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1994年，上海市郊区第一个关
心下一代的组织——奉贤县关心下一代
协会正式宣告成立。2006 年，由区文明
办、关工委聘请的“五老”志愿者组成“夕
阳红”讲师团（前身1985年老干部革命传
统宣讲团），在社区和校园积极开展形式
多样的“老少牵手”系列主题宣讲，该讲
师团荣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全
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品牌、上海市理论宣
讲先进集体。在区关工委成立25周年之
际，记者寻访了两位特别的离退休干部，
聆听他们“关心下一代”的故事。

□记者 吴口天

人退休心不退 关心下一代永远进行时

说起崔永进，在退休前他是原县人
大主任，很少有人不知道这位老干部。
但在退休后，这位耄耋老人却依然“声名
在外”，先后担任区关工委名誉主任，区

“夕阳红”讲师团的名誉团长，被评为全
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1985年离
休后，忙碌了五六十年的老崔，一开始显
然不太习惯。他总琢磨着：“职务上虽然
退休了，但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却不能退
休啊。总要为党、为人民再做一点事。”
当下一些中小学生普遍存在着不少坏习
惯，意志不够坚强，挥霍浪费等现象，让
他不由忧虑了起来，这么想着，崔永进就
合着几位老干部，提议成立了奉贤县老
干部革命传统教育宣讲团。

当时，18名离休干部到各镇、工厂、
学校做革命传统的报告。意料之外的
是，这样的宣讲团竟非常受欢迎。于是

没过多久，十几人的队伍壮大到几十人，
老干部革命传统教育宣讲团改名为“夕
阳红”讲师团。这就是关工委前身的故
事。“想要红旗飘万代，就要关心下一代，
把革命的事业传承下去”是老崔常挂嘴
边的一句话，也正是这样“关心青少年就
是关心祖国的未来”的信念，支持了这群
老同志成立了宣讲团。后来，关工委又
成立了“夕阳红”讲师团，20年间宣讲近
5300 次，听众近 144.8 万人次。光是老
崔，就讲了200多场。

前段时间，老崔因为身体原因住进
了医院，今年97岁高龄的他虽然已经不
再参加夕阳红讲师团宣讲，但他对奉贤
下一代的关心却从未减少。前不久，隔
壁床位来了一位老先生。老先生有个小
曾孙，非常孝顺，经常来看太爷爷，每次
小男孩来看望太爷爷，也会和老崔聊上
许久。一来二回的，就和老崔也熟了起
来，他总说，“我看那小男孩又聪明又孝
顺，忍不住想和他成为朋友，教他知识，
告诉他许多的革命故事。”

他也告诉记者，“我的那二十几年已
经过去了，现在就要靠那些‘新人’力量，
来继续承担这些工作，继续关心我们奉
贤的下一代。”
结对贫困学生 助力优秀学子“圆大学梦”

在“夕阳红”讲师团中，还有一位特
别的老人。每次他参加“夕阳红讲师团”
到学校作报告时，报告的最后，他一定会
补上一句，“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如果
有优秀的孩子考上了大学而家庭经济有
困难的，请来找我……”这位慷慨的老人
就是原县政协副主席周兆熊。

老周对贫困优秀学生总是“情有独

钟”，一次又一次的结对帮困助学，为孩
子们插上“梦”的翅膀。这些都源于周
兆熊幼时失去学习的机会，没能跨进大
学门，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永久遗憾。今
年已经82岁的他，把关心扶持孤儿、贫
困生上大学看作是弥补自己遗憾的最大
快乐。

近日，老周收到了一张可爱的照片，
照片中的年轻妈妈正抱着刚出生的婴儿
露出幸福的微笑。这位年轻妈妈，就是
老周曾经结对过的一位奉贤贫困大学生
小沈。小沈生长在齐贤农村的一个贫困
家庭，凭借着她的努力，2005年的夏天，
她以区高考理科第一的优异成绩被清华
大学录取。虽然被梦想中的大学录取，
小沈却没有想象中高兴，拮据的家庭让
她对学费以及之后的大学路一筹莫展。

在教育系统关工委的牵线下，老周
获悉小沈的需求。“我们当时去小姑娘家
里拜访，毛坯房，房间里一张床，一个旧
书桌，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老周回
忆。当时老周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助这
个小姑娘。除了资助小沈读书，每个寒
暑假，老周就带着她四处参观，重走红色
之路，看奉贤发展，勉励她刻苦学习。而
懂事的小沈也常常打电话与周爷爷聊
天，分享她的成长她的快乐。“很多人很
多事都会影响你改变你的一生，周爷爷
于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如今的小沈，
已经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组建了幸
福家庭，并成为了一位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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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释法

□记者 吴口天

前几日，一则艺人在录制综艺节目
时突发心源性猝死的新闻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

心源性猝死可发生于原有或无心
脏病患者中，常无任何危及生命的前期
表现，突然意识丧失，在急性症状出现
后1小时内死亡。区中心医院心内科主
任乔增勇介绍，心源性猝死，多是由于
潜在性心脏病，有的无明显先兆症状，
且多发生于下半夜；有的则是先有心
悸、胸闷、头晕等，连续几天、几周出现
极度疲劳感等症状；有的有诱发因素，
如因重大精神刺激、饱餐、运动、劳累、
吸烟等而发生。

前不久，患者王先生在农田长达一
个多小时猛力劳作时晕厥。醒来后，王
先生并没有太在意，但后来常常头晕。
意识到频繁头晕不太对，他便赶到医院
看病。“还好是及时来了，很多人没那么

‘幸运’，第一次倒下就再也没起来。”乔
增勇说。

实际上，高强度、高压力、高度紧
张、持续过劳的工作状态正成为年轻人
猝死重要诱因。乔增勇坦言，明显感觉
到近年来心梗患者年轻化，甚至还有不
少学生猝死病例。肥胖、熬夜、学习压
力大等都是现在青少年普遍不良生活
习惯，非常容易诱发心源性猝死。他建
议，要普及青少年心肺复苏急救技能，保持健康生活习
惯、充分睡眠、避免长时间过度运动。

乔增勇强调，特别是在秋冬季节，猝死的发病率比春
夏要高出20%左右。如何在没有送往医院前应对心源性
猝死？乔增勇表示，心源性猝死有4分钟黄金救援时间，
超过黄金4分钟，就会出现不可逆致命、致残等情况。在
对患者进行急救时，除心肺复苏，还有另一项更重要也更
直接有效的方法：AED 体外自动心脏除颤器。AED 装
置，常以红或绿色铁盒的方式设置在各大公共场所，直接
开盖取出后即可使用。乔增勇认为，在人口聚集非常多
的地方，其实都应该配备AED。“万一病人倒地出现心源
性猝死，可以马上进行心肺复苏、电复率，这样就可以及
时挽救生命。”

本报讯 （记者 邵毓琪 实习
生 沈超一） 花数千元购进游戏账
号，到手几天密码被更换无法正常
登陆……日前，奉贤警方侦破一起
买卖游戏账号网络盗窃案件。

今年 7 月，家住海湾地区市民
陆先生在游戏网站上看到一条出售
某款手机游戏账号信息。恰巧他也
是该款游戏的爱好者，见到出售账
号等级较高，不免心动。在与对方添
加微信聊天后，双方以6000元价格
成交。随后，陆先生将钱款悉数通过
微信转账汇给对方。然而，游戏账号
到手没几天，陆先生就发现自己购
买的游戏账号登陆密码被他人更
改，无法正常登陆。陆先生怀疑被骗
后，来到海湾派出所报案。

接到报案后，派出所民警展开
案件侦查工作。通过陆先生提供的
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线索，民警将
目标锁定山东省聊城市温某。

近日，民警前往聊城将犯罪嫌

疑人温某抓获。面对审讯，温某承认
卖出过游戏账号，但其否认在卖出
账号后私自更改密码。民警进一步
调查，发现另一被害人王先生于今
年8月从犯罪嫌疑人温某处买入游
戏账号后也无法登陆游戏。经民警
核查，王先生与陆先生购买的系同
一账号。由此证明犯罪嫌疑人温某
对同一游戏账号售出后更改密码，
将账号盗回并再次出售牟取钱财的
犯罪事实。面对有力证据，犯罪嫌疑
人温某终于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温某已被检察院
依法批准逮捕。警方也提醒大家：网
上交易需谨慎，在网上购买虚拟物
品时，应当选择可信度较高的正规
平台进行交易，确保资金安全。

本报讯 （记者 吴口天 见习
记者 金丽娜） 在第 32 个“世界艾
滋病日”到来之际，11月29日，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庄行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牵头，区公共卫生工作
联席会议办公室携手上海城建职
业学院联合举办主题为“社区动员
同防艾，健康中国我行动”的艾滋
病宣传活动，让红丝带飘进校园。

这次主题活动通过多种形式
向高校学生科普艾滋病的相关知
识，旨在加强大学生的“防艾”思想

意识，养成安全的行为习惯，降低
辖区内高校的艾滋病发病率。学
校防艾社团成员周豪非常支持红
丝带进高校活动，他表示，通过活
动能让更多高校学生了解艾滋病
的危害和预防，可以警惕艾滋病。

近年来，艾滋病疫情呈现出年
轻化态势。因此，区疾控中心将

“防艾”工作重点之一放在辖区内
的各大高校。庄行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就是在区疾控中心的支持
下，与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学生社团

建立密切联系，开展形式多样的预
防艾滋病宣传活动。区疾控中心
艾性科科长陆群透露，这几年一些
高校艾滋病疫情呈逐步上升态势，
尤其是男男同性恋群体。“所以这
几年我们把宣传、干预、监测的重
点都锁定在几所高校。”当然，艾滋
病重点人群不只有高校学生。数
据显示，在奉贤辖区内，青年学生、
60 岁以上的男性老年人和流动人
口是近年来的重点关注对象，且发
病率呈现逐年稳定上升的趋势。

12月1日，2019年上海科学育儿指导公益活动“育儿加油站”奉贤专场在爱贝早期教育指导服务中
心举行。活动以“关注感官体验，探索千千世界”为主题，为全区0-6岁近500余户婴幼儿家庭提供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科学的亲子游戏指导服务。 （记者 乔 欢 通讯员 周建琴/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邵毓琪 实习
生 沈超一） 昨天，久违的阳光终
于露了头，虽受冷空气南下影
响，但市民体感明显比上周末舒
适许多。记者从区气象局了解
到，这波冷空气，将使奉贤气温
再下一个台阶，本周最低气温将
跌破“冰点”。

据区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冷空
气将继续发力，奉贤气温也将持续
低迷。根据“立冬节气以后，出现连
续五日的日平均气温小于10℃，则

为入冬，其首日为冬季首日”的气
象学标准，奉贤将发起入冬冲刺，
但是否入冬尚有待观察。

气象专家提醒市民，受到高气
压控制，本周天气比较晴好，虽然
最低气温基本保持在 6℃以下，早
晚体感寒冷，但在阳光的加温作用
下，最高气温有小幅回升，所以全
天温差逐渐拉大，直到周五前后，
又有新一轮降温过程打压最高气
温。冷暖多变，易诱发疾病，请大
家注意及时调整着装。

世界艾滋病日：红丝带飘进校园

为高校筑起防控墙 加强大学生防艾意识

奉贤举行奉贤举行““育儿加油站育儿加油站””专场活动专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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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红”下的点滴情
——记区关工委两位离退休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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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诈骗又有新花样

同一游戏账号重复卖出获利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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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发起入冬“冲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