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窑资 讯窑

近日笔者下乡调研袁发现很多
村庄老人生活单调袁 除了地里劳
作尧照看孙辈尧看看电视袁几乎没有
其他内容袁 如若儿女外出打工袁则
更显孤单遥

应该说袁 年轻人在外工作袁也
不可能时时回家袁老年人如何丰富
自己的生活钥 学习是一个很好的办
法遥 看看书袁听听课袁或者由村里组
织起来袁 探讨一下庄稼的收成尧新
作物的引进袁 交流一下养老保健尧
孙辈的教育袁不但能够提升自身认

识袁增强应对现实的能力袁也能丰
富自己的生活袁 加强村民间的联
络遥

活到老袁学到老遥农村老人也
要有这个意识袁 通过学习充实自
己 遥 作为地方政府尤其是村集
体袁 也要多关注村里老人袁 不但
要吃饱穿暖 袁 还要注意精神生
活袁 多聘请一些专家来村里开办
讲座袁 或者组织村里的乡贤尧老
教师给大家上上课袁 都是不错的
选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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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支小分队袁 他们平均
年龄 64.5岁袁 加起来有着 1032岁
高龄袁他们的野工具冶是自行车袁打算
于 4月 23日从厦门出发袁 计划用
33天野骑游冶红军长征路遥 这支 16
人小分队由厦港街道沙坡尾社区骑
行队尧厦门骑缘自行车队联合组成遥

前日袁小分队的领队王火团尧副
领队杨忠全袁向本报记者介绍野骑游
井冈山尧重走红军路冶小分队的行前
准备遥

揖计划铱
下周从厦门出发 骑游 13 个

城市
野骑游冶是沙坡尾社区骑行队尧

厦门骑缘自行车队长期在坚持的运
动袁王火团介绍袁成员们用自行车骑
过东南亚尧西藏尧漠河等地袁骑游过
八闽尧港珠澳噎噎这是一群野身经百
战冶的骑手遥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袁红

军长征 85周年袁为响应厦港街道沙
坡尾社区开展野红色精神耀初心冶的
主题活动袁沙坡尾社区骑行队尧厦门
骑缘自行车队联合组成 16人野骑游
井冈山尧重走红军路冶小分队袁用他
们最熟悉尧 最有经验的自行车 野丈
量冶长征路袁感受红色精神遥

小分队计划用 33天骑游 1733
公里袁从厦门出发袁骑游南靖尧龙岩尧
古田会址尧才溪乡尧武平尧长汀尧瑞
金尧赣州尧井冈山尧南昌尧九江尧景德
镇尧鹰潭等 13个城市袁野这些点大部
分是红军长征途经地遥 冶王火团说袁
他们希望通过骑游展现老年人老当
益壮尧拼搏向上的精神面貌袁在社会
树立全新的形象袁老有所乐袁老有所
游袁老有所学遥

揖准备铱
请野外援冶帮忙 制定骑游路线
去年年底骑游完港珠澳袁 王火

团和沙坡尾社区书记许长忠就着手

今年野骑游红军路冶的策划遥 王火团
甚至搬来了野外援冶遥 他将骑游路线
发给井冈山尧赣州尧吉安尧瑞金等地
的骑友袁 请他们帮忙提出专业的当
地路况指导意见袁 同时着手招募成
员遥 野骑车技能尧身体健康是我们首
先要考虑的因素遥冶小分队从报名的
20多人中层层筛选至 16人袁 他们
平均年龄 64.5岁袁最高龄有 75岁袁
最小也有 61岁袁 沿路均配有医药
包袁保障队员健康遥

因井冈山尧闽西山路较为崎岖袁
对轮胎要求较高遥王火团说袁目前小
分队的自行车已全部检修好袁 换上
新的抓地力尧摩擦力强的内外胎袁骑
游全程也会带上备用胎及修车工
具遥 野我们这次成立了 4个小组袁分
别为领骑组袁后勤生活组袁宣传联络
组袁断后收容组遥 冶王火团领队和杨
忠全副领队还为队员及家属制作小
分队通讯录袁便于联系遥

黄雪燕 许长忠

4 月 18 日 袁
新罗南城莲东社
区与中国邮政新
罗分公司组织社
区志愿者尧计生协
会会员袁在莲东 C
组团居家养老活
动室联合举办 4
月野齐心共祝同欢
笑冶长者集体生日
会遥 玩游戏尧做手
工尧吃蛋糕尧领礼
品袁让长者们过了
个快乐的生日遥

郭姗 摄

文安县推进餐厨垃圾分类
2018年以来袁 河北省文安县扎实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袁在城乡同步开展餐厨垃
圾项目建设袁 并在 23个村庄实行分类垃圾
处理遥

2018年袁 文安县投入 280万元建成一
座日处理 3吨餐厨垃圾的处理设施车间袁并
配套购置了餐厨垃圾收运车遥餐厨垃圾处理
设施通过微生物固体发酵处理工艺袁可对城
区内收集的餐厨垃圾进行降解袁实现垃圾无
害化和资源化处理遥为尽快推进餐厨垃圾分
类袁文安县又选定城区的城中村及县城周边
三个乡镇的 23个村庄袁 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试点遥 目前选定试点的每个村庄都配备了
1-2辆电动三轮收集车袁 安排了 3名保洁
员袁每日两次上门收集垃圾袁再按照可回收尧
不可回收和其它垃圾等进行分类处理遥近期
这一做法将在全县推广遥 王阳

任丘市辛中驿镇设立
“孝善基金”

2018年年底袁 河北省任丘市辛中驿镇
设立野孝善基金冶遥野孝善基金冶由镇党委书记
边双乐发起成立袁各村组建袁由村民自愿捐
献袁资金规模不限遥 野孝善基金冶成立时袁25
个村共计捐款 321万元袁其中经济发达的张
施村筹集了 100万元遥 目前袁首批野孝善基
金冶 已发放 5万余元袁100多个孝善典型受
到了嘉奖袁产生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遥

野孝善基金冶 设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农
村有关养老问题引发的各类民间矛盾纠纷遥
辛中驿镇党委于 2018年年底召开动员会袁
随后各村积极响应袁设立了启动基金遥 在镇
党委主持下袁全镇对野孝善基金冶管理进行了
制度性安排遥 各村选举有能力尧有信誉的企
业经营者袁把野孝善基金冶放到企业袁每年产
生的利息用于奖励村中的孝行善举遥这样既
避免了村民重复捐献袁造成负担袁又使得这
一基金可以持续发挥作用遥 哈聪杰

八成老人希望居家社
区型养老

中国老龄协会 16日在京发布的一项研
究报告称袁我国老年人对居家社区型养老的
需求率高达 84.18%袁 且农村老年人的需求
率高于城市袁西部地区老年人的需求率高于
东部地区遥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吴玉韶说袁 该研
究报告的最大特色是以权威尧 客观的大数
据为基础袁 首次从需求角度研究老年人的
消费特点和需求意愿袁将为老龄事业尧老龄
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一定数据支撑和决策
参考遥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袁 截至
2018年底袁我国 60岁以上老年人口有 2.49
亿遥 该研究报告称袁依托可预期的老年人口
规模袁 我国老龄产业市场发展潜力巨大袁老
年消费能力普遍提升袁城乡差距不断缩小遥

该研究报告说袁近年来发展较快的是机
构养老服务袁但居家社区养老仍是广大老年
人的首选袁显示供需双方有偏差遥 在当前和
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袁居家社区养老应成为养
老服务业的重点发展方向遥

除此之外袁该研究报告还显示出野银发
经济冶新的增长点正在孕育袁比如老年人网
络消费尧定制消费尧体验消费尧智能消费等遥

屈婷 田晓航

社区牛人

16位老人将骑单车重走长征路
他们平均年龄 64.5岁袁 计划用 33天骑行 1733公里

丰富老年生活不妨学起来
阴张凤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