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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海卫双湖村：优美的自然风光最怡人
■全媒体记者

忠笑着说，这里自然环境好，
建设也很好，屋前屋后都种着
百年木板门，千载石板路， 花草，道路两旁绿树成阴，每
走进双湖村，你就会被一片古朴 年秋天随处能闻到桂花香。老
之风所吸引。这个湖光山色所怀 人们生活自然也好，长寿的老
抱的古村落，吸引着人们争相前 人很多，大家生活在这个古村
往，一探究竟。在湖边，经常可 很舒心。
以看见一些老人在饭后闲庭信
对于美丽的村庄，双湖村
步，吹着凉爽的湖风，感受着大 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王才忠也有
自然的美好风光，他们的晚年生 话说。他说，他们村历史悠
活是如此的惬意。
久，文化底蕴浓厚，自然资源
在村里土生土长的王长忠， 丰富，村里有许许多多的古建
今年 70 岁了，担任农民公寓的 筑，素有“慈溪小乌镇”之
保安。得益于平时的锻炼，王大 称。
爷的身体还是很硬朗，每天坚持
在村落环境建设方面，双
活动活动筋骨。一有空，王大爷 湖村也是下足了功夫。通过结
就会上山清理杨梅树，下地种蔬 合美丽乡村建设，在河道清
菜，有时在瓦窑头公园走走锻炼 理、庭院整治、路面绿化等方
一下，晚饭后去湖边散个步。
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做到
说起村里的养老生活，王长 了村内环境卫生整洁、村前屋
戎志虎

陈邦强

后水清澈、空气清新自然。
除了环境优美外，双湖村
还非常重视老龄工作，建了好
多个休闲公园，健身器材齐
备，三个老年活动中心设施齐
全，给了老年人修身养性好去
处。同时，每年组织老年人健
康体检，并组建多个老年文体
项目队伍，使越来越多的老人
走出家庭，加入健身行列。
这些年来，双湖村先后被
命名为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精
品村、浙江省休闲旅游示范
村、宁波市 3A 级景区村、慈
溪市生态村等多项荣誉。“现
在村里老年人很多，其中百岁
以上的就有两个，希望有更多
的长寿老人出现，让每个老人
老有所居、老有所养。”王才
忠说。

代言人：王长忠

“不是我自夸，我们村里环境好得很啊，有古镇、有
湖、有山，路面很干净，村里绿化好，空气清新怡人，很
适合老年人生活。平时有空时，人们在古村小路、双湖边
上走一走，不仅可以观赏美景，还可以舒坦心情，很惬
意。在我们村里，长寿的老人很多，希望大家都能长寿。”

一组数据
观海卫镇双湖村共有 2208 人，其中 60 周岁以上老人
565 人，80 周岁以上高龄老人 81 人，90 周岁以上高龄老
人 16 人，百岁老人 2 人，其中，80 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占
60 周岁以上人口比例达 14.3%。

崇寿傅家路村：环境养老服务两手抓
■全媒体记者 冯梦苓
蒋亚军
代言人：胡永品

“这几年，村里的环境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修铺了
道路，增补了绿化，还新建了公园以及健身步道，让我们
老年人多了不少去处。我们平日里吃完饭，沿着健身步道
散散步，既锻炼了身体，也放松了心情。另外，村里对老
年人的精神和身体健康都十分关心。老百姓日子过得舒
心，人自然就长寿了。”

一组数据
崇寿镇傅家路村共有 5388 人，其中 60 周岁以上老人
1516 人，80 周岁以上高龄老人 270 人，90 周岁以上高龄
老人 34 人，百岁老人 1 人，其中，80 周岁以上高龄老人
占 60 周岁以上人口比例达 17.81%。

困难的老年人缴纳医疗保险等
等。
“村里这么照顾，我们生
沿着崇庵公路一路往西进 活自然过得舒心了。”胡永品
入村庄，印入记者眼帘的是一 说，自打村里建好了健身步道
条条别具匠心的绿化带，一面 和主题公园，自己就养成了饭
面蕴含敬老、邻里和睦等主题 后或空闲时沿着健身步道散步
的文化墙以及干净的路面和墙 的习惯，约上几个好友一起走
角。一条 3 公里的健身步道， 走，既能放松心情，也能起到
沿着道路围绕健康主题公园而 锻炼的效果，身体自然硬朗起
建，这是村民健身散步的最佳 来。
场所。今年，这里还举办了傅
“为了提升环境，村里花
家路村首届健康文化节暨全民 了不少功夫。”傅家路村工作
运动会，受到了全村人的积极 人员介绍，单是推进基础设施
支持。
建设，就投入了不下千万元，
“这些年，傅家路村的变 不仅修复了破损的路面，还对
化真的很大，尤其是近几年 崇庵公路、房黄路江以及核心
来，很多泥路浇上了水泥，公 区块景观进行了提升改造，硬
园里、路边设计了漂亮的绿 化道路 4.8 万平方米，绿化 18
化，村里的下水道系统也进行 万平方米。另外，村里还抓住
了完善，下雨天也不怕积水 “ 健 康 村 建 设 试 点 ” 这 个 契
了。村中还请了保洁人员，角 机，完善养老基础设施，筹建
角落落都干干净净。我们的生 了健康小屋和村卫生室，打造
活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出行
更为方便。”胡永品是一名老
党员，有着 51 年的党龄，对
于这个自己生活了七十余年的
村庄，他有着很深厚的感情，
哪怕年逾古稀，也愿为村发挥
余光余热。
“这几个月，村里忙着土
地确权，我和几名老年协会同
志一起来帮忙了。”胡永品表
示，这些年，傅家路村的变化
是大伙有目共睹的，这里的变
化不单是指外部环境设施的提
升，还有对村内老年人的关怀
和照顾。每年村里会安排两次
义诊，免费给老年人检查身
体，平日会定期组织开展健康
讲座，给老人们科普一些实用
的养生知识，还为高寿、家中

健康的养老环境。
除此之外，傅家路村还有不
少服务老年人的项目，如村里设
置了 3 个老年活动室提供老年人
生活娱乐；组建健康生活指导员
队伍，聘请健康顾问，开展老年
健康工作；每年组织金婚 50 年
老人拍金婚照活动，每逢重阳
节、中秋节慰问 90 岁以上老人
等等。
“对于一些孤寡、行动不便
的老年人，我们村组织的志愿服
务队会定期上门提供打扫、理发
等服务，还会为老年人送餐。”
工作人员表示，经过多年的努
力，傅家路村先后被评为浙江森
林村庄、浙江省农村社区建设示
范村、宁波市级生态村、宁波市
千村绿化示范村荣誉称号，还入
选了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
村。“我们会继续努力，让这里
的老年人生活得更舒心。”工作
人员说。

银发老人
助力青少年向阳而生
■全媒体记者 陈思言
通讯员 叶培雪 周风
本报讯 青少年是一个家
庭的希望，是一个国家的未
来。近年来，日益凸显的青少
年心理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
关注。日前，由市关心下一代
志愿者协会、市银辉志愿者协
会联合举办的青少年心理调适
讲座在市老年大学开展，呼吁
老年人发挥余热，聚焦儿童青
少年心理健康，共同参与孩子
的成长。
当天，市关心下一代志愿
者协会会员、市老干部银辉志
愿者、城区老教师志愿者等
50 人应邀参加，现场座无虚
席。从多动障碍讲到学校恐惧
症，从抑郁症讲到强迫症，市
第七人民医院院长邹军辉通过
生活中的真实案例，讲述了青
春期的孩子容易出现的不同品
行和人格障碍等心理问题。一
个半小时的时间里，老人们聚
精会神地听着，有的奋笔疾书
做着笔记，有的用手机记录讲
座内容。
“邹院长讲的内容都很实

用，为以后开展志愿活动提供了
理论基础和正确的应对办法。”
市关工委青少年心理咨询工作
室的成员陈亚丽告诉记者，在
进校园给青少年开展讲座的过
程中，他们发现不少青少年心
理问题萌芽于家庭，所以不论
是对孩子还是监护人的心理辅
导迫在眉睫。监护人在平日与
孩子的相处中，一旦发现反常
举动，应及时沟通，找出问题
的“根源”所在，并进行纠正和
引导。
家是孩 子 的 避 风 港 ， 也 是
启迪孩子心智的温床，因此家
庭肩负着关爱青少年心理成长
的 重 任 。“ 爷 爷 奶 奶 或 是 外 公
外婆带孩子是当下社会的普遍
现象，长时间的相处也使他们
更容易发现孩子的心理变
化 。” 市 关 工 委 的 相 关 负 责 人
表示，“4+2+1”的家庭模式让
祖父母成为了带孩子的“主力
军 ”， 希 望 通 过 此 次 心 理 讲
座，为这群银发主力军普及心
理学知识。
老有所为、夕阳无限，让大
手牵起小手，帮助青少年向阳而
生。

迎风流泪、眼睛干涩……

小心，秋冬眼睛也会“感冒”
■全媒体记者 毛敏敏
通讯员 王群

冷得“感冒”的症状。
病理性 病理性的流泪多由
于眼部炎症、外伤、肿瘤等造成
本报讯 冷空气一波接着 泪道阻塞而导致，根据泪道狭窄
一波，每天清晨去峙山公园锻 程度的不同，分为不完全或完全
炼的徐伯伯突然发现，这些天 性的阻塞。
自己的眼睛被风一吹就开始流
那么，对于老年人由于泪腺
眼泪，无奈的他只好去医院检 和泪道功能退化生理原因导致的
查下出了什么问题。
秋冬眼睛“感冒”流泪症状有啥
正在慈溪明光眼科医院坐 应对措施呢？沈医师建议：
诊的嵊州沈氏眼科沈亚玲主治
老年人寒冷天气外出应做好
医师接诊了徐伯伯。沈医师 眼部防护，大风天气最好减少出
说，秋冬季节天气寒冷，很多 行，可以尝试在家热敷眼睛或出
人一到户外，被风一吹，眼睛 门配戴防护眼镜等措施来缓解症
就开始流眼泪，尤其是骑车的 状。平时要注意个人卫生，不要
时候感觉更明显。流泪可能会 随意用手揉眼睛，避免感染结膜
引起视物模糊，于是大多数人 炎等。
的本能反应总是去擦眼睛，如
迎风流泪在老年人中比较常
果不注意就很容易导致感染。 见，若鼻泪管是畅通的，也有可
这种迎风流泪的症状可能不是 能是患了沙眼或是慢性结膜炎，
什么特别大的毛病，但对很多 遇冷风、受刺激，眼睛都会流
人来说确实很困扰。
泪。沈医师建议这类人群去医院
为什么眼睛会流眼泪呢？ 确诊之后再治疗。还有，很多老
沈医师告诉徐伯伯，首先有以 年人可能泪道通畅，但不管出门
下两点。
与否，总是存在流泪的情况，这
生理性 生理性的流泪比 可能与年龄增长引起眼睑松弛从
较常见的像平常的哭，由于泪 而导致泪小点位置异常或泪道功
腺突然分泌大量的泪液以致超 能不全有关，这时也应根据不同
过了正常泪道所能吸收的范 病因进行治疗。
围，因此就会流出眼表，也就
是眼泪掉下来。像徐伯伯这样
的冷天一出门就见风流泪，好
多也是由于泪腺受到冷空气或
风的刺激，反射性地引起泪液
分泌增多，而泪点和泪小管受
冷刺激后发生痉挛性收缩，使
得泪液吸收的量又变小，因此
就会使得多出的泪液流出眼
表，简单点说，这也是眼睛受
太阳的女儿 光明的使者

本栏目由慈溪明光眼科医院 协办

观海卫卫山公园活跃着一支老年腰鼓队——

和谐红鼓 敲出精彩 跳出健康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岑孟儿
本报讯 近日，在观海卫
镇卫山公园举行了一场广场舞大
赛，在 14 支参赛的舞蹈队伍
中，观海卫和谐红鼓协会创作表
演的《红色娘子军》获得了第二
名，她们的舞蹈不仅跳出了精
彩，也赢得了观众的掌声。这支
成立两年多的腰鼓队，时常在各
地演出节目，队员们跳出了快
乐，跳出了健康，难能可贵的
是，还跳出了爱心。

作为协会会长，现年 59
岁的林红飞对这支腰鼓队有着
很深的感情。退休前是做会计
的，因为工作等原因，颈椎有
毛病，手比较难抬高，而且睡
觉也不能侧翻，影响到了生
活。退休后，她经常来公园走
走，发现有一群老人在跳腰鼓
舞，心里痒痒也想试试，于是
就慢慢融入了进去。
“跟着大姐们跳了半年，
我的颈椎毛病好了，不仅手能
抬高了，睡觉也舒服了。”林
红飞说，跳了一段时间后，她

就有了组建一支腰鼓队的想
法，前年 3 月成立，起初有 30
多位队员。经过两年多的发
展，队员已有 70 多人，都是
家住附近的中老年妇女。
60 岁的胡意芬已经跳了
两年多的腰鼓舞。她说，刚开
始打腰鼓也是为了治好颈椎
病，后来颈椎毛病果然好了，
越来越喜欢这项运动了。现
在，团队里有好几个舞蹈节
目，如 《开门红》、《红色娘子
军》、《绿旋风》 等，都是她们
自编自演的。

69 岁的吴夏仙年轻时也
打过腰鼓，之前一直在公园山
上打太极拳，后来发现山脚下
的公园里有很多人在打腰鼓，
便也加入了进去。因为有一点
基础，没几天练习下来，就能
跟着表演了。
韩静儿阿姨也说，她打的
时间短，才一年多，队员们都
很热心，不仅互帮互助，而且
投入公益事业，很有奉献精
神。比如，队伍将比赛得来的
奖金以及商业演出获得的收
入，都拿出去慰问困难老人，

还经常带着节目去周边乡镇的敬
老院、村日间照料中心看望老年
人，希望能带动更多人来做公益
事业。
如今，这些腰鼓队成员每天
早上都会相聚卫山公园，坚持练
两个小时，遇到下雨天，就去卫
东村的惠民楼练习。一旦遇上有
表演、比赛的时候，晚上还会在
公园里加紧彩排练习。队员们都
说，这支腰鼓队，就像一个大家
庭，大伙从不认识到认识，彼此
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她们在这
里都很开心。

老有担当 宣传禁毒
近日，龙山镇禁毒办在海甸戎村开展“拒绝毒品，共建无毒
家园”禁毒宣传活动，不少老人认真地阅读着禁毒宣传折页上的
内容，他们纷纷表示，毒品危害社会破坏家庭，回去以后要积极
宣传，提醒年轻人远离毒品。
■摄影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应佳欢

本版联系记者 戎志虎 联系电话：63014341
投稿邮箱:553277408@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