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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户空巢老人许下重阳节微心愿
您，
愿意帮助他们圆梦吗？

一个电饭煲、一把沙发、一次东钱湖郊游……这些小小的清
单，是空巢老人们在重阳节许下的微心愿。您，愿意做那个帮他
们圆梦的人吗？
重阳将至，为了让空巢老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关爱，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联合包括本报在内的全国近 20 家合作媒体，共同发
起“今天让我来陪你”重阳节空巢老人关爱计划。日前，我们发出
了征集令，一边招募志愿者，一边征集空巢老人的故事及心愿。

A

5 户空巢老人的心愿已集齐
83 岁的龚爷爷是一位孤
老，小时候因发热未及时就
医，落下了小儿麻痹症，成年
后一直未娶妻，故无儿无女。
年老后靠侄子侄女照顾，至
今独居。
“他年轻的时候，做过保
安，还是希望能靠劳动改善
一下生活条件的。”社区工作
人员介绍说，在征集心愿时，
老人想了很久，说自己有劳
保够用的，平日里侄女也时
常送菜过来。
“ 如果可以，想
换个电饭煲。现在的那个已
经用了很多年，按键时灵时
不灵的，饭煮得不是很熟。希
望换个新的，以后日子里能
吃口软糯的米饭。”
本报作为此次活动在宁
波的独家联合发起媒体，
现征
集到如下 5 户空巢老人的微
心愿。他们来自社区或农村，
是空巢、
独居、
困难、
高龄和残
疾老人，精神长期空虚、生活
枯燥单调，
急需重点关爱。

B

（1）徐爷爷 男，
87 岁，
孤
老，
家住宁波市海曙区
基本情况：未婚，享受政
府低保，现居住的房子属于
宁波交投集团，无房租，身体
健康。
老人心愿：想要一条冬
被及被套、
一条垫被及被套，
或日用品、
食品。
（2）张爷爷 男，
84 岁，
孤
老，
家住宁波市海曙区
基本情况：未婚，享受政
府低保，现居住的房子一半
属于私产一半属于公房，身
体残疾。
老人心愿：想要新的冬
被等暖冬物资以及一些日用
品。
（3）龚爷爷 男，
83 岁，
孤
老，
家住宁波市鄞州区
基本情况：身有残疾，一
直未婚，
无儿无女。
老人心愿：想要一个新
的电饭煲。
（4）金 奶 奶 女 ，90 岁 ，

高龄空巢，现住宁波市颐乐
园养老院
基本情况：丈夫几年前
离世，现独居。有两子，均在
国外。l因为疫情，已 3 年没
见到孩子。
老人心愿：几年没出过
养老院，想去东钱湖小普陀
看看，休闲半日；顺便为自
己拍一套生活照，记录下这
些风光和岁月。
（5）胡阿姨 女，63 岁，孤
老，
家住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
基本情况：精神二级残
疾，配偶早逝，唯一的儿子去
年也去世了，目前一个人居
住。平时经常独坐在家门口
的小板凳上，房子二楼全是
空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住的
也是毛坯房，一个衣柜也是
破的。
老人心愿：需要沙发、
有
靠背的椅子、厨房放东西的
架子和衣柜，家里最好能帮
忙粉刷一下。

显得尤为珍贵。
本次“今天让我来陪你”
重阳节关爱行动志愿者的招
募 工 作，目前 仍 在 进 行 中 。
招募热线：
13780000894（微
信同号）。我们期待你是具
有助老活动经验，善于和老
人沟通的爱心人士或社会组

织。待报名结束后，我们将
根据区位、服务事项等因素
进行结对匹配。在重阳节到
来之际，我们将跟进报道，记
录并陪伴宁波的这 5 户空巢
老人一起快乐过节。
记者 滕华 见习记者 林微微
通讯员 文娜

您是最摩登的爷爷奶奶吗？
我们为您留住美好的瞬间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生活的忙碌常常使我们忽
略了对父母的关爱，
你还记得最近一次给父母打电话
是什么时候吗？还记得父母年轻时的音容笑貌吗？
点滴关爱，
可以是给老人讲一个笑话、一段往事；
也可以是送上一句祝福、一个拥抱。让我们暂停脚
步，
多一些陪伴老人的时间，
让我们放下手机，
多关注
那些渐渐苍老的身影，
他们有着不一样的精彩……
重阳将至，
《宁波晚报》
《宁波老年》联合发起摩登
爷爷奶奶摄影活动，
定格他们人生岁月里珍贵而美好
的瞬间，
留下别样精彩。
现招募 10 名热爱生活、身体健康的老年朋友参
加，不限男女，优先考虑气质佳、上镜感强的老年人。
我们将带您一起尝试潮流搭配，为您拍摄时尚大片，
陪您度过一个难忘的重阳节。
另外，
为了帮老年朋友们打造各式各样的时尚造
型，活动还招募热爱公益的造型(化妆、
服装）团队，有
意愿的机构请尽快与我们联系。
报名电话：
87777777。
记者 徐丽文

这块
“注意老人”
交通标志牌
宁波交警首创，正在全市推广

志愿者仍在招募中
陪老人说说话、散散步，
隔三差五地探望……这些看
似微不足道的举动，
带给老人
的却是家的温度、
亲人般的暖
意。今年重阳节，
受疫情防控
的影响，
许多在外地的子女无
法返乡探望父母，
这份来自社
会爱心力量的“补位陪伴”将

老年节优惠订报活动来了 就在本周四、周五
一年一度的老年节优惠订报
活动开始了，时间为本周四、周
五。凡年满 60 周岁（含 60 周岁）
以上的老年人，
活动当日可凭身
份证到现场购买一张 2022 年度
的《宁波晚报》报卡。原价 360
元/份，
老年节优惠价300元/份。
此外，
今年本报增加了线上
优惠渠道，优惠时间也为本周
四、周五。各区县（市）的老年读

者可以在优惠时间内就近到邮
政储蓄银行汇款 300 元至宁波
市宁东路901号，
收款人：
宁波晚
报社，
邮政编码：
315042，
爱老敬
老优惠订报具体事宜可拨打电
话87682340咨询。
老年节优惠订报活动现
场，除了订阅晚报，您还可在现
场 办 理 康 乐 老 年 俱 乐 部 2022
年会员手续，除获赠 202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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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老年》一份外，还可获得
由俱乐部联合宁波慈正扶阳健
康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礼品一
份，
先到先得，
送完即止。
此次活动地点为：宁波报
业传媒大厦 A 座一楼（宁波市
宁东路 901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
5 号门对面）；订报时间为 10 月
14 日 至 15 日 7:30 至 11:30、
13:00至17:30。 记者 周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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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
住在鄞州徐戎路一带的市民发现，
在宁波
市军人离退休干部徐戎休养所附近，
多了两块交通标志
牌，
上面写着
“注意老人”
（见上图）。过路司机看到标志
牌后，
都放慢了车速，
留意路口是否有老人通行。
“今年 5 月，交警部门在鄞州大道雅戈尔老年乐
园路口，矗立起全市第一块‘注意老人’交通标志牌。
标志牌配合老年乐园周边路段交通安全设施的调整，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
市交警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目前实施的道路交通标志国标中，
还没有提醒注意
老人过马路的标志。为了给老年人创造良好的交通
条件，宁波交警在国标规定格式的基础上，创新设计
出了提醒司机降低车速、注意前方老人过马路的交通
标志，
这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首创。
目前，宁波交警已经完成对 45 家养老院及周边
交通情况的排摸，并在老年节来临之际，在徐戎路等
路段安装了 12 块“注意老人”交通标志牌，将这项举
措逐步推广到全市范围。
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陆明光 徐莹莹 章煜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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