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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金山区民政局和漕泾镇政府相关领导冒着凛冽寒风来到花园社区百岁老人陆正言家里，恭祝他生日快乐。花园居委会干部

和助老志愿者还为老人送来亲手缝制的棉鞋、帽子等御寒物品。身板硬朗，思维敏捷，天气暖和时还经常出门走走的陆正言高兴地告诉

区和镇里的干部，居委会很关心自己，每天有人来看望，生活无忧无虑。

□通讯员 吴涛

本报讯 鸡年春节前夕，86 岁
的老干部范吉昌对上门看望的老干
部工作者非常感激，还清晰地记得
前几年与他联系的老干部工作者范
本元、志愿者杨菊妹，对他们的周到
服务赞不绝口。

近年来，崇明区东平镇紧紧抓
住落实老干部政治、生活待遇这条
主线，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广大老干
部利益，同时坚持老有所养与老有
所为相结合，引导老干部发挥政治
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深入开
展为党和人民事业增添正能量活
动，有效激发老干部管理服务工作
活力，使范吉昌等 268 名离退休干
部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提
升。

时刻关注老干部需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干部

利益需求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日
益凸显。为此，该镇在对老干部需
求调研基础上，指派社区志愿者与
老干部结对，推出陪伴聊天、卫生保
洁、送水送气、测量血压、义务理发、
读书读报、代付电费、协助购物、维
修电器、看病陪护等十项“幸福菜
单”服务内容，由老干部自主选择服

务内容，个性化服务有力提升了老
干部满意度。此外，该镇还把老干
部医疗保健工作作为服务重点，依
托镇卫生服务中心医疗资源，建立
老干部健康档案和责任医生制度，
医护人员每月一次电话问候，定期
上门进行常规检查。对行动不便、
长期卧病在床的离退休干部，开设
家庭病床，经常上门巡诊，帮助老干
部解决用药需求和求医困难。东平
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王燕表
示，卫生服务中心将尽一切能力帮
助老干部解决健康方面的困难，让
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医，愉快地安
享晚年时光。

认真听取老干部意见
实践中，该镇建立健全了老干

部工作“四个一”机制，即召开一次
老干部座谈会，与老干部聊一次天，
建立一个微信互动平台，举行一次
问卷调查。利用春节茶话会、镇情
通报等时机，召开老干部座谈会，在
肯定老干部所做贡献的同时，征求
他们对各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使
他们做到人退休，思想不退休，继续
为全镇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余热。
今年1月，在镇退休干部座谈会中，
老干部们对东平镇的大发展、大改
观、大变化感到非常高兴，对东平镇

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感到十分自豪。
大家踊跃发言，积极献言献策，对生
态建设、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工作提
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平时，专兼职老干部工作者定
期与老干部聊一次天，拉拉家常解
解闷，及时掌握老干部的思想动
态。依靠“互联网+”建立老干部
（家属）微信公众平台，安排专人负
责微信平台日常运行，第一时间解
答老干部（家属）的各类问题和诉
求。在老干部中不定期进行问卷调
查，进行服务满意度测评，老干部反
映问题和诉求的渠道进一步拓宽。

温暖送到老干部心里
为准确掌握老干部情况，进一

步增强工作实效，镇专兼职老干部
工作者定期通过电话、走访等方式，
了解掌握老干部身体状况、职务待
遇、兴趣爱好等多方面情况，有针对
性地解决老干部在思想、身体、待遇
等不同层面的问题，实现了老干部
动态管理和服务。工作中，老干部
工作者不仅要对老干部工作政策规
定“一口清”，对全镇老干部整体情
况还要始终做到“四个掌握”：即掌
握老干部队伍基本情况，做到底数
清情况明；掌握老干部思想状况，做
到老干部队伍风范好；掌握老干部

生活需求，维护好老干部合法权益；
掌握老干部身体状况，及时把镇党
委、政府的温暖送到老干部心坎上。

充分发挥老干部作用
结合区域化党建工作和争当

“六大员”活动，该镇鼓励老干部在
身体健康状况允许前提下，积极参
与社区党建、社区自治工作和关心
下一代等工作，使老干部老有所为，
为社会和谐再立新功。近日，镇里
组织的春联书写比赛活动，许多离
退休老干部挥毫泼墨，将一条条优
秀的家风、家训写成春联，免费送给
东平好人、道德模范和文明家庭，不
仅展示了老干部带头传承良好家风
的精神风貌，而且起到了感染和激
励身边人崇德向善的作用。

老干部唐永青离休前在上海文
艺出版社工作，回崇明定居后，他利
用自身特长，克服年龄大、身体不便
等困难，积极撰写回忆录，展示了老
一辈领导战斗不息的顽强精神，社
区居民受到很大的感染和鼓舞。

该镇还在居委会老年活动室搭
建老干部议事苑，有力推动了老干
部在生态镇、卫生镇、文明镇、平安
镇和健康镇建设中发挥影响和作
用。

崇明区东平镇多举措提升离退休老干部管理服务水平

用心用情送关怀，让老干部有更多获得感
□短讯

献出一份爱心献出一份爱心 助暖助暖““冬日阳光冬日阳光””
近日，徐汇区龙华街道盛大花园居委会活动室里爱心涌动，30多名学生纷纷走出家门，加入到小区“一

元捐”活动中，为慈善事业奉献一份爱心。 通讯员 冯联清 摄影报道

□通讯员 汤妙兴 记者 忻才康

创“双两”工作法 真情助老服务
花园社区是个具有百年历史的老

街，社区内80岁以上老人有109人，纯
老家庭202个。其中90岁以上老人有
18人，独居及孤寡老人54人。花园居
委会坚持从实际岀发，把为老助老服
务作为居委会民生工作的首要任务。
去年初，时任居委会党总支书记、主任
张伟说，从村里调到居委会工作，感觉
这些孤寡独居老人的身影经常在眼前
晃动，有时下班还惦记着他们。于是，

张伟与居委干部创建了“两个半、两扇
门”的“双两”工作方法：上下班前后“两
个半”，就是上班前半小时“先敲百姓的
门（探望独居困难老人），再进办公室的
门”；下班后半小时“先串百姓家的门
（看望老人、倾听民意），再回自家屋的
门”，带着感情、问题、责任走，有了小事
立即办，大事盯着办。敞开“两扇门”，
就是为群众敞开办公室的门、敞开自
己的心门，树立起“门好进，脸好看，事
好办”的形象。党政班子成员分别上
门为老人发放“幸福80”津贴、困难补
助、重阳慰问品、失智老人尿布、助老送

餐等服务工作，送温暖面对面，不当“二
传手”。

破解涉老难题 办好助老实事
“两个半”工作法，改变了居委干

部的作风，使一些涉老难题得到破
解。去年以来，居委会通过“进百姓门”
先后征询到各类为老助老问题、合理
化建议和金点子20多条，至今年元旦
前已办理为老助老好事实事10多件。
如新建一处纳凉点，供老年居民乘凉
聊天；利用空地建立公益晒衣场，安装
晾衣架，方便老年居民晾晒，美观了镇
容街貌；在路灯盲区，安装26盏太阳能

路灯，方便辖区老年居民晚间出行，又
有利社区安全；维修危旧住房，对84户
居民的厨卫进行改造，改善老年人生
活设施。独居孤寡老人朱凤娥，长期
租住在25.2平方的公房里，生活设施
十分简陋。在居委干部“进百姓门”中，
发现了朱阿婆的困境后，经过积极筹
措帮助朱阿婆住房改造，春节前完
工。如今，朱阿婆家的厨房和卫生间
一隔为两，卫生室更换坐便器，安装安
全扶手，添置热水器，更换旧式水龙头、
煤气管、水槽、电线，添置脱排油烟机
等，就连阳台用不锈钢封起来，让老人

过个开心年。
借助社会力量 认领服务项目
花园居委会还借助社会力量，整

合各方资源，使社区助老服务不再“势
单力薄”。近年来花园居委会与七个
企事业单位结对，他们把结对活动改
成认领服务项目，由居委会提岀助老
需求“账单”，结对单位扬各自优势之
长，逐一认领助老服务项目，使助老更
具针对性，社区内一批涉老难题得到
有效解决。近日，为使社区老人过一
个详和温暖的鸡年新春佳节，七家结
对单位相关负责人和花园居委会党总
支书记陆明华，居委会主任张伟等党
员干部一起，为认领、认助的项目和老
人送资助、送温暖。通过上门送温暖、
办实事，结对单位表示这样的结对助
老帮扶更接地气，更受群众欢迎。

金山漕泾镇花园居委会创新助老模式金山漕泾镇花园居委会创新助老模式

““双两双两””工作法工作法，，让百年老街洋溢助老新风让百年老街洋溢助老新风

□通讯员 朱扬清

本报讯 日前，长宁区老龄事业
发展中心、长宁区老年协会、长宁区
老年基金会分会联手，在区老发中心
多功能厅举办社区老年人 2017 年闹
元宵、猜灯谜文化娱乐活动，让老
年人欢度一个温馨、愉悦的元宵佳
节。

这次闹元宵、猜灯谜的活动，
举办单位邀请全区10个街 （镇） 的
社区老年人和区民政系统的退休职
工、老干部以及周边地区的居民200
余人参加。谜语悬挂在多功能厅的
四周，内容除了生活常识，还涵盖
了科普、法律等知识，既有娱乐
性，又具知识性。邀请前来猜灯谜
的老人们兴致勃勃投入猜谜活动，
场面热闹壮观。猜中谜语的老人都
获得一份精美的奖品。老人们在猜
谜活动中陶冶情操，收获快乐，手
拿奖品，笑逐颜开地说，今年的元
宵节过得既开心又有意义，让他们
难以忘怀！

闹元宵闹元宵、、猜灯谜猜灯谜，，欢度新春佳节乐融融欢度新春佳节乐融融

青浦区白鹤镇开展
党员志愿公益活动

近日，青浦区白鹤镇以“区域联
动，情暖冬日”为主题，围绕“健康进
社区、安全进企业、春意进阳光之
家”三方面内容组织开展了党员志
愿公益活动，不断深化镇内党员志
愿服务活动，在全镇营造起“有时间
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是党员
当志愿者”的浓厚氛围。

当天上午，10余名青年党员志
愿者率先走进“阳光之家”，帮助大
家一起制作了灯笼、窗花等迎新年
手工艺品，现场处处呈现出了欢声
笑语、喜迎新春佳节的浓厚氛围。
白鹤消防中队党支部则来到了上海
开顺海船特色门窗有限公司，为公
司员工普及冬季消防安全知识的基
础上，现场教授大家灭火器等消防
器材的使用方法，进一步提高了大
家的安全防范意识。白鹤镇卫生服
务中心党支部走进新江居民小区，
为社区居民传授了冬季中医养生方
面的知识，并为现场居民提供测量
血压、血糖和健康咨询服务，受到大
家普遍欢迎。

通讯员 戴国华

崇明区城桥镇举办
老年人心理健康讲座

最近，崇明区城桥镇卫生服务
中心医师应邀在城桥镇江山社区作
老年人心理健康与自我保健讲座，
深受欢迎。

讲课医师从中老年人不良情绪
的主要表现、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
表现，如何维护中老年人良好健康
状态等入手，结合临床经验，阐述了
健康与财富、健康与幸福的辩证关
系的道理，建议老年朋友养成有利
于健康的生活习惯，注重自我保健，
丰富生活内容，保持愉悦情绪，并鼓
励老年朋友积极参加社区志愿服
务。

参加讲座的老年朋友认为，讲
座内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通俗易
懂，再加上列举了很多常见案例，听
起来入脑入心；并表示，今后要把讲
座中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
中，调整好心态，颐享天年。

通讯员 施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