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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姚子燕）10月
11日，由安丰古街居委会、东淘小
区联办的“夕阳红联欢会”举行，近
百名老人欢聚一堂喜迎重阳。

联欢会首先为数十名80岁
以上老人集体祝寿，送上节日

礼品。随后的文艺演出精彩纷
呈，舞蹈、器乐、戏曲、表演唱、
小品等节目轮番上演，赢得台
下老人阵阵掌声。最后，大合
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在东淘小区，尊老敬老渐
成风尚。所有参演人员都无偿
参演，有从南京赶回来的安丰
游子，有放弃商演来倾情演出
的东台百花越剧团，也有土生
土长的东淘社区夕阳红艺术队、

安丰葫芦丝队等艺术团体。相
关负责人表示，小区已连续数年
举办重阳联欢活动，希望通过联
欢在全小区营造敬老、爱老、养
老、助老的良好氛围，提升老人
们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安丰镇东淘小区举办联欢会传递敬老情

10 月 12 日，东台镇金墩社区开
展“喜看城市发展 畅谈美好生活 共
迎重阳佳节”主题活动，组织 30 多
名社区老党员和离退休干部参观何
垛河七里漾风光带、东台高铁站等
地，身临其境感受东台城市变化。

邹鹏安 张惠 鲍国 章海南 摄

本报讯（记者 张莉
琳 通讯员 蒋粉娟 江璐）
近日，唐洋镇新储村六组
吴玉德“农家听吧”活动
室里好一番热闹景象，其
中三位“光荣在党50年”
老党员胸前佩戴的纪念
章分外夺目。该村老中
青三代欢聚一堂，听党
课、话巨变、聊未来，共同
感受在党的领导下家乡
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家兴致勃勃聆听
“农家听吧”主人吴玉德

生动讲述共产党一路走
来的艰辛历程；老党员们
畅聊初心使命；中青年
代表激情讲述新时代新
生活，乡村振兴让百姓
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大
家尽情向党倾诉心声，
参加活动的卞晓芳说：

“这次微党课涵盖了老
中青三代人，大家从不
同层面歌颂了中国共产
党的伟大，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
觉得很有意义。”

红色微党课
走进“农家听吧”

本报讯（缪雪丽 夏
素红）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头灶镇建设村立足村
情、民情，强化党建引
领，发动党员干部，对困
难群众进行爱心帮扶，助
力他们树立战胜困难的
信心，真正把党的温暖和
关爱及时送到困难群众
的心坎上。

秋学期开学前夕，该
村五组一村民带着女儿
来到村部，请村里出具家
庭贫困证明办理助学贷
款。村党总支书记主动
加上微信，及时给予关
爱。在得知孩子学费还
没凑够后，他当场微信转
账 1000 元资助小孩上
学，并表示有困难及时
讲，父女俩感动得连声道
谢。

今年57岁的村民窦
国民身患动脉瘤，在苏州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疗，
巨额的医疗费用使原本
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
霜，经济上陷入困境。该
村发动全体村组干部、党
员和社会上好心人，捐款
20000多元，解了窦国民
一家的燃眉之急。村民
窦俊根患病，也在苏州住
院治疗，该村党员干群同
样为其组织捐款，并鼓励
窦俊根及其家人树立信
心，乐观面对生活，早日
战胜病魔。

如今在建设村，为
“困难群众献爱心”已成
为党员干部们的自觉行
动，在村党总支书记的带
领下，不提个人困难，真
情为民奉献，用实实在在
的言行，践行初心使命，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展
示时代风采，发挥先锋作
用。

建设村党员
为困难家庭献爱心

10 月 12 日，市老年公寓二楼大厅里歌声飞扬，市蔚云旗袍艺
术团与老人们一起庆祝重阳节。活动中，团员们为老人们奉上丰
富多彩的节目，并自费送去慰问品，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与
温暖。 邹洪喜 杨延柏 翟宏专 摄

本报讯（王琳官 朱霆）连
日来，梁垛镇临塔村以敬老月
为契机，组织开展“感党恩、送
温暖”关爱老人活动，在全村形
成“尊老、敬老、孝老、爱老”浓
烈氛围。

该村组织村组干部逐户走
访，摸底了解老年人生活情况，
及时为老人排忧解难。给154
名80岁以上老人发放慰问品；
走访慰问21名90岁以上老人，
每人送去礼金200元。弘扬孝
文化，评选表彰奖励12名“孝星

好人”。
村孝德日间照料服务中

心积极推行智慧养老服务，
让更多的老年人得到温馨的
服务。现在村里凡80岁以上
老人每天到中心吃午饭，每
天三菜一汤，天天不同品种、
营养丰富。老人们集中参加
文体活动，玩得开心、吃得开
心、活得舒心，并定期为老人
检查身体、洗澡剪头，使老年
人感受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
暖。

临塔村为老年人兴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刘进涛 通讯
员 武桂成 谢桂兰）10 月 10日
上午八时许，充满现代气息的
时堰镇倪莫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随着
会场里《生日歌》的音乐声响起，
23名高寿老人依次上台，喜滋
滋地从该村负责人手中接过寿
匾和小蛋糕，幸福写在老人们
的脸上。

近年来，倪莫村加强精神
文明建设，以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抓手，着力打造“文
明倪莫、和谐倪莫、实力倪莫”，
开展了系列创建活动，评比出

“最美婆媳”“最美村民”等先进
典型80余人，运用多种形式广
泛宣传，放大典型效应，全村形
成了人人争当文明倪莫人的良
好局面。

在倪莫村，尊老敬老、关爱
社会弱势群体渐成风尚。今年
3月，成立全市首家村级红十字
会分队，先后给 40 多名孤寡、
空巢老人送去关爱和温暖。“七
夕”当天，村里给高寿夫妇拍“情
侣照”，让老人们度过一个难忘
的浪漫“情人节”，引发媒体关
注。村两委会连续12年在重阳
节为高寿老人祝寿，致祝辞、发

寿匾和蛋糕，与寿星合影留念，
给老人留下深刻印象。

今年80岁的潘新华老人手
捧寿匾走上台，激动地说：“是
党和政府让我们过上了吃不
愁、穿不愁的幸福生活，我们要
知恩图报，力所能及再为社会
多做事，同时要教育好子孙后
代不忘党的恩情，为现代化建
设多作贡献。”

倪莫村尊老敬老爱老氛围浓

本报讯（记者 刘煜
通讯员 丁秀芹）10 月 8
日是“全国高血压日”，
市卫健委围绕“血压要控
制 降压要达标”主题，开
展一系列宣教诊疗活动。

“这是限盐壶、限盐
勺，人一天的食盐量不能
超过5克，也就是这个勺
不能超过三勺……”10
月 9日，在金墩广场，医
务志愿者正在为辖区居
民免费开展健康义诊服
务。他们耐心地为社区
居民测量血压、测试血
糖、健康咨询等，并结合
具体案例，详细辅导大家
科学服药，适量运动，培
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此

次活动共发放健康支持
工具300余套，接受群众
健康咨询300余人次，免
费测血糖 80 余人次，免
费量血压70余人次。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
视慢性病防治工作，以

“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
范区”创建为契机，创新
开展了一系列惠民项目，

“3＋2”慢病管理模式已
成为常态化，“糖尿病筛
查门诊”“高血压并发症
筛查门诊”“慢性病综合
防控门诊”镇覆盖率达
80% 以 上 ，“ 健 康 面 对
面”、医防融合行动之

“高糖关怀行动”已覆盖
全市。

市卫健委开展义诊送健康

本报讯（记者 刘煜
通讯员 卞兰华）日前，市
中医院肝胆外科团队成
功为94岁高龄患者实施
首例ERCP（内镜下逆行
性胰胆管造影术）胆道取
石手术，术后老人身体状
况良好。

患者多年来一直有
反复胆管结石症状，近日
再次出现右上腹疼痛，在
市中医院肝胆外科完善
相关检查后，诊断结果显
示老人胆总管下端多发结
石。肝胆外科经过多次会
诊，考虑老人94岁高龄，
为尽可能减轻老人痛苦及
手术带来的创伤应激反
应，治疗团队决定为老人

行ERCP胆管取石术，从
根本上解决反复腹痛的问
题。经医护人员共同努
力，成功为老人取出胆管
内结石。手术过程顺利，
术后不久老人已可以下
床活动，无明显不适。

ERCP 是微创治疗
手段，不需要开腹，在内
镜下就能完成。具有创伤
小、无出血、恢复快、痛苦
轻、疗效显著等优点。对
高龄、基础疾病多的患者
是最佳选择。首例ERCP
术的成功开展，填补了该
科室在此类疾病治疗方面
的技术空白，标志着市中
医院在诊治胆道疾病方
面再登新台阶。

市中医院成功为
高龄患者实施ERCP术

本报讯（杨春迎何国庭）10月
10日上午，五烈镇廉贻老干部党
支部、市退休干部协会五烈镇分会
举办“童歌盛世 叟乐金秋”联谊
会，向老同志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活动现场，退休老同志代

表与廉贻幼儿园的师生们同台
献演，演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等经典歌曲，表演了
诗朗诵、舞蹈等文艺节目，大家
载歌载舞，用甜美的歌声、优美
的舞蹈、深情的朗诵尽情讴歌

伟大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取得的辉煌成就。丰富多彩
的文艺演出给老年朋友们送上
了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活动中，还为 11名适逢七
十岁、八十岁的寿星举行了集

体祝寿仪式，向寿星们送上生
日蛋糕等物品。

来自镇政府机关、事业单位
退休老同志，各村和涉老服务机
构负责人以及五烈镇中小学、廉
贻幼儿园部分师生参加活动。

五烈镇老少同乐庆重阳

记者 姚子燕 通讯员 乔亚峰

国庆期间，市心连心志愿者
协会志愿者放弃休息，利用假期，
开展“情暖雏鹰”帮扶公益活动。
七天时间，协会出动280多人次，
足迹遍布城乡，共计发放金额 5
万元。

协会志愿者陈杰、刘吟顺夫
妇来到唐洋镇朝福村，看望他们

一直对接资助的小李同学。小李
同学品学兼优，目前在东台中学
高二在读。他自幼父亲过世，母
亲改嫁，跟随年老体弱的爷爷奶
奶生活。自小学开始，就一直受
到陈杰夫妇的帮扶资助。陈杰夫
妇不仅带来了对接款，还带来不
少生活用品和小李喜爱的食品。
志愿者们还分别对五烈、溱东、时
堰、安丰、南沈灶、富安、经济开发

区等镇区的困难学生进行走访慰
问。志愿者景晓兰对接的小臧目
前在城东读初中，从小母亲离家
出走，父亲瘫痪，奶奶智障，家庭
的重担落在她一人身上。看到小
臧把家整理得干干净净，大家纷
纷夸孩子懂事。

据悉，“情暖雏鹰”公益活动
已连续开展六年，每年心连心志
愿者协会对包括陕西耀州、云南

宁蒗在内的200多名困难学生进
行资助，发放资助款和慰问物资
100多万元。今年，协会利用假期
孩子们在家的时间，为孩子们送
去资助款和日用品、食品、书籍
等，尽力满足孩子物质和精神需
求。与此同时，今年协会“情暖雏
鹰”公益项目还将实施危房改造，
打造梦想小屋。此项目不仅立足
东台，而且走进耀州。

心连心协会开展公益助学情暖学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