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村镇通过拓展养老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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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口天） 日
前，由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
和中国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联
合发起的“U医公益”全国性型系列
公益活动（第三期）正式启动。其
中，上海奉贤站启动仪式在区中心
医院门诊大厅举行，本活动以“关
注泌尿健康，关爱泌尿病，为爱携
同”为宗旨，由全国顶尖泌尿外科
医师携手开展专家义诊、公益手术
等活动。

现场，一位老先生就和儿子
一同前来，最近觉得身体多处不
太舒服，他所在的社区家庭医生
就推荐他来看看专家义诊，对他
来说，家门口能看到市级专家医
生，真的很方便了。“不用等也不
用排队挂号。”

“现在医疗资源不平衡，基层
医院得到的优质资源比较少，但是

老百姓去大医院就医又很麻烦。”
区中心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丁滔表
示，“U医公益行”让三甲医院全国
顶尖医生到基层医院来义诊手术，
给基层医院和患者带来更多的福
利。不过，近年来，随着市级优质
医疗资源的不断下沉，本土的专科
医疗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许多
原本留不住的病患，更愿意选择留
在奉贤治疗。

“大型的公益活动对于医疗资
源的下沉，促进各种医疗资源互相
整合和融合，惠及更多的老百姓，
是有很大的意义和帮助的。”长海
医院泌尿外科专家张振声介绍，通
过专家下基层的“传帮带”活动，让
郊区县医院的医生更好地掌握手
术技术，把部分患者真正留下来，
既方便了群众，也切实解决了看病
难的切实问题。

□记者 何 芹

凝神注目，千万个心跳在夺冠
直播中同频共振；一枪射落，115万
奉贤市民欢呼振奋奔走相告。今
年 7 月份，东京奥运会上捷报频
传。奉贤“00 后”小将姜冉馨首次
出征奥运会，继斩获女子10米气手
枪铜牌后，在 10 米气手枪团体赛
中，与搭档顶住压力，一举射落金
牌，成为奉贤首位夏季奥运会冠军
获得者。

与枪结缘，汗水流淌在把位上
2012年，12岁的姜冉馨在奉贤

体育训练中心一次入校选材时，被
教练侯武彬一眼相中，“大大的眼
睛，年纪虽小但是目光坚定，印象
很深刻。”

当年暑假，姜冉馨正式来到奉
贤体育训练中心射击场开始训练，
很快，就展现了过人的天赋，这让
训练中心的教练们倍感兴奋。而
更让教练们感到欣慰的，是姜冉馨
在天赋背后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

当时正在读中学的姜冉馨，只
有放学之后，才有时间来到靶场摸
枪。常常，黄昏后的靶场上，只有
姜冉馨一个人坚持训练的背影。
一个人的靶场是孤独的，重复的训
练难免有时乏味，姜冉馨却在其中
找到了乐趣，“那个时候就觉得一
天不摸枪，就感觉少了点什么。”

女子手枪分为口径枪和气手
枪两大类，口径又分为速射和慢射
两个小项目，其中口径慢射与气手
枪在训练方法上有不少相似之
处。姜冉馨刚开始接触的是口径
枪项目，经过一年的训练后，开始
接触气手枪，并将两个项目同步抓
起来。

在训练中心的两年间，姜冉馨
参加了两场正式比赛，打的都是口
径枪项目。在采访中，回忆这两次
比赛，姜冉馨表示“都打得不是很
好。”然而，也正是两次赛场上的厉
兵秣马，让姜冉馨在兴趣之上，更

坚定了职业化的道路，“我发现射
击是很有智慧的。”

首秀奥运，磨炼心态与技巧
2014年，姜冉馨进入上海市射

击队。“各个区的运动员聚到一起，
就感觉要打得更好。”想要力争上
游，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这期
间，姜冉馨也坦言，“训练得更刻苦
了。”

在上海射击队，姜冉馨也养成
了写训练笔记的习惯。姜冉馨家，
记者见到了几大本训练日记，字迹
工整、图文并茂，“好记性不如烂笔
头，这也是市队一个优良传统，时
刻对自己保持清醒的认识。”

有节奏，放心压，这些是姜冉
馨在日记里经常提醒自己的。每
一枪打出后，对于自己的成绩都有
一个预判，“没有自己预报不清楚
的九环就不停下来，没有节奏也打
不好。”心态，技巧，在比赛中缺一
不可。姜冉馨不断在训练场上磨
练技术，在日记中及时总结反思，
很快就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2016年12月，在伊朗第9届亚洲气
枪锦标赛中，获得个人第一名、团
体第二名……

经过市队的四年学习，2018年
姜冉馨正式进入国家队，一路披荆
斩棘，多次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光
芒，打破青年世界纪录、荣获世锦
赛冠军……最终在国家射击队奥
运会选拔赛中，以总分第一获得东
京奥运会参赛资格。

最艰难的时刻也随之到来，奥
运会前的两个月，姜冉馨“突然不
会打枪了。”总分第一名获得参赛
资格、即将首秀奥运会、教练的期
许、家人的期待……情绪上的波
动，极大地影响了姜冉馨训练的积
极性。

“还是重新抓基础，教练也比
较着急，告诉我说，从基础开始
练。”在国家队，姜冉馨每天6点30
多起床，7点出操，8点上靶场，短暂
的午休之后，2 点又开始下午的训
练。重新抓牢基础，恢复规律的训
练，加上教练、队友们的心理辅导，
姜冉馨开始一点点找回状态。“心
态很重要，但是技术肯定还是第一
位的，这离不开刻苦的训练。”

“一切从零开始。”夺冠之后，
姜冉馨重新调整状态，全力准备即
将到来的亚运会和世锦赛，“目标
还是 2024 年的巴黎奥运会！”姜冉
馨正向此目标迈进。

本报讯（通讯员 秦 岑） 为
了实现老年人幸福养老的美好愿
望，青村镇通过拓展养老服务模
式、加强养老设施建设、推动智慧
养老、医养结合等举措，将“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初心落
到实处。

近年来，青村镇老龄化程度
日渐加剧，据统计，截止目前，全
镇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2.1万人，
90 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466 人。

“老伙伴”项目是青村镇在优化养
老服务模式过程中推出的一项特
色项目，通过组织低龄老人与高
龄老人、健康老人与病弱困难老
人就近、就亲、就便帮扶结对，让

晚年时光不再孤独。
今年共有 212 名低龄老人与

1060 名高龄老人结对，他们一起
谈心交流、一起结伴游玩、互相扶
持帮助，许多高龄孤寡独居老人
感受到了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
爱。

与此同时，青村镇不断建立
和完善“方便适用、小型多样、
功能配套”的村居老年人养老设
施和活动场地。目前已落成1家
镇级综合为老服务中心、1 处青
春里养老社区、16家社区老年人
日间照护中心、72 家宅基睦邻

“四堂间”。
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便捷的养老服务，看电影、听
戏曲、下棋打牌、练太极拳，多
方面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实
现“15分钟养老服务圈”。

数字化养老被称为“没有围

墙的养老院”，是移动互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与传统养老
服务行业有效结合的一种新型养
老方式。青村镇在全镇范围内推
出基于“互联网+”的智慧居家养
老服务，利用信息化网络平台作
为支撑，以村、居、园区为网点，从
老年人的核心需求出发，设计灵
活多变的解决方案。

如今，青村镇已初步形成“1+
3+X”养老服务模式，打造全方位
整合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居家养
老的多功能综合型服务，切实满
足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

青村正在规划以中医养身为
主的扩展养老社区，建立以村为
单位的部落式、乡村庭院式的养
老基地，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更便
捷优质的医疗服务，让养老更便
捷、更安心。

未来，青村镇还将建成集养
老、医疗、护理、康复保健为一体
的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医
疗资源和养老资源的紧密衔接，
为老年人提供集中或居家医养结
合服务。

““萤火虫萤火虫””工程工程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通讯员 金
国飞） 10 月 8 日，在又一
个敬老日（重阳节）来临之
际，南方国际（集团）党、
工、青、妇有关负责人，来
到“百强企业结百村”共建
单位──四团镇邵靴村，
慰问该村60岁以上老人，
并送上价值6万多元的多
类慰问品。这一重阳敬老
活动已坚持20余年，集团
在此公益活动中捐赠150
多万元。

□记者 吴口天

儿女孝敬父母，这是天经地
义的本分。2020-2021 年度奉贤
区道德模范孝老爱亲模范中，就
有这样一位上门女婿黄国兴，50
年孝敬岳父岳母无怨无悔。如今
他自己也已是一位 70 多岁的老
人，仍然竭尽全力，天天陪伴在身
患重病的二老身边。2020 年，他
的家庭荣获南桥镇“最美家庭”荣
誉称号。
任劳任怨 悉心照顾岳父岳母

70 年代初，20 出头的黄国兴
与同村的姜莲芳喜结连理，但由
于家庭困苦，黄国兴入赘到了女
方家中，婚后共同侍奉双亲。黄
国兴秉承“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的生活态度，田里、厂里、家里，他
都打理得井井有条。二老原本生
了三个子女，他的妻子是大女儿，
二女儿早年已去世，儿子在多年
前不幸中风肢体残疾，需要专人
护理日常起居。照顾二位老人的
重担全部压在黄国兴和妻子身
上。由于两位老人长期患有高血
压、高血糖、肺心病等多种疾病，
细心的黄国兴不仅在生活上关心
到位，对两位老人的吃药情况也
牢记于心，总是分门别类归安排
好两位老人的用药用量。都说

“久病床前无孝子”，生病多年的
老两口却遇到了黄国兴这个孝顺
女婿。

无怨无悔 不离不弃坚守初心
2019 年的一天，黄国兴妻子

不慎摔了一跤，导致手臂骨折，在
住院治疗期间，黄国兴就担负起
一人服侍三个病人的重任，在照
顾两位老人的同时还坚持每天往
返医院，守候在妻子病榻前，体贴
的帮她喂饭、喂药，他成了一家人
的特护员。特别是近十年来，二
老年岁已高，加上长期患有多种
疾病，住院次数不断增加，有时在
一个月里要送老人住院急救二、
三次，他都不离不弃，从不发怨
言。为了更好地照顾二老，他支
了一张小床睡在外屋，只要听到
一点动静，就赶紧起来，有时一晚
上要起来好几次。有时老人胃口
不好，不想吃饭，他就想方设法改
善饮食，老人吃饭手不能动，他就
用勺子一口一口喂老人吃；老人
行动不便常年卧床，他就在天气
晴朗的时候，用手推车带着老人
到院子里晒太阳、洗头发、剪指
甲；老人大小便不能自理，弄脏衣
服被褥，他从不嫌脏嫌臭，总是小
心细致地帮老人换好被褥、衣服，
然后擦身洗脸，把老人整理得清
清爽爽，舒舒服服。年复一年，日

复一日，他就这样无怨无悔的照
顾着两位老人的日常起居生活。
以身作则 教导小辈传承美德
“最不能等的就是孝敬老人，

他们在的时候，我应该尽心尽
力”。黄国兴这样说，也是这样做
的。他的孝心言行深深感动了乡
亲们，大家赞扬他，以他为榜样。
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他的儿子、
儿媳隔三差五地也会抽时间带着
孩子回乡下老家，探望爷爷奶奶，
经常捎来老人喜欢吃的食物，购
买老人穿着的衣服。2018 年，杨
王村创建和美宅基，黄国兴做通
老人和子女的思想工作，自发地
在宅基后面的乡间小道捡拾垃
圾，做到宅前屋后无堆放、无违
建、无垃圾。面对部分村民的不
理解、不配合，他还主动上门做

“老娘舅”，一个夏天下来黄国兴
瘦了好几圈。

他常说：关心照顾老人，是子
女应尽的责任，人人都会老，家家
有老人，善待老人实际上就是善
待自己。

2021年敬老日（重阳节）专题报道

敬老爱老 从自己做起

敬老好女婿黄国兴
真情孝心感动邻里

南方国际集团
廿年敬老爱心

泌尿外科全国性型系列公益活动在奉贤举行

专家名医义诊惠及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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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冉馨：奉贤首位奥运冠军
编者按：

2000年，小将姜冉馨出生；2000
年，当时的奉贤体育部门选择射击
射箭项目，作为奉贤发展竞技体育
的突破口，体育训练中心应运而
生。奉贤竞技体育从零起步，经过
20年发展，到实现世界奥运会金牌
零的突破，也正是奉贤撤县设区20
年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缩影。

精神文明先进典型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