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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中国传

统节日重阳节也是全国老年节。

据了解，截至2020年底，富阳区

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有161725

人，占总人口的23.40%。全区现

有虚岁100岁以上百岁老人106

人，其中女性70人，男性36人。

最大年龄108岁，新登镇人。

全区24个乡镇(街道)中，除新

桐乡、环山乡2个乡镇无百岁老人

外，其余乡镇(街道)都有百岁老

人。百岁老人较多的乡镇有7个，

分别是富春街道25人，新登镇12

人，灵桥镇9人，东洲街道8人，场

口镇、常安镇和洞桥镇各5人。其

余乡镇(街道)各分布着1—3名百

岁老人。去年，富阳平均老龄化程

度为23.40%，24个乡镇（街道）老

龄化程度均在20%以上，其中万

市镇老龄化程度最高，达29.07%。

为营造全社会尊老、敬老、爱

老、助老的氛围，富阳区组织评选

了一批“最美敬老爱老示范乡镇

（街道）”“最美敬老爱老示范村（社

区）”“最美老年食堂”“最美敬老幸

福家庭”“最美长者”、“最美老年人

协会会长”“最美敬老爱老助老模

范人物”“最美敬老签约医生”“最

美养老护理员”等，此外还将在富

春山馆举办为期10天的富阳首届

老年书画摄影大赛作品展。

评上敬老爱老助老的“最美”

系列人物到底有多美？让我们一

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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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老年人协会会长”“最美敬老幸福家庭”“最美养老护理员”……

重阳节里看“最美”

重阳节特别报道

“最美敬老幸福家庭”——张桂林家庭
婆婆早年因患眼疾而双目失明
她充当婆婆的眼睛与拐杖34年

今年55岁的张桂林是东洲街道张家村村民，其命运用“坎坷”来形

容一点也不为过。12岁失去父亲；13岁母亲双目失明；21岁娶妻生子，3

年后妻子患病，需常年服药；他36岁患重型肝炎，多次入院治疗，45岁又

做了一次大手术。尽管遇到了不少的磨难，但是他与妻子几十年如一日

地照顾双目失明的母亲，尤其是妻子，简直就是母亲的眼睛与拐杖。

被疾病压得喘不上气
“现在谁都看不出来我这个家

庭早年经历的苦难。”张桂林动情地
说，思绪也将他拉回到40多年前。

张桂林父母共生育 4 个子女，
他是家中的小儿子。自他有记忆
起，家中条件就不好，比村里一般人
家要差些，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
顿。到了他12岁时，58岁的父亲过
世了，家里就失去了顶梁柱，母亲只
能靠在生产队里晒晒谷子赚点微薄
的工分。生活自然更苦了。

可苦难远远没有停止。次年，
54岁的母亲患上了青光眼，以那时
的医疗水平无法医治，或者说他们
也无法承担医治的费用，就这样，母
亲便双目失明了。靠着哥哥姐姐的
接济，张桂林读了一些书，之后外出
务工养活自己。21岁时，他在打工
中认识了一位余杭姑娘，叫葛国美，
并与她结了婚。

20岁的葛国美嫁入张家后，不
仅要照顾刚刚出生的儿子，还要照
顾双目失明的婆婆，每天的日子过
得忙碌又幸福。

“儿子三四岁时，国美也生病
了，天天要吃药才能控制病情。”张
桂林庆幸妻子的疾病没有影响正常
生活，在村里的照顾下，妻子还能做
做村里保洁工作，就是与人交流有
些问题。

张桂林打打工、干干农活，妻子

管管家里、搞搞村里卫生，家里日子
还是过得下去。但当张桂林也生病
时，几乎压垮了这个家庭。张桂林
说，那时他 36 岁，查出来是重型肝
炎，住了几次院，后来身体就变得很
差，干不了重活了，便向村里申请了
低保户。“老妈看不见，老婆又生病，
儿子还在读书，那段时间的日子真
的很难。”

令张桂林欣慰的是儿子很懂
事，大专毕业后找了一份不错的工
作，有能力负担起家里的日常开支，
他们也就退出了低保户的行列。不
过，好景不长，45岁的张桂林又动了
一次大手术。“开刀前专家判断可能
是胆囊癌晚期，也可能是黄色肉芽
肿性胆囊炎，如果是癌症的话，最多
三五个月可以活。”当时张桂林并不
知道病情如此严重，只是儿子和他
说要动一次手术。不幸中的万幸，
做了个大手术，只是个小毛病。“医
生都说我中奖了。”这次手术在张桂
林腹部留下了一个三四十厘米长的
刀疤。

现在，张桂林夫妻的分工很明
确，一个照顾8岁的孙子，一个照顾
97岁的婆婆。“周一到周五，我要从
东洲去城区接孙子，给他们烧好晚
饭再回东洲。再就是弄弄葡萄园，
今年种了七八千斤的阳光玫瑰葡
萄，卖了之后也能补贴家用，让孩子
们减轻些负担。”只要一家人平平安
安的，张桂林就觉得很踏实、很舒

心。

充当婆婆的眼睛与拐杖
在这个家里，葛国美与婆婆相

处的时间最长，也相处得最好。张
桂林只听见妻子会说“累了”，但从
没听到妻子埋怨婆婆一句话。34年
时间，葛国美也成了婆婆的眼睛与
拐杖。

“国美啊，这件衣服是什么颜色
的？”婆婆总会指着一件衣服问她颜
色与款式。每逢婆婆问这个问题，
葛国美都会仔细地回答，她知道婆
婆还是很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的。
经过媳妇的一番描述，老人就会根
据天气情况、自己的喜好挑选一件
衣服穿上。“我老妈很要好看的，要
是去外面的时候有人说‘阿婆，你的
衣服有点脏了’，她肯定马上回来，
上楼把衣服去换了。”

除了在意衣服外，老人还很在
意发型，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一趟理
发店理发。“国美啊，我头发有点脏
了，你带我去一趟理发店。”听到婆
婆的叫唤，葛国美就会放下手中的
其他活儿，扶着婆婆走向离家 500
米远的理发店。婆婆理发时，她要
么先回家干活，过一会儿再去接老
人，要么索性坐在店里等她理好发
一同回家。去邻居家、去娘家、去
超市等地方，都是葛国美扶着婆婆
去。

葛国美话不多，但做事很细
心。每天晚上上楼睡觉前，她都会
打好一壶热水，放在婆婆房间的角
落里，方便她洗漱时用；每天早上又
会去拎婆婆用的塑料马桶，将它清
理、擦洗干净再放回原处。张桂林
说，老年人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儿女
只能迁就她。原本他想把母亲房间
搬到一楼，母亲却觉得老年人不可
动床，使用塑料马桶也是一样，觉得
用不惯抽水马桶。

今年上半年，葛国美患上了类
风湿性关节炎，手脚都出现了疼痛
的症状，便到富阳城区的医院住院
两周。前往医院住院的当天，葛国
美还是与往常一样，先做好早饭让
婆婆吃下，到了医院后常挂念着婆
婆。“今天做了几盘菜？都是什么
菜？”葛国美躺在病床上还在问张桂
林给婆婆准备的饭菜。张桂林说，
老妈也同样记挂着她，反复问“国美
什么时候回来啊”。

在张桂林看来，97岁的老人就
像是熟透了的老南瓜，若是有人好
好托举着，还能多长一段时间，要是
随它怎么长，可能就马上要掉落
了。所以，这两年他们照顾老人更
为小心，嘱咐老人不要随意出门，出
门一定要有人陪着；饮食方面也更
讲究，要有营养，也要适量。张桂林
希望母亲可以多活几年，这也是他
这个儿子最大的幸福。

“最美老年人协会会长”徐定锡
一年至少300天在老年协会
退休生活不比正常上班轻松

今年70岁的徐定锡，9年前从教师岗位退休，但这些年里他几乎没

有停下工作。退休的第二个月，他便受鹿山街道蒋家村村干部委托，管

理村里老年协会工作。一年365天里，除了春节放20天假、国庆节放1

天假外，其余时间都在岗，从未有休息天。儿子担心他过于劳累，常常会

劝他辞掉老年协会的工作，但他总说在家也是看看电视，不如为村里老

年人做点事。

老年协会管得井井有条
徐定锡接手村里的老年协会工

作算是“临危受命”。2012年，蒋家
村已建好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但因
管理方面的一些欠缺，中心始终未
能通过区级验收。能看不能用，不
仅让村里老人着急，村干部更是心
急如焚。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村
干部找到了徐定锡，请他务必出来
帮忙。抱着为村里做点贡献的想
法，徐定锡答应了村干部的邀请，担
任蒋家村老年协会会长。

制定规章、购买物品、补齐台
账……经过 7 个月努力，蒋家村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于 2012 年 10 月顺
利通过验收，这意味着村里 600 多
名老人有地方休闲娱乐，也有地方
吃到便宜又可口的午餐。尤其是炎
热的夏季，有空调的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更是受老人的追捧，时常早上6
点不到便有人到中心来占位置。

“里面有几张机麻，老人担心没

位置，一早就在门口等着。”徐定锡
觉得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还是希望
大家可以遵守早上6点半的开门时
间。若是有早来的老人，他会建议
对方先去玩一玩旁边健身器材，再
转到这边来。“打麻将有时三缺一，
有人会叫60岁以下的人来玩，这时
我也会提醒他们，这里是供60岁以
上老人休闲娱乐的地方，不然管理
就会是一团乱麻。”但不涉及原则问
题时，徐定锡还是尽量给予老人最
大的方便，他的公正处事方式也得
到了大家的认可。

要是有老人在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发生口角或是肢体冲突，也是由
徐定锡充当“和事老”的角色。徐定
锡说，有些老人越长越像孩子，言语
或语气上稍有不妥当的，就能相互
吵嚷起来。而事情往往是很小的，
比如一个老人去倒水，水不小心溢
到外面了，另一个说了一句类似责
怪的话语，两个人就能起冲突。“一
边要哄，一边要讲道理，通过这个方

式，大部分人都能冷静下来。”

老年食堂办得有声有色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老年食堂管

理也是徐定锡的一项重要工作。
老年食堂的定价不宜过高，又

要能让老人吃饱吃好，这需要花不
少心思。徐定锡曾当过学校的校
长，知道学校食堂运作的模式，便采
用招投标的方式确定采购的菜摊。
之后，根据一荤两素的营养搭配，列
出一周菜单，将菜单发至菜摊经营
者处，由菜摊经营者再上报菜价。
如果价格超过预算，他可能会对菜
单进行微调。

“每一次菜送来，我都要检查一
遍，看看菜新不新鲜，足不足量。特
别是肉类，少个一斤半斤，就要相差
几十块钱呢。”食堂是公家的，徐定
锡却算得比自家的还清楚。现在食
堂定价在2到3元不等，就餐人数在
20 到 30 人之间。很多人和徐定锡

说，他管理的老年食堂的菜品比人
家一顿七八元的还要吃得好。

老年食堂就餐对象都是70周岁
以上的人，所以他们平时有个头痛脑
热也是很正常的事。如果有老人出
现身体不适不能前去就餐的情况，徐
定锡就会联系村里的志愿者，请他们
给生病的老人送去中饭。“来这里就
餐的老人，我们都会发一张名片，上
面写个送餐电话。只要他们有这个
需求，我们就会及时送餐上门。”徐定
锡说，其中有一次给一位卧病在床的
老人送了几个月的中餐，给老人带去
了温暖，家属也减轻了负担。

除了常规工作外，徐定锡还会
定期组织一些娱乐活动，比如文艺
演出、趣味运动会等，以此来丰富老
年人的生活。徐定锡说，他自己就
是文艺爱好者，拉二胡、唱歌、排小
品都会，趁着重阳节、元旦等节日会
组织大家排练节目。“老年人的节日
就是应该这样，大家一起唱唱跳跳，
心态也会年轻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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