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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普通人的故事 反映大时代的变迁

因为特别会照顾老人
这位大姐拿了个大奖

退休老师丁静购 44 箱水蜜桃
挨家挨户送给 20 位残障人士
她希望能有更多的好心人来关心他们

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胡卫东

在刚刚结束的富阳区养老护
理员职业技能竞赛中，非专业出
身、从事后勤工作的 43 岁大姐钱
纪芳最终拿到了第一名，这结果让
不少人都感到意外，不过熟悉这位

丁静(左四)和环山残疾人服务队成员合影

大姐的人，心中却了然。养老护理
工作看似简单，但每一套流程和动
作都需要背后实践了无数次才能
掌握好尺度和力度，而这不光需要
时间的打磨，更重要的是有一颗服
务老人的真心。

从一名会计到专业的养老护理员
这两年，富阳各类比赛层出不穷，
尤其是针对孩子的各类竞赛，往往能在
不少家庭中掀起一波风浪。相对来说，
养老护理技能大赛就冷门多了，然而，
随着社会的老龄化，富阳对养老服务质
量需求也在不断提高，这对专业养老护
理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区民政局组织
举办了这场特殊的技能竞赛，来自富阳
各乡镇（街道）五保供养服务中心、老年
医院等 8 个单位的 38 名工作人员参与，
钱纪芳便是其中一位。
钱纪芳是富春街道农村五保供养
服务中心的后勤工作者，2015 年进入该
供养服务中心。此前，她一直从事会计
工作，并没有接触过专业的养老护理培
训。事实上，当时她应聘的是财务和后

勤，她也没想到，自己最终在其他专业
上取得了好成绩。
钱纪芳所在的富春街道农村五保
供养服务中心目前有老人 80 余名，年纪
大多数在 70 岁以上。不过，加上 3 名厨
房工作人员，供养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总共才 8 人，相当于平均 1 名工作人员
就得照顾 10 多名老人，平时的工作量非
常大。
钱纪芳加入后，工作之余便主动帮
忙承担部分照顾老人的工作。不过，在
最初一段时间，这个平时做事干练的大
姐遇上了难题，老人照料工作看似简
单，其中门道却很多，尤其是照顾半自
理或是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不光需要
掌握技巧，还需要付出耐心。
在区民政局的组织下，当年已经 39

岁的钱纪芳开始接受专业的养老护理
培训，从学习理论知识开始，再到实践
能力培养，钱纪芳学得很认真，养老护
理这门技能，她很快便入了门。不过，
学到的知识，真正要用好，还需要一次
次的尝试。身在供养服务中心，最不缺
的就是实践机会了，只要一有空，钱纪
芳就跑到老人屋里，一边询问他们身体
情况，
一边帮忙做着常规护理。
在这次比赛之前，钱纪芳和同事们
也进行了赛前突击训练，不过竞赛就是
为了更好地服务平时的养老工作，因此
大纲也贴近实际，钱纪芳有平时的基
础，只是稍微提炼了一下技巧，很快便
准备好了。最终的结果也显示，她的实
践成绩还真为她得了不少分。

成为 80 多位老人的“大家长”
钱纪芳虽然进供养服务中心的时
间并不长，不过中心的 80 多位老人和她
的关系却很亲密。在钱纪芳看来，她就
像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老人们虽然年
岁比她大得多，但有时任性起来，还真
像小孩子一般，需要她这位大家长哄
着。
因为供养服务中心老人多，有些年
纪大了比较固执，经常三两句话不对付
就闹纠纷。老人们小吵小闹也正常，还
能增进感情，不过有时过分了，钱纪芳
他们就得干预了。类似的事处理多了，
钱纪芳也有了经验，她会站在老人的立
场 上 考 虑 事 情 ，为 他 们 着 想 ，安 抚 他
们。时间久了，只要钱纪芳出面，即便
气头上的老人，也能听进她的劝说。
不过，钱纪芳也是普通人，老人们
的纠纷有时候能把她气个半死，甚至一
整天心情都好不起来。她学会了自我

调节，每次遇上不肯讲理的老人，她就
拼命告诉自己，不能和老人计较，他们
年纪大了，万一气到身体，事情就严重
了。
工作 3 年多，钱纪芳已经将供养服
务中心当成了另一个家，她对这个大家
庭的付出有时候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小
家庭。按照正常工作时间，她每周有两
天可以轮休，但事实上，只要老人有什
么事，她都得随叫随到，很少真正有休
息时间。
就说去年大年三十那天，凌晨 4 点
多就有电话打进来，说一位老人突然肚
子疼。还在温暖被窝里的钱纪芳赶紧
起床，联系救护车后，赶去医院帮忙。
原来老人得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开刀治
疗。
等她办完所有程序，天已经蒙蒙亮
了，大冬天的，医院门口连出租车都很

少，她就一个人站在风口瑟瑟发抖。好
不容易打到车，她也不回家休息了。当
天供养服务中心为老人举办了团圆饭，
她便提前到岗开始团圆饭的准备工
作。那天，等她回到家中，已经是晚上 6
点多了，家里一桌子团圆饭就差她一人
了。
钱纪芳总觉得愧对家人，尤其是 13
岁的儿子，正是需要母亲陪伴的时候，
她却总是缺席。反而是懂事的儿子总
是安慰她：
“ 妈妈，我知道你去照顾老
人，
是做好事，
我不会怪你的。”
老 吾 老 以 及 人 之 老 ，在 钱 纪 芳 看
来，用对待父母的心去对待供养服务中
心的每一位老人，这才是养老护理工作
最核心的“技巧”。而作为普通人，即便
没有最专业的技术，只要懂得孝顺父
母，谁都可以成为最优秀的养老护理
员。

本报讯（实习记者 蒋玲玲 记者 何
芳芳 实习生 洪佳杰）这几天富阳正值
高温，午后 37℃的室外温度，让大伙儿
都懒得出门。但家住城西的丁静女士
却自费购置了 44 箱水蜜桃，坚持在酷暑
天跑遍富春街道、银湖街道、鹿山街道、
环山乡等地，挨家挨户地为 20 位残障人
士及环山残疾人服务队送去一份爱心。
丁静是一位幼儿园退休老师，也是
富阳黑马公益的志愿者。她说：
“ 这些
桃子我自己尝过，很甜，想着为残障人
士送去一些。天这么热，水蜜桃十分解
渴，更重要的，其实也想借我的这个小
举动，让更多的有爱之人去关心帮助他
们。
”
7 月 9 日下午，丁静和一名叫“咖啡
加盐”的志愿者先后走访了 20 户重度残
障人士家庭，
记者也一同跟随走访。
张燕琴家住在商业城附近，是一位
瘫痪在床、无法下地活动的重残人士，
家人需在床边实时看护。看到我们上
门前来问候，张女士的家人很激动：
“这
么热的天，真是太辛苦你们了，谢谢你
们的记挂。
”
7 月 10 日正好是环山残疾人服务队
成立两周年的日子。这支队伍主要由

轻残人士组成，目前有 23 名来自不同行
业的轻残队员，他们也都是黑马公益的
爱心志愿者。这些身穿红马甲的公益
队员在接过一箱箱爱心桃时，脸上都挂
着笑，
感谢热心的丁静。
“以残助残”是这支残疾人服务队
最核心的理念。黑马公益的理事长章
一栋说，他们基本上一个月开展两次活
动。比如定期为村里的孤寡老人理发、
量血压、扶残助残等。
“今年母亲节和父
亲节时，队员自己购置了一些礼品，走
访了环山片的 7 个行政村，去了每个村
年龄最大的孤寡老人家中，还帮他们做
家务活。
”
戴着助听器的队长孙群芳本身也
是轻残人士，在交流的过程中，她神态
自然：
“我自己是做服务行业的，收入比
较少，但我仍愿意去帮助那些更艰难的
人。那些重残患者已经失去了自理能
力，
我们更应该关怀他们。”

富阳警方破获
系列撬盗保险箱案件
本报讯（通讯员 夏天 记者 张柳静）
近期，富阳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破获系
列撬盗保险柜案件 8 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 3 名。目前，3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
机关批准逮捕。
4 月底以来，鹿山街道、场口镇、胥
口镇等地连续发生多起撬盗企业财务室
保险柜案件。
针对短时间连续发生的多起撬盗保
险柜案件，5 月初，富阳区公安分局高度
重视，专门落实办案人员开展案件侦破
工作。侦查民警以现场为中心，不断向
周边延伸，调取监控视频，逐一排查案发
前后所有经过现场附近的人员。
侦查员在早期侦察过程中发现该团
伙成员非常狡猾，在作案前有隐藏交通
工具，案后规避监控、长距离绕道躲避跟
踪的行为，所以一直无法确定其具体落
脚点和人员具体身份。

经过一个月的大量视频侦查和人员
调查，警方终于锁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确定了他们可能藏身在桐庐。但由于侦
查条件等限制，该团伙成员具体藏身处
所一直没有明确，这给抓捕带来了极大
的困难。
5 月 31 日凌晨 2 点多，鹿山街道发生
一起盗窃企业财务室案件，嫌疑人触发
报警器后仓皇逃离。警方迅速开展侦破
工作。通过侦查，专案组民警在当日上
午 8 点多确定了这伙盗窃企业的嫌疑人
就是一直要找的系列撬盗企业保险箱案
件的犯罪团伙。
根据以往的情况看，该团伙成员在
盗窃后会回到在桐庐租住的房屋内短暂
休息。专案组决定立刻赶往前期确定的
藏身地的村口，安排多组警力蹲守，并于
当日下午 4 点多将 3 名嫌疑人全部抓获
归案，
并查获了部分赃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