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暖暖敬老月，浓浓爱老情
新泾老人幸福养老生活绚丽多彩

文 杨松涛

今年 10 月 14 日，是全国第九
个“老年节”。新泾镇社区服务办、
镇老年协会自 9 月 25 日至 10 月
26日，整个“敬老月”活动期间，充
分发挥社会各方力量，搭建社区为
老服务平台，在各居民区广泛开展
敬老孝亲系列活动。
他们带领老龄干部、全体志愿

者走进老年家庭、走近老人身边，
走访慰问 90 岁纳保困难老人和百
岁高龄老人；在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长者驿站和日托中心，分别进
行“迎重阳 话敬老”活动；举行大
型的法律咨询、义诊、理发、小五金
维修、社区养老顾问下社区、旅游
等便民为老服务；在程桥、新泾家
苑、北苑居民区进行“长者餐桌”试
餐活动；组织各居民区志愿者为老
人赠送重阳糕、长寿面；开展智慧

助老行动讲座。
镇老年协会以睦邻嘉年华为载

体，发挥“快乐 60 分”老伙伴计划
品牌效应，在金色晚霞、金色暖流、
金色驿站、金色护航为老服务四大
支柱中，全方位、广覆盖地开展学手
工、学手指操、学戏曲、学栽培、学烹
饪、学文化，把党委政府的殷切关怀
送到全体新泾老人的心里。
弘扬尊老爱老孝老传统，乐享

智慧老年幸福生活，10 月 26 日下
午，以我们的风采为主题的文艺展
示活动，在新泾镇《百姓戏台》举
行。新泾镇镇长王炜、副镇长人选
殷晖、区民政局养老科李自才科长、
老年基金会秘书长黄爱莉、老年协
会秘书长瞿建国、区精卫中心院院
长沈頡、上海易网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总经理万大鹏、尽美长者服务中
心费超总干事以及 33 个居委老龄
干部和志愿者代表出席了 “敬老
月”活动闭幕式。

王炜镇长在闭幕式上致词：他
说“一切为了老年人的需求，为了
一切老年人的需求”，党委、政府在
《爱心敬老联盟》大格局下，积极平
稳、健康有序地构建“幸福养老在
新泾”的 15分钟生活圈，为老年人
打造具有新泾特色的社区微养服务
新模式，确保居住在新泾的老人生
活更舒适、晚年更幸福。
闭幕式上，上海尽美长者服务

中心介绍建设认知障碍友好社区的
情况，镇政府与区精卫中心签订共
建备忘录，区老年协会向荣获 2021
年度区老年志愿者先进、示范睦邻
点颁发荣誉证书，上海易网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区老年基金会代表向
新泾镇进行捐赠、副镇长人选殷晖
接受了捐赠。
夕阳无限美，晚霞更精彩，“我

们的风采”文艺展示以田野丝竹队
的民乐合奏《喜洋洋》等乐曲，把闭
幕式推向了高潮。田野舞蹈队的

《活力拼图》展示了新泾老人的时
尚，南洋新都居委的朗诵《睦邻点
里快乐多》，讲述了老年人“走出来
动起来”的晚年生活。国家一级演
员张杏生应邀出席闭幕式，并献演
一曲《十二月花名》，恭祝新泾老人
幸福养老更美好，平塘居委女声小
组唱《清晨我们踏上小道》、绿五居
委京剧清唱《朝霞映在阳澄湖上》、
男声独唱《甘肃老家 山歌唱出好
兆头》表述了新泾老人爱祖国、爱
人民的赤诚情怀，绿八居委的舞蹈
《张灯结彩》，全面诠释了新泾老人
昨天、今天、明天在新泾幸福养老的
自豪感、幸福感、认知感。
“敬老月”系列活动篝火已经

熄灭，为老服务的薪火正在我们之
间传承，为了 3 万多新泾老人幸福
养老生活更加绚丽多彩，全体为老
服务的志愿者、团队守初心、善作
为，无私奉献在打造一条夕阳黄昏
里的金色旅途上。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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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红色书写未来
走进 2021新泾镇关工委读书征文活动

文 周颂鲁

2021新泾镇关工委读书征文
活动结束了，整个活动是在庆祝党
的百年华诞中进行的。19篇青少年
征文入选区一级的优秀作品，镇关
工委荣获长宁区关工委优秀组织
奖，这是近几年来的最好成绩。不
过，令我大开眼界、受益匪浅、印象
最深刻的还是镇关工委在活动中的
坚持、探索和创新。

传承红色信仰
我以为，2021 镇关工委读书征

文活动牵住了牛鼻子，抓在了点子
上。何以见得？第一，区关工委撰写
了一个《话建党使命之魂，走百年
信仰之路》的读本，为孩子们提供
了“红船”、“长征”等 25 个党的
伟大精神，介绍了杨靖宇、钱学森等
无数英雄模范和时代楷模的光辉事
迹。这是一本好书，“传承红色信
仰”的理念体现得很真挚、很充分。
为全区，也为新泾镇关工委的读书
征文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镇关工委谋划早，启动快，尤
其在五老志愿者的培训上做了大量
的工作。多年来，指导组组长庄关通
要求青少年“联系自身实际”的写
作方法日趋成熟，形成了体系。在
2021 年的辅导大课上，庄老师进一
步阐述了“联系自身实际”就是要

联系自己所学习、所领悟的东西，在
“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
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
创造”、“矢志艰苦奋斗”上下功
夫。这个写作要求也是一种理念，同
样体现得很真挚、很充分。试想，如
果不“联系自身实际”，空话连篇，
孩子们怎能写出自我、又怎么能兑
现“传承红色信仰”的初衷。2021
年，镇关工委的读书征文活动之所
以成绩突出，贯彻两个理念是关键。
在 19 篇获奖征文中，我最先

读到的是周佳妮同学的《学“五四
精神”、见实际行动》，已经感受到
了“传承红色信仰”、“联系自身实
际”的效果。这位西延安中学初中
三年级的小作者，在向“五四精神”
学习致敬的过程中，将自己摆了进
去。这一摆，她找到了与“五四爱国
青年”的差距，找到了自己的努力
方向，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道理。在最
后一段中，周佳妮奋笔疾书，将这些
道理倾吐了出来。她说，“我的青春
或许并不出众，但一定要有信仰，一
定要像一百多年前的爱国青年一样
不留遗憾。”小姑娘提到了信仰，并
斩钉截铁将“信仰”放在了“一定
要有”的位置上。环顾所有的获奖
征文，每一个小作者都这样看重信
仰。从他们“联系自身实际”的心里
话中，我看到了镇关工委为“传承
红色信仰”所作的努力。

一个带风景的故事
曾天乐同学就读于西延安中学

六年级。他的征文《我去酒泉学习
航天人》写了一个喜欢给他讲故事
的外公。在小家伙的印象中，从懂事
起，只要转播卫星发射，外公就会像
解说员一样陪着他讲卫星、讲火箭、
讲航天人的战斗生活……没错，年
轻时的外公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工
作过，这里有他终身难忘的老航天
人的生活。2017年，小家伙 8岁了。
外公讲了两年的那个故事突然有了
升级版。那年，国家旅游局推出首批
“中国十大科技旅游基地”，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有幸入选。老人家迫不
及待地带着小外孙去那里走了一
趟。那几天，他的故事带了一路的风
景。在五天的旅程中，祖孙俩参观了
“问天阁”、发射塔、总装厂房和地
下控制室。还拜访了上世纪60年代
外公工作过的“大树里”，这里有最
早的国家航天测控点。走在“大树
里”的戈壁滩上，外公的双眼湿润
了。他一字一句地告诉小外孙，“当
年，我来的第一天，就在帐篷里，顶
着风沙喝稀饭……”此刻，一个超
长的带风景的故事，从过去到现在，
从模糊到清晰，一下子将伟大的
“航天精神”推到了曾天乐的面前。

在新泾镇，曾天乐的外公不是
特例。这样的家长还有不少，而且越
来越多。据我所知，他们对“传承红

色信仰”的关切，除了自身对党的
热爱，还得益于镇关工委读书征文
影响的日益深入。为了这样的“深
入”，镇关工委笑对困难，做了许多
扎扎实实的工作。仅举一例。每当读
书征文的关键时刻，镇关工委的七
大组长就会悉数返回自己的小区帮
助工作，并无一例外地与青少年结
对参与征文的写作。这个做法没有
制度规定，却已经蔚然成风。

关工同心圆
廉宸哲同学来自刘一居民区，

是新世纪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他聪明好学，积极参加关工活动，思
想和学习上进步很快，尤其在各级
青少年科技活动中成绩斐然。2021
上半年，这位稚气未脱的“理工男”
设计出了公交车的安全踏板，在上
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荣获三
等奖。镇关工委读书征文活动中，小
家伙抖擞精神，将自己的科技创新
写入了征文《怎样才能圆梦》，选送
区关工委后被评为特等奖。在这个
“特等奖”里，我不仅读到了小作者
的科技故事，还有幸见识了美丽的
“关工同心圆”。

征文的字里行间，廉宸哲感谢
了学校老师在绘图、实物模拟等方
面给了他多方面的指点；感谢了
“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为
他提供了展示才能和继续发展的平

台；感谢了刘一居民区关工委给了
他参与读书征文的机会；感谢了镇
关工委宣传组组长朱扬清不顾辛劳
给他的精心辅导；还感谢了区关工
委的宣传读本让他学到了“火箭少
女”周承钰的奋斗精神……这些被
感谢的单位，无论是小小的居民区，
还是市里的大部门，都像一个个
“同心圆”。大小不一，拥有的资源
也不尽相同，但“圆心”只有一个。
就是发挥各自的优势，用好各自的
资源，为青少年成长成才服务，把下
一代培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接班人。相辅相成、相映成辉，
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添砖加瓦，正
是“关工同心圆”的美丽所在。
“关工同心圆” 是一个好机

制。据我了解，镇关工委在这方面
做了不少工作。几年来，他们借用
社会力量，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因
素，组建了“青少年快乐书画苑”、
“少儿心理成长训练营”等好几个
“同心圆”。他们加强领导、不断粘
合、注重实效，这些组合具有了较
强的协作意识、服务意识和团队精
神，口碑和效果都很好。其中，“青
少年快乐书画苑”还成了镇关工
委的品牌项目。由衷地为之高兴，
并殷切地期待镇关工委再接再厉，
在“用红色书写未来”的工作中思
勤思进，“画”出更多更美的“关
工同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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