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绎10 月 12 日袁在重阳节来临之际袁市妇
幼保健院与丁陂乡卫生院组成医疗志愿服务
队袁一起走进丁陂乡敬老院开展野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冶爱心义诊活动袁为老人们送去关
爱与健康遥 记者谢芳玉 刘黎明

绎10 月 13 日袁沙洲坝镇通过文艺演出尧
讲红色故事尧为老人们理发尧为老人们准备传
统节日美食尧和老人们拉家常尧为行动不便的
老人打扫卫生等方式袁 和老人们共同度过了
一个难忘的重阳佳节袁树立了尊老尧孝老尧敬
老的文明新风尚遥 刘园园 记者温浩

绎又是一年重阳到袁秋风劲里送温暖遥10
月 14 日袁九堡镇山坑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
织志愿者前往九堡镇中心敬老院袁 开展重阳
节敬老孝老活动遥 陈芳 记者朱旺

绎10 月 14 日下午袁 瑞金三中组织 50 周
岁以上的男教工尧45 周岁以上的女教工开展
野庆重阳冶登山活动遥 登山地点在瑞金城区西
北的龙珠山袁全程大约 3.5 公里遥 此次活动袁
让全体教职工释放工作压力袁享受生活乐趣袁
凝聚集体力量袁 活跃和丰富了教职工的精神
文化生活遥 王道东

绎10 月 13 日袁 红都义工志愿者联合会
与叶坪社工服务站一起袁 在叶坪镇均田村开
展庆重阳百人宴袁该村的老人围坐在圆桌前袁
高高兴兴地品尝志愿者精心烹饪的菜肴遥

记者邓浩亭

绎10 月 13 日袁黄柏乡 15 个实践站渊所冤
联合挂点志愿服务队袁开展野欢歌颂党恩 情
暖夕阳红冶文明实践活动袁通过野为百岁老人
送上一份慰问尧开展一次义务体检尧准备一份
暖暖的午餐尧举行一次文艺演出冶等方式袁让
老人在情意满满的关怀中体会满溢的温暖遥

邵玲芳 记者崔晓燕

绎10 月 13 日下午袁 冈面乡卫生院组织
工作人员前往冈面乡各村空巢老人家中袁进
行慰问并为老人们量血压尧 测血糖等简单的
体格检查袁为老人送去节日祝福遥 李芳

绎10 月 14 日袁重阳节袁泽覃乡各村新文
明实践站组织志愿者通过包饺子等形式多样
的爱老敬老活动袁陪伴老人度过节日袁并为行
动不便的老人送饺子上门遥 记者刘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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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暖金秋 爱在重阳

关爱老人 温暖社会
巾帼志愿者协会会员慰问梅坑敬老院老人

本报讯 渊记者钟剑灵冤10 月 13 日袁重阳节前一
天袁 巾帼志愿者协会组织了 8 名会员走进云石山乡
梅坑敬老院进行慰问袁活动主题为野关爱老人 温暖
社会冶遥

本次活动由瑞金市妇联主办袁 巾帼志愿者组织
人员参加袁 在活动中袁 巾帼志愿者们给老人送上水
果尧香皂尧纸巾尧蛋糕等爱心物资袁为敬老院老人们义
务理发尧搞卫生尧炸薯包芋包尧过生日袁并送上节日的
问候与祝福遥

一到达敬老院后袁 大家很快进入角色袁 搬运物
资尧搞卫生尧剪头发尧炸薯包芋包噎噎忙得不亦乐乎遥
在干活的同时袁大家还一边和老人们聊家常袁了解老
人的家庭状况和生活情况袁 并叮嘱老人要适时增减
衣物袁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遥

到了午饭时分袁巾帼志愿者们与老人共进午餐袁
一起过一个欢乐祥和尧其乐融融的重阳节遥 老人们对
志愿者的爱心善举表示感谢和赞赏袁他们说袁在重阳
节来临之际袁有这么多爱心人士过来献爱心袁细致入
微地关心自己袁心里感到无比温暖遥

本报讯 渊记者邓浩亭冤10 月
14 日袁重阳节遥 由市民政局尧瑞林
镇联合举办的野孝心暖夕阳 浓浓
敬老情冶暨野敬老孝老冶志愿服务
队启动仪式在瑞林镇中心敬老院
举行遥 在仪式上袁20 支由当地村
民组成的志愿服务队接过鲜艳的
志愿服务队旗袁 开启乡村志愿服
务之旅遥 市政府副市长谢江溪出
席并致辞遥

据了解袁 瑞林镇敬老孝老志
愿服务队成立后袁 将依托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渊站冤袁开展幸福来敲
门尧 孝心暖夕阳等不同主题的志
愿服务活动袁 为老人们提供生活
照料尧亲情陪伴尧健康保健尧文化
娱乐等志愿服务袁 提高老人生活

质量袁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遥
谢江溪代表市委尧 市政府对

瑞林镇敬老孝老志愿服务队成立
表示热烈祝贺遥她说袁瑞林镇成立
敬老孝老志愿服务队袁 既是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野尊老敬
贤袁决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袁而应
实实在在地见之于行动冶 重要指
示精神的具体举措袁 也是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实际行动遥 希望瑞
林镇继续围绕野五个一冶开展敬老
孝老活动袁 为老年人多办实事好
事袁让广大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袁
真正实现野老有所养尧老有所医尧
老有所教尧老有所学尧老有所为尧
老有所乐冶袁 为乡村振兴添砖加

瓦尧奉献力量遥希望志愿服务组织
和志愿者发挥好野主力军冶作用袁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渊站冤袁把
每一项志愿服务活动 野做真尧做
细尧做实冶袁激发干部群众参与敬
老孝老公益活动的热情袁 不断扩
大和提升野幸福来敲门冶关爱空巢
老人志愿服务活动的影响力和号
召力遥

启动仪式后袁 志愿服务队队
员尧瑞林镇中心小学学生表演了
精彩的文艺节目袁老人们快快乐
乐庆佳节袁 高高兴兴过重阳遥 市
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社工为志
愿服务队员开展业务培训袁提升
志愿服务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
平遥

黄柏乡院

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
本报讯 渊邵玲芳 记者温浩冤10 月 13 日袁

黄柏乡黄坑村组织乡村干部尧 驻村工作队尧
志愿者以及送戏下乡文艺工作队袁在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开展 野欢歌颂党恩 情暖夕阳
红冶主题实践活动遥

活动在欢快的歌声中拉开帷幕袁来自全
村 40 余名老年人在志愿者的引导下袁 在舞
台前就坐袁欣赏台上精彩的文艺表演遥 欢快
的歌舞袁逗趣的小品袁也不时让老人们笑声
不断尧掌声连连袁现场一片热闹祥和遥

台上的表演虽然结束了袁 台下的文明实
践服务仍在进行袁 只见实践站志愿者们正在
孝老食堂忙前忙后袁煎果子尧烧鱼尧包饺子等袁
为今天到场的老人们准备一顿丰盛的爱心午
餐遥 同时还组织老人们在棋牌室下棋打牌袁在
卫生室测量血压尧做健康检查袁为老人们提供
全方位贴心服务遥

瑞林成立 20 支敬老孝老志愿服务队 市水利局

召开重阳节座谈会
本报讯 渊黄文静 记者崔晓燕冤 九日重阳

数袁三秋万实成遥 10 月 13 日袁市水利局组织 30
多位退休干部开展座谈慰问活动遥

局党组书记尧局长提名人选张声平同志代
表局领导班子和全体干部职工对退休干部表
达了衷心的祝福和感谢遥 他说袁退休老同志为
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袁老同志的优秀品
质是水利人的宝贵财富袁 水利人一定要传承
好尧弘扬好遥 希望老同志能一如既往关心支持
水利事业的发展遥 作为水利大家庭的年轻干
部袁要怀孝心尧知感恩尧践孝行遥 要积极完善退
休老同志关怀慰问机制袁让退休老同志感受到
水利大家庭的温暖袁将尊老尧爱老尧敬老的中华
传统美德发扬光大遥

退休老同志表示袁 将持续关注水利工作袁
对水利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袁不遗余力发
挥余热袁为水利事业的新发展贡献力量遥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袁象湖镇各村渊社区冤纷纷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野敬老尧爱老冶主题实践活动遥活
动中袁志愿者们为老人义剪尧义诊袁还一起热热闹闹包饺子尧煎果子袁举行别开生面的趣味游戏袁让老
年居民度过了一个温情有爱的节日遥 图为老人们在玩游戏遥 朱耀华 钟春英 记者刘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