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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香盈袖重阳至暗香盈袖重阳至 孝亲敬老人间暖孝亲敬老人间暖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九九重阳节，也是我国法定的“老人

节”。这个节日，既传承了家国情怀，更承载着对老年人的关怀与爱意。

“老”也许是一头白发，也许是美丽不再，可有些人哪怕两鬓斑白，

内心依旧年少，心中有爱，眼中有光，脚下有力量。

他们，是“幸福夕阳”的不老传奇，在重阳节来临之际，让我们一起

走进他们的生活，看看他们迸发的热情，看看在那些值得期待的故事

里，是否有你向往的未来。

对于老年人来说，最幸福的

事情莫过于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如何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

能实现老有所养？近年来，我市

不断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对全

市公办、民办养老机构进行提质

升级改造。在农村，对乡镇敬老

院资源进行整合，组建成立区域中心敬老

院，通过养老机构与村级组织、农村老年日

间照料中心对接合作，为农村居家老人提

供助餐、助急、生活照料、健康咨询等服

务。在城市，除了公办老年养护院外，还鼓

励有条件的民办养老机构将服务项目向社

区延伸拓展或运营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上

门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浴、助医、助

洁等养老服务。

“10月13日下午，院里组织我们一起包

饺子，大家擀皮的擀皮、包饺子的包饺子，非

常开心。”老人党恩说，“这顿饺子，不只让我

们吃出了节日的味道，更感受到了家的温

暖、亲人的关爱。”此外，重阳节当天，老年养

护院还举行了文艺汇演。

“今天中午我们吃饺子，热腾腾的，可香

了！在这儿吃一顿饭4元钱，一碗不够可以

接着盛，直到吃饱为止。”在寿阳县南燕竹村

老年日间照料中心，82岁的李万荣说，“日间

照料中心就是我们的‘幸福驿站’，我们白天

可以在这里吃饭、下棋、读报、休息，晚上再

回家。”

在华晟·咱家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老人们有的下棋、有的读书、有的锻炼身

体，还有的在活动室里念古诗，抑扬顿挫，让

人如沐春风。老人们个个精神矍铄，俨然一

个温暖的大家庭。“我每天一大早就来了，打

牌、聊天、练字、画画，一天生活丰富多彩，比

在家看电视好多了！”

让老人健康快乐地享受幸福晚年，是每

个子女的心愿。

（闫淑娟）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平凡的生活中

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些普通的工作。”七十多

岁的老党员田树迁这样总结自己。

近年来，田树迁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即

便如此，他依旧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活

动，特别是担任榆和社区第十网格长以来，

工作再难，工作量再大他都没有退缩，依然

保持着旺盛的热情，为居民做了很多力所能

及的事，展示了一位永葆初心、乐于奉献的

优秀共产党员风采。

多次挨门入户走访，田树迁被辖区内自己

分管的300余户居民所熟知。遇到困难和问

题，大家都知道“找老田”。

供销小区有168户居民，曾经业主和物业

经常发生纠纷，房顶漏水、治安不好、电动车丢

失、生活用水供应不足等状况时有发生。在此

情况下，田树迁和社区负责人一起协调，数次

联系供水方保证供水，促成小区业主委员会成

立，最终，小区难题逐一解决，居民脸上绽开了

笑容。

劳动局宿舍是一个老旧小区，只有25

户居民，管道老化，跑水漏水、地下室被淹

等状况频发，田树迁又一次挺身而出，东奔

西走，维修管道、商讨费用，一点点改善了

着居民的生活环境。

线路老化、路灯不亮、水管爆裂、邻里纠

纷、小孩上学、户口迁移……居民的众多忧

心事、烦心事中，总能看到田树迁忙碌奔波

的身影。居民们都说：“老田是个热心肠，是

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党员。”

疫情期间，田树迁主动捐款，并担当志

愿者，每天在小区出入口执勤，对过往居民

测量体温、检查出入证，对外来人员进行登

记，同时向社区居民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坚

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老去的是岁月，不变的是情怀。入党

誓词，田树迁始终记在心间，并以一颗炽热

的心，为民服务，不图回报。

（闫晓媛）

虽然已经年过六旬，但是张玉莲将头

发高高盘起，身穿运动套装，整个人显得格

外利落和精神。用她的话说就是，“跳舞让

我青春常在”。

10月13日，清晨的玉湖公园内有人唱

歌、有人打太极拳、有人舞剑……在公园外

围的空地上，还有一群老年人伴着欢快的

歌曲跳舞。今年62岁的张玉莲就是其中

一位，和很多老年人一样，她退休后跳起了

广场舞，锻炼身体。

“我以前很少有这样的装扮，自从跳起

了广场舞，就开始尝试着改变自己。”说起

跳广场舞，张玉莲不好意思地说。舞蹈队

的其他队员大多有舞蹈基础，大家都跳得

比较专业，只有她是个“门外汉”。刚退休

时，张玉莲曾感到迷茫，因为突然闲下来后

不知道做什么好。后来，女儿经常开导她，

让她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放开手脚做自

己喜欢的事。从那以后，张玉莲就开始跟

着舞蹈队跳广场舞。

“跳舞能舒筋活络，解决了我以前因运

动不足导致的腰酸背痛问题。跳了一段日

子后，我的身材变苗条了，认识的新朋友也

多了，整个人的状态都很好。”加入舞蹈队

后，张玉莲觉得特别有成就感。“跳舞可以

让我放松心情、忘却烦恼，让生活越过越有

滋味。”

如今，张玉莲几乎每天都在舞蹈中开

启新的一天。“虽然每天只跳一个小时，但

大家建了微信群，几十个舞友除了在群里

交流穿搭、比拼厨艺，还会组织游园、聚会

等活动，我只要有时间都会参加。”张玉莲

说，生活中蕴藏着无穷乐趣，老年人应该给

自己制定目标，规划晚年生活，这样才能让

生活充满活力，让晚年生活充实而幸福。

（武玲芳）

“母亲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

‘粘合剂’，有她在，我们的家就

在。”在市民张丽萍看来，母亲解兰

英是一家人的“开心果”，是老人让

一家人聚在一起。

解兰英今年84岁，育有一儿

六女，自老伴去世后，便开始独自

生活。儿女们担心她年事已高，

自己生活不便，多次提出将她接

到家中同住，都被她拒绝了。虽

然是独居，但解兰英的家俨然成

了这个大家庭的“根据地”。作为

家中的老大，张丽萍每天只要有

时间，都会到母亲家里溜达一

圈。她说：“一天看不见我妈，心

里就不踏实。”

每个节假日都是这个大家庭

的固定“聚会日”，不管多忙，张丽

萍兄妹几人都会带着家人一起到

老人家里聚餐。她说：“人老了，喜

欢热闹，我们兄妹经常聚在老人身

边，不为别的，只为多陪陪她。”

“孩子们都很孝顺，每个月都

给我生活费，让我买吃的、买穿的，

我舍不得，他们就买好了衣服、吃

喝给我送过来，我这一年光新衣服

就好几身，穿都穿不过来。”说起孩

子们，解兰英满脸笑容。她说：“我

喜欢听晋剧，孩子们一听说哪儿唱

戏，就带我去听。今年过年，小孙

子给我买了个投影仪，把戏曲节目

投射到墙上看，我邀请老姐妹们一

起看，可把她们羡慕

坏了。”

如今，看着一大

家子人其乐融融，解

兰英每天都乐呵呵

的。她说：“现在生活

越来越好了，早不用

为吃穿发愁，儿孙们也都十分出

息，这就是我认为的好日子。”

“人到中年时，父母健在就是

一种福气。”看着母亲的笑脸，张丽

萍在采访最后表示：“俗话说‘妈

在，家就在’，母亲就是我们幸福的

源泉，只要她开心，我们这一大家

子人个个都高兴。”

（李娟）

10月10日上午，市义工协会的几位

志愿者走进榆次区龙湖社区新晋世家小

区，为那里的老人义务理发、量血压，给他

们送去关爱。

10月10日，平遥学雷锋大队的20多

位志愿者来到平遥县洪善镇敬老院，为那

里的老人送去了蛋糕等礼

物，还为老人理发、打扫卫

生、表演节目。

10月 14日，爱

心店主、志愿者许云

峰来到榆次区

苏家庄和新

付 村 ，

为村里的两位老人送去了米面油、土豆及

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10月14日，市义工协会、市第一人民

医院、中铁三局的志愿者和爱心人士一行

20多人，来到榆次北田镇养老院，为那里的

老人送去生活用品，并为老人义诊、理发。

……

重阳节期间，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和

公益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敬老活动，为

老人们送去节日的关爱和祝福。尊老敬

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构建和谐社

会，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多年来，市

委、市政府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关爱老年

人，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我市各界也

积极响应，深入社区、农村，向残疾老人、

空巢老人等需要帮助的老人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服务活动，为老人送去了关爱和温

暖，弘扬了尊老敬老的良好风尚。

早在2013年，晋中市义工协会就开

展了“幸福夕阳”关爱孤寡老人志愿服务

活动，现已成为该协会一项长期为民服务

的项目。志愿者们采取“多对一”及“一对

一”的志愿服务模式，为有需要的老人提

供关爱服务，比如为老人做家务、理发，陪

老人聊天，为老人表演文艺节目，丰富老

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春节、元宵节、重阳

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到老人家中探望，

陪老人过节等。 （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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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庭的“粘合剂”

“妈妈，赶紧试试新买的瑜伽服，看看合

适不。”10月14日，在市城区金润园小区，63

岁的刘凤英换上女儿送她的重阳节礼物——

一身崭新的瑜伽服。红艳艳的瑜伽服衬着她

花白的头发和精神焕发的面容，别有风采。

看着刘凤英苗条的身形，女儿满眼羡

慕。刘凤英嗔怪：“你要是能跟我坚持练下

来，颈椎就不会时常难受了。”

刘凤英退休前是一名小学教师，曾经因

为家境困难吃过很多苦，落下一身病，小腿

骨折、肩周炎、颈椎病……每逢阴雨天气，

腿、肩膀疼得厉害。退休后，为了缓解她身

体上的病痛，同时也让突然闲下来不适应的

她有点事做，女儿在一家健身房办了瑜伽

卡，一有时间就带她去练习。

“第一次去练瑜伽时很狼狈，差点打了

退堂鼓。”刘凤英告诉记者，她是健身房里年

龄最大的学员，刚开始跟着专业的老师练

习时，腿、胳膊僵硬得像木棍，每做一个难度

稍大的动作都疼得厉害。幸亏有女儿的陪

伴和老师的鼓励，让她坚持了下来。

三年来，刘凤英每天都去健身房。尽管

年龄大了，她却是学员中最认真的一个，每

次上课都要提前半个小时到健身房热身。

三年风雨无阻的练习，让她的身体明显变得

灵活了。以往干家务20分钟不到，不是胳

膊酸就是腰疼，如今每周家里的大扫除，她

一个人就能搞定。刘凤英一边说，一边示范

着做了几个动作，下腰、下叉姿态轻盈、游刃

有余。她说：“练瑜伽最大的好处就是提高

了身体柔韧性，伤痛减轻了，精神状态也有

了明显改善。”她的女儿插话：“体形美了，气

质更优雅了，气场都跟以前不一

样了。”

“只要还能动，

我 就 会 坚 持 练 下

去！”看着镜子里容

光焕发的自己，刘凤

英说。

（张莉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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