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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记者
站张落雁 通讯员王思远） 又到了
社区“慈善一日捐”的日子。昨
日早上 8点多，江北文教街道繁景
社区 81 岁的老党员张才华，揣着
前天晚上数了好几次的 1 万元钱，
来到社区门口，把钱放入募捐箱
内 ， 轻 轻 地 跟 工 作 人 员 说 了 一
句：“这 1 万元钱还是定向捐助
困难邻居。”从 2013年开始，张才
华已经连续捐了 5 年，每年拿出 1
万元退休金帮助邻居。

5 年前，张才华偶然得知邻居
的丈夫突然去世，家里没了收入来
源，妻子带着患有自闭症的孩子艰
难度日。一向乐于助人的张才华说
自己可以尽一点微薄之力帮助这个
家庭，随即拿出 1万元请社区转给
那户邻居。

“人遇到困难时，一点钱、一
句话可能就是很大的安慰。”张才
华说，她儿女都已成家不用操心，
自己退休金节约一点就可以度日。
当时她还叮嘱社区不要说是自己捐

的，不想给受捐人造成负担。就这
样，张才华帮助了这户素不相识的
邻居两三年。

直到两年前的一天，受捐人辗
转找到她表示感谢，她才认识这个

爱心之桥另一端的邻居。“我看到
她状态很好，她说家里最困难的时
候已经过去了，感谢我这么多年的
帮助，我当时很开心。”张才华
说，虽然这个邻居不再需要自己帮
助，但她没有中断爱心行动，依然
每年捐出 1万元给社区，用于帮助
其他有困难的邻居。

作为一位有 30 多年党龄的老
党员，几十年来，张才华遇到需要
帮助的人就会伸出援手。地震灾
区、贵州贫困地区，甚至路边素不
相识的人，都得到过她的帮助。

“我是从困难年代走过来的，在
党组织、无数人的帮助下，我才有
了今天的好生活，所以要把这份感
恩传递下去。”张才华说。

提起宁波这座爱心城市，张才
华赞不绝口，说自己出门坐公交
车，推着患病的老伴出去，总会
有素不相识的人让座、帮忙，每
次总是很感动。她希望献爱心从
每个人做起，帮助别人，自己会
很快乐很幸福。

江北这位八旬老党员献爱心五年不断档

每年拿出万元退休金帮助邻居

张才华参加社区“慈善一日捐”。 （徐欣 王思远 摄）

本报讯（记者包凌雁 通讯员
李丽） 本月起，《宁波市居家养老
服务条例》正式施行。那么在市民
心目中，最佳的养老模式是什么
呢？市统计局昨日发布一份调查数
据，居家养老仍然是市民目前养老
的 主 要 模 式 ， 选 择 比 例 高 达
84.4%。

我市从 1987 年进入人口老龄
化社会，是国内进入人口老龄化较
早、老龄化速度较快、程度较高的
地区。目前居家养老仍是市民期望
的养老首选模式。调查显示，各种
类型的居家养老均受青睐：由自
己、子女或保姆照顾，主要到社区
的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接受服
务，家里和养老机构自由来去，主

要由居家养老服务专业组织提供上
门服务的选择比例分别为 61.4%、
32.4%、30.9%和26.8%。

当你老了，你希望拥有怎样的
养老服务？受访市民普遍表示对养
老服务的需求比较多、涉及面也比
较广。比如组织文体活动和提供生
活用品、送饭、送医、送药上门服
务选择占比接近五成。另外，开通
老年人服务热线、养老护理员上门
护理、提供聊天解闷等关爱服务、
提供老年人集中就餐服务的选择比
例分别为 46.9%、46.7%、45.0%和
42.1%。

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与居家养
老资源之间的供需矛盾日益显现。
老年人口相对聚集的老小区，往往

活动场地有限且相对分散，配套设
施也相对陈旧且数量有限，能够
享受养老资源的老年人口也仅有
一至两成。调查显示，52.0%受访
者认为我市居家养老机构数量不
够多，57.9%的受访者认为我市社
区提供的居家养老配套服务不够
完善。

在当前的居家养老中，第三方
市场主体正逐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但是受消费观念等多方因
素影响，中高档收费养老服务项目
市场甚少，直接导致当前第三方养
老机构盈利少、发展动力不足。

“当前从事养老服务的第三方市场
主体数量有限，当发展较好的几家
形成相对垄断地位后，服务质量打

折扣。”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孤独感是困扰老年人群的又一

大问题，渴望家人陪伴、社会关怀
自然成为其主要的精神诉求。但调
查人员发现，当前老人和子女分开
居住的不在少数，但子女定期、频
繁回家探望的十分有限。另一方
面，志愿者数量仍非常有限，且年
龄偏大，后劲不足。“某社区登记
在册的志愿者有上千人，但经常性
参加志愿服务的仅有两至三成。另
外，当前志愿者均为 55 岁至 70 岁
之间退休人群，‘老年人服务老年
人’现象普遍存在。”市统计局负
责人认为，全社会对老年人的关
怀，尤其是精神关爱仍然存在很大
提升空间。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你想怎样养老？

调查显示：八成市民选择居家养老

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姚璐璐） 即将动手术的中风患者既
不会说话，又不会写字，怎么沟
通？万一手术中出现身体不适，又
该如何及时告知医生？浙江大学明
州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想出一记妙
招，参考“宝宝识图卡”，为老人画
了14幅场景图，老人只需用手指点
点图，医生就能明白。

这 14 幅场景图一经传出，暖
到了许多患者。

75 岁的薛老伯是鄞江人，两
年前脑出血术后就留下了说不出话
的后遗症，老人不识字，和家里人
沟通只能靠边比划边发出单音节
字。

薛老伯受前列腺增生困扰多
年，排尿一直不顺畅，最近一周更
加严重。家人把他送到明州医院，
一检查发现他是尿潴留，膀胱内积
满了尿，排不出来，所以肚子胀得
难受。

保守治疗一段时间后，薛老伯
的病情不见好转，只能手术治疗。
10 月 11 日，老人住院等待手术。
可是，薛老伯这样的情况，术前、
术中、术后医护人员如何与他进行
有效沟通？“最担心的是术中他有
什么不适不会表达，这样万一有什
么突发情况我们没法及时处理。”
医生们很为难。

“不如参照‘宝宝识图卡’，把
可能出现的情况画出来，让老人随
身带上，有哪里不舒服，和我们指
一下就好了。”江海波医生的这一
提议马上得到了一致赞成。在大家
合力下，2个小时后，一组14个场
景、涵盖老人可能不适症状的手绘
图新鲜出炉。

“这里有根针扎在脑袋上，所
以是头痛的意思；这个是绳子把胸
都捆住了，所以就胸闷了……”主
画的江海波医生拿着手绘图，耐心
地给薛老伯解释每幅示意图是什么
意思，来来回回讲了好几遍，在确
信老人都理解后，又叮嘱家属记得
第二天手术时让老人带在身边。

手术非常顺利，薛老伯恢复得
特别好，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面对特殊病人时，换种沟通
方式，不仅会让他们更放松也能更
准确表达需求，减少他们对手术治
疗的恐惧感和孤独感，更重要的是
保证了患者的医疗安全。”江海波
医生说。

动手术的中风患者不会说话

医生为老人特制了14幅“宝宝识图卡”

14幅场景图。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方健荣 郑时玲） 昨天的江北
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上
传出喜讯：随着该区长青研修院
揭牌，明年春季起，江北老年大
学开招研究生班，这在全省还是
头一遭。

长青研修院将重点开设研究
生班，延伸老年大学办学学制，
为学员提供晋级的通道。在教学
形式上，长青研修院通过引进优
秀的导师，设立导师工作室，组
织选拔优秀的学员，以师带徒的
形式开展教学。计划开设的课程
包括书法、器乐、舞蹈、棋艺、
国学等10类。

近几年来，江北老年大学办
学规模日渐扩大。全区共建成 2
个 区 级 老 年 大 学 、 8 个 街 道

（镇） 老年大学分校和 65 个社区
（村） 教学点，累计招生 29241人
次，实际在校学员近1.3万人。这
些在校学员很多是已经有 3 年以
上学龄的老学员，目前大部分的
基础班、提高班课程已无法满足
他们的需求。于是，区级老年大

学高级班成了“香馍馍”，僧多粥
少的情况也直接造成了区级老年
大学很多高级班课程一经挂出瞬
间被“秒杀”。

此外，该区老年大学在规模
激增的同时，也面临着师资短缺
这一瓶颈。如何将学员转化为师
资也成为当下需要重点解决的难
题。

长 青 研 修 院 将 于 明 年 春 季
起，在江北区老年大学内选拔招
收研究生学员。学员经过2至3年
学习后，还可获颁结业证书和老
年大学兼职教师上岗证书。

江北区在打造“家门口”老
年大学的同时，还开创了一个

“不出家门”的全新学习方式。江
北老年大学联合宁波江北华数广
电网络，通过“资源+平台”结
合，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了一个
新的电视频道——“长青空中课
堂”。昨天，“长青空中课堂”正
式上线。老人只需操作遥控器，
就能在互动电视首页点击进入课
堂界面，根据自身的喜好，选择
自己喜欢看的课程内容。

明年春季

江北老年大学学员可读研究生

本报讯 （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林蔚 胡黛虹） 最近，一张象
山辅警“最美公主抱”的照片受
到当地群众点赞。照片中，两位
辅警怀抱着一位老婆婆，将她送
回家中，让人看了心头不由一阵
温暖。昨天上午，记者从该县东
陈派出所了解到事情经过。

日 前 ， 东 陈 派 出 所 接 到 报
警，称在当地武家山村路口有一
位腿脚不便的老婆婆迷路了。辅
警夏金毅、陈炼和民警迅速赶到
现场，看到老人脚穿拖鞋，整个
人似乎要瘫下去，便赶紧将她扶
住。面对询问，老人一直含糊说
着“海墩”两字。

老婆婆很可能住在距离 2 公
里多的海墩村，夏金毅等人随即
将她抱上警车送过去。来到村里
一家小超市询问后，老板一眼认
出了老人。原来，老婆婆姓周，
今年 70岁，多年前患上了阿尔茨
海默病，记不住事，只能记住家
里人，看见别人基本不说话。

联系村干部过来带路后，夏
金毅本想背着周婆婆回家。但老
人双腿有些僵直，不便弯曲。随
后，夏金毅和陈炼两人干脆一个

“公主抱”，一个扶住腿，步行 10
多分钟后将她送到了家中。

此时，周婆婆家人刚回家，
见有辅警抱着老人回来，连连
表示感谢。原来，当天家人急
于上班，忘记将门关好，结果
周婆婆自行出门，一路走到武
家山村后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幸
好被一位交通协管员发现后及时
报警。

象山辅警“最美公主抱”受点赞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方振 吴晓琳） 4位老人结伴户外
徒步，结果困在溪口的大山里出不
来了。23 日晚，奉化水鹰户外应
急救援队队员经过 4个多小时的艰
苦搜救，成功将4人救出。

当晚 6时许，水鹰救援队接到
公安110指令，立即派遣12名队员

前往救援。求助人、67 岁的郑老
伯在通话中很焦急：他们 4人被困
在溪口镇亭下湖附近一处仰倒山
上，已断水断粮，筋疲力尽了。

仰倒山方圆约 20 平方公里，
山中植被茂密，小路众多。队员兵
分三路，进山搜索，可经过两个多
小时的搜索，仍然无法确定当事人

的位置。队员王寿鹏说：“我们一
边大声呼喊，一边进行地毯式地搜
索，过了好久，呼喊终于有了回
应。”

救援人员循声而去，来到湖
边，发现回应声是从对面山上传来
的。经确认，被困者就在对岸的山
上，隔着 10 公里的水路。救援队

立即与相关部门沟通，借来了一艘
船，驾船前往。靠岸后，又翻过一
个 近 60 度 的 陡 坡 ， 约 半 个 小 时
后，队员们终于找到了 4位被困老
人。当时，他们互相搀扶着，正在
寻找下山的路，非常疲惫。于是，
救援人员将他们一一搀扶下山，坐
船安全返回。

事后经了解，郑老伯等 4人都
是宁波人，平时爱好徒步爬山。当
天上午 9时许，他们从溪口元宝山
庄附近登山，每人身上就带了一部
手机。待天黑时，找不到下山的
路，四人无奈之下，报警求援。

4位老人徒步被困溪口大山
奉化“水鹰”彻夜搜救脱险

两位辅警抱着迷路老婆婆回
家。 （林蔚 沈孙晖 摄）

本报讯 （记者陈章升 通讯
员陈央青 胡小芳） 近日，慈溪
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周巷中队队
员收到了一条来自微博网友 one-
lands 的“点赞”。微博中，她将
周巷镇的城管队员“狠狠”地夸
了一通，说他们是秋日里的一股
暖流。原来，周巷的“城管小
哥”最近做了一件“暖心事”，帮
助这名女司机解决了换车胎难题。

昨天下午，记者联系上了换
车胎的城管队员施红立。他告诉
记者，当天下午 3 点左右，他正
与同事在路上巡查。路过周巷
镇政府附近时，他们发现路边
停靠着一辆白色小轿车，旁边
还 有 一 名 女 子 在 打 电 话 ，“ 当

时，她神色有些慌张，一直绕
着车子转圈。凭借多年的路面
巡查经验，我们判断她应该遇
到麻烦了”。

施红立和同事上前询问后得
知，原来这名女子在开车中忽然发
现车胎瘪了，没办法继续上路。当
时，她打电话向朋友们求助，但是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换车胎。

施红立和同事上前安慰这名
女司机，并从她的车上取下千斤顶
和备用轮胎，替她换掉了破胎。

在确认车辆没问题后，施红
立和同事便继续上路巡查去了。
没想到，这名女司机就此事发了
微博，为这些热心城管队员在网
上“点赞”。

女司机突遇换车胎难题
热心城管及时出手相助

刘云海

看了昨天
“ 如 厕 方 便 亦

是回应民生诉求”一文，心有所
感，想接几句。

我市将符合条件的沿街店铺
内部厕所纳入社会公厕行列，一
方面传递出相关单位大气开放的
胸怀，另一方面也彰显出政府部
门关注民生的责任意识和解决问
题的智慧思维。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对于这
样的共享资源，每一位市民或游客
在安心享受这项“福利”的同时，更
应当倍加珍惜与呵护。比如，进入
单位如厕时要讲卫生、讲文明，爱
护公共设施，不大声喧哗，按需取
手纸，不浪费公共资源等。

事实上，不仅是共享厕所，
很多共享资源都是如此，在感恩
主体单位释放“福利”的同时，
作为共享资源的受用者，都需要

更多文明呵护。比如，为破解城
区停车难困境，不少单位对外错
时共享内部停车场，但有不少市
民滥用资源，随意停车，不爱护
停车场卫生。又如，为解决运动
场地不足的问题，很多学校在晚
上和节假日都会对外开放运动场
地，但有不少市民在进入场地健
身时大声喧哗，随意吸烟，乱扔
垃圾，甚至破坏场地设施。

共享资源的推出体现出一个地
方的“大文明指数”，而对共享资
源的使用态度则体现了市民的“小
文明指数”，唯有大家共同努力，
共享资源才会走得更远、更久。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共享资源需要更多文明呵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