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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事

杭州市富阳区

“最美敬老爱老示范乡镇（街道）”

春江街道办事处
场口镇人民政府

杭州市富阳区

“最美敬老爱老示范村（社区）”

富春街道城西社区居民委员会
鹿山街道南山村村民委员会
银湖街道洪庄村村民委员会
大源镇新关村村民委员会

环山乡诸佳坞村村民委员会

杭州市富阳区

“最美老年食堂”

富春街道方家井村老年食堂
新桐乡江洲村老年食堂

新登镇登云社区老年食堂
渌渚镇六渚村老年食堂
里山镇民强村老年食堂

杭州市富阳区

“最美敬老幸福家庭”

东洲街道 张桂林家庭
春建乡 王松玉家庭
大源镇 蒋胜洪家庭
常绿镇 宣珠兰家庭
湖源乡 洪兴妹家庭

杭州市富阳区

“最美长者”

东洲街道 陆春娣
春江街道 董柏源
银湖街道 张泽胜

胥口镇 徐江洪
常绿镇 章东根

杭州市富阳区

“最美老年人协会会长”

鹿山街道 徐定锡
灵桥镇 钱洪良
渔山乡 金国权
上官乡 陈英彩
洞桥镇 袁大伟

杭州市富阳区

“最美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

春江街道 张善国
东洲街道 周玉萍
永昌镇 骆元雪
龙门镇 孙广平
万市镇 邵群芬

杭州市富阳区

“最美敬老医护人员”

银湖街道高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何萍霞
新登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杨 艳

里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杨玉成
场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赵 丽

常安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陆观珠

杭州市富阳区

“最美养老护理员”

新登镇 袁燕华
胥口镇 汪满红
灵桥镇 苏云娣
场口镇 叶华兰
洞桥镇 徐慧珍

“最美养老护理员”徐慧珍
用一颗对待公婆的心
照顾养老院的老人们

今年58岁的徐慧珍是洞桥养老院的护理员。对于进养老院工作的

时间，徐慧珍几乎是脱口而出，“2018年3月8日，至今已有3年零7个

月”。或许有人会觉得护理员的身份不够体面，有些羞于启齿，但徐慧珍

从不这么认为，反而有一种特殊的珍惜与喜爱。

这种不一样的情感背后与个人经历有关。她说，自她嫁给丈夫后，

一直在照顾年迈的公公婆婆，直到前几年，年过九旬的公公婆婆相继去

世。后来，无意中接触到养老院的老人们，看着他们便会想起去世的公

婆，自然就有了怜悯之心。“既然在家也没事，就想着去照顾那些可怜的

老人，让他们最后的日子过得舒服一些。”

“奶奶，门口挂着气球的
就是你的房间”

2018年12月，洞桥养老院住进
了一位85岁的老奶奶，患有严重的
老年痴呆，生活完全无法自理。徐
慧珍除了细心照顾老奶奶的生活
起居外，有空还会与她一起玩玩扑
克牌、陪她一起在院里散散步。“玩
扑克牌的时候可以让她认认字，散
步的时候可以让她找找房间、食
堂。”她相信老奶奶的情况会好起
来。

一年之后，老奶奶的情况确实
有了好转，能自己吃饭，能出门活
动，但还是有一个大问题：不认识自
己的房间。根据长时间的观察，徐
慧珍发现老奶奶对数字没有任何的
记忆，她只能想其他方式让老人对
自己的房间加深印象。后来，徐慧
珍找来了一只气球，并将它挂在了
老奶奶的房门口。“奶奶，门口挂着
气球的，就是你的房间，你要记住
啊。”这个办法果然奏效了。

无论转到哪个角落，老奶奶总
能找到这个醒目而又让人感到温馨
的气球。

2019 年底，老奶奶的家人接她
回家过年。原本计划回家 3 天，然
后送回养老院。但由于女儿舍不得
她，便多将她留在家住了一段时
间。后来，便因为疫情影响，老奶奶
一直回不了养老院，只能在家待了3
个多月。等徐慧珍再见到老奶奶

时，她背部已有一个碗口大小的压
疮，皮肤溃烂，深可见骨。徐慧珍心
疼得差点流下了眼泪。

一阵慌乱之后，徐慧珍联系在
杭州医院做护工的姐姐，向她打听
护理压疮病人的方法。姐姐给她
说了一个“偏方”：先用棉签蘸一点
茶叶水涂到伤口周围，再用热锅里
熬过的菜油抹到伤口上。按照姐
姐说的办法，徐慧珍每天从家里熬
一点菜油带到养老院，并且尽量让
伤口通风，不让衣服、被子等捂
着。在徐慧珍的精心护理下，老奶
奶背部的伤口慢慢缩小，长出粉嫩
的新肉。

伤口虽在愈合，但这次入院后
老奶奶再也没下过床，死亡还是离
她越来越近。不久后，老人过世
了。为了避免自己再伤心，徐慧珍
删了手机里最后一张老人的照片，
也代表着这辈子的缘尽。

弄大便像弄泥巴一样
一点不怕脏

养老院里的护理员并不只照顾
一位老人，有时照顾十几位，有时照
顾七八位。徐慧珍现在照顾着十几
位老人，这说明她管理的老人大部
分生活可以自理，但其中总会有患
老年痴呆的老人。

这一类老人的情绪是不可控
的。徐慧珍曾经照顾过一位 90 多
岁的老奶奶，她因无法接受失去儿

子的事实，时常会不分昼夜地大哭
大闹、大喊大叫。徐慧珍知道丧子
之痛谁都承受不了，理解老人情绪
的崩溃以及一系列极端的行为。每
每这时，她会走到老人身边，轻轻抚
摸她的手，说道：“奶奶，失去儿子，
谁都会心痛，到了现在也没有办法，
只能你保重身体。我们也会像你儿
女一样，细心用心地照顾你，你就放
心好了。”时间长了，徐慧珍的手像
带着魔力，一碰到老奶奶的手，老奶
奶的情绪便会平复一些。

徐慧珍说，有两个老年痴呆的
爷爷，碰到一起就要打架，而且还不
肯洗澡，身上臭气熏天。“其中一个
自己饿不饿都不知道，给他一碗饭
吃一碗，给他三碗饭吃三碗。”照顾
的时间长了，徐慧珍知道他只能吃
一碗饭，吃多了就会拉肚子。“大便
拉在身上是常有的事，我弄大便就
像弄泥巴一样，一点都不怕脏。”洗
完澡后，又给他换上干净的衣服。
徐慧珍会不厌其烦地教他们洗澡、
换衣服。有时还会“威胁”他们一
下：“你们要是再不洗澡，你们房间
我都吃不消走进来了。”说着说着，
慢慢也有用了，现在只要徐慧珍一
拿衣服，他们就会在屁股后面跟着，
知道是洗澡的时间到了。

按照规定，徐慧珍一周休息一
天，每次休息完再回去上班时，两位
爷爷就会在大门口迎接着她，尽管
没有语言的交流，但她懂得爷爷们
也在牵挂着她。

新闻集束

记者 温欣欣王杰 通讯员 袁国育摄影 陈恒

在永昌镇永昌村、长盘村交界处，有一片山
头，曾经被村民们戏称为“烂田坞”；如今蝶变为

“蓝田湾”——数百亩稻田一片金黄，风吹稻花香。
据长盘村村民介绍，曾经的这里，土壤泥泞、

老百姓种植农作物时会陷入很深，而且山头荒
地、杂草及无人打理的林木交杂，很不美观，老百

姓都叫这里为“烂田坞”。
如今，这片山头却焕然一新。记者在现场看

到，连片的金黄梯田水稻，风景极好。如果在日
出日落时按下快门，定能收进一片丰收好景。

永昌镇相关负责人说，这一蝶变得益于永
昌林场（海绵水田）项目。此项目共分三期，囊
括周边 100 亩茶园、笠帽坞水库、永昌庄园等
地。其中，一期项目于 2016 年立项，包括永昌

林场垦造水田项目 2016 及永昌林场旱改水耕
地质量提升田项目 2016 等；二期为永昌林场
垦造水田项目 2018，于 2018 年立项；三期项目
包括永昌林场垦造耕地项目 2015 及永昌林场
旱改水田项目 2018。目前，一期、二期已完成
验收，并种植水稻约 233.1 亩；三期项目正有序
推进中。

昔日荒山成绿洲 今朝蓝田筑富仓

永昌镇：“烂田坞”变“蓝田湾”

通讯员 赵晟

今年以来，万市镇依托党群服务中心，以志
愿服务为切入口，统筹现有队伍，整合多方资源，
组建“五色志愿服务队”，实现“党建引领+共同治
理+多方参与”的服务新模式。常态化深入开展
政策宣传、医疗服务、关爱留守人员等志愿服务
活动，在全镇范围内营造“志愿服务为大家”的良
好氛围。

“红色党员志愿服务队”充分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在迎战台风

“烟花”时，党员志愿者挺身而出，让群众在汛情
面前感受到来自党组织的温暖。“粉色巾帼志愿
服务队”在疫情防控、人居环境整治中总能看到

“粉色巾帼志愿服务队”的身影。同时，她们还积
极推动“妇女之家”建设，丰富广大妇女的精神文

化活动。“绿色青年志愿服务队”由辖区内热心
公益事业的青年组成。定期开展少儿特色手绘
课堂、看望退役老兵、垃圾分类宣传等多项志愿
活动。“蓝色劳模志愿服务队”依据各类劳模的
工作经验，分类开展志愿义诊、农技培训、党史
专题宣讲等活动。“银色老年志愿服务队”由镇
退休干部自发组建，他们主动协助“四个平台”
做好护校安园、集镇商铺秩序管理和矛盾纠纷
化解等工作。

点点微光，汇聚大爱。万市镇负责人说，“五
色志愿服务队”是邻里眼中的小能手，是村民眼
中的热心人，他们以踏实肯干的作风、乐于助人
的品质赢得了万市老百姓的一致好评。

万市镇：“五色志愿服务队”用“五色光芒”温暖人心

■鹿山街道
召开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通讯员 俞程飞）10月11日下午，鹿山街
道召开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对垃圾分类投放、收
集、运输等工作进行部署。会议就进一步完善街道
垃圾分类、夯实工作责任、完善设施设备、密切协作
配合、强化宣传报道、垃圾分类意识等方面进行强
调。会议要求街道垃圾分类专职员继续加强垃圾分
类科学管理，及时调整和优化工作机制与方法，进一
步细化垃圾分类标准，加强垃圾分类检查、考核、评
价等工作，实实在在把垃圾分类工作落到实处。

下一步，街道将聚焦问题、精准施策，完善分类
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等关键环节，运
用动态量化考核、交叉督查、暗访约谈、月度通报、新
闻曝光等措施，做到以督促改，确保街道垃圾分类工
作扎实有效推进。

■灵桥镇
禁毒宣传走入职工嘉年华

本报讯（通讯员 马丽）日前，灵桥镇禁毒办以
“共迎亚运 书画灵桥”职工嘉年华活动为契机，举办
一场娱乐、禁毒两不误的宣传活动，大家在积极参加
趣味运动的同时，接受了一次禁毒知识教育。比赛
现场，禁毒办工作人员通过摆放禁毒模具、宣传展板
及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他们介绍毒品的种类、吸
食毒品后带来的危害，讲解禁毒相关法律法规，告诉
他们要学会拒绝毒品。

此次禁毒宣传融入职工嘉年华活动，既有趣味
性又有知识性，在锻炼了身体的同时，还激发广大工
会职工参与禁毒斗争的积极性，为营造全民禁毒奠
定坚实的基础。

■环山乡
开展农贸市场大整治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王宇虹）近日，环山乡城建办联
合区城管局、环一村干部在全乡范围内开展为期一
周的农贸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行动重点整治商铺不统一、不规范亮证照，
市场环境卫生脏乱差、保洁不彻底，市场物品堆放
乱、超出摊位（门店）范围经营、占道经营、广告乱张
贴、乱搭盖、乱悬挂、电线乱拉挂，活禽销售“三区”分
离不规范，车辆乱停放、随意进入市场交易区等问
题。同时，针对严峻复杂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环山乡认真贯彻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立即响应
制定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防控方案，落实落细分组
分工工作责任，全力做好防控工作。

如今的蓝田湾曾经的烂田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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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起，富春山馆将举办富阳首届老年书画摄影

大赛作品展，为期10天，有兴趣的市民可前往观看。时

间为上午9点至下午4点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