市开福区第一小学的孩子
们为大家带来舞蹈表演《童心敬老，为爱出发》。

记者 丁鹏志 摄 扫码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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