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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YAO RIBAO

■本报通讯员 胡仲光

每天早上，在城区的江边公
园，总会出现一支衣着靓丽、动作
矫健、活力四射的健身队伍，这就
是近年来在余姚小有名气的女子阳
光健身队。领队的是一名退休干
部，现任舜南社区银辉志愿服务大
队大队长的林培华。

说起林培华，了解她的人总会
把她与女汉子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她性格热情豪爽，办事干脆利落。
不过，与她打过交道的人还有一个
感受——与人相处特别细心和善，
乐做公益爱奉献。

女子阳光健身队是她倾注了大
量心血的得意之作。20年前，热
爱运动的她每天都要到江边或公
园，踢踢腿弯弯腰，与一起锻炼的
大妈大嫂们混得像姐妹一样。一
天，有人提议成立一支健身队，得
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但群龙不能
无首，她也因此成了健身队的热心
牵头人，添置设备，编舞排练，统
一服饰……大小事情，亲力亲为。
20多个年头过去了，新队员变成
了老队员，中年人变成了老年人，
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林培华带着
这支队伍，从做健身操、跳广场
舞，到走健身长龙……从公园跳到
了舞台，从余姚小城跳到了宁波大
都市，跳进了千家万户的电视屏
幕。一些老队员说，跟着林队长天
天收获着健康和快乐。

林培华也是个乐做公益的人。
她平时常说，做人要懂得知恩图
报，她这样说也这样做了。

2019年 6月，按照市里统一
规划，她所居住的舜南小区进行升
级改造，她亲眼目睹工地里的外地
民工每天起早贪黑，肩扛手拉，把
原来脏乱不堪的老小区硬生生换了

一副整洁美观的新
面孔。而这些民工
在长达半年的时间
里，天天住工棚吃
快餐，生活十分艰
苦。人心都是肉长
的，就在工程快要
结束时，她自己掏
腰包出资1000多
元，买来鱼、肉、
鸡等食材，动员志
愿队的姐妹们和小
区居民到她家帮
忙，一起包饺子，
炒菜煮饭。满满一
桌丰盛的午餐，民
工们吃得笑容满
脸，连连道谢。此
事被媒体得知后，
专门派人作了采
访，浙江电视台钱
江频道“范大姐帮
忙”栏目也作了详
细报道。

今年年初，一
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
生活节奏。人们宅在家里不敢出
门，但林培华想的是自己能为疫情
防控做点什么。人家在家看电视，
她却主动跑到社区书记办公室请
缨，表示只要防控需要，随叫随
到。

那些天，她不顾个人安危，天
天往社区跑，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
排摸分析，探讨对策。“清楼排
摸”时，她带十几位志愿者，从一
楼跑到五楼、从公寓再到别墅，挨
家挨户，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为
疫情防控管理提供了依据。

疫情初期，她迅速在微信群及
朋友圈里发出信息，要大家别恐
慌，少出门，管好家人，保护自

己。“群防群控阻击战”打响后，
林培华一马当先冲向战场。刚开
始设卡点时，一些居民由于不适
应、不理解而埋怨不断，她总是
耐心解释，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人手不够，她就利用朋友圈，
发动大家共同参与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斗。

防疫期间，她接到和处理过无
数个这样的电话：“华姐，帮我看
一下这幢楼返姚人员、出租房和空
闲房的情况。”“阿姨，我们可不可
以回姚了啊？”“培华，我今天身体
有点不舒服，你能帮我问一问范医
生吗？”“队长，我口罩没有了，你
能帮我弄几只吗？”《党员夫妻在卡
点》《社工坛坛》《“管家”宓忠

标》《舜南总动员，齐心打硬仗》
《银耀舜南》……利用空隙，林培
华还用文字记录了一个个逆行者美
丽动人的故事。

林培华曾对笔者说，她退休后
一直没有空闲过，有时甚至比上班
还忙。孙子说：“奶奶，您站岗要
小心哦！”儿子说：“老娘，侬悠着
点！”老公说：“老太婆，阿拉屋里
侬最忙！”她说：“忙虽然忙，但每
天总能享受到充实的快乐！”

一颗公益心 点燃夕阳红
——记林培华的退休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张 辉）每天早上6点
多，黄家埠镇回龙村的门球场就热闹起来了，
该村老年门球队队员在依次交替击球，相互进
行比赛。“每天打几场球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如果一天不打，就浑身不舒服。”81岁的队长
何水龙说，运动而有闲，用力而有节，快乐而
不激，用心而不苦。

2004年，看着周边乡镇老年人开始打门
球，回龙村退休老师何乃铭在回龙村党总支的
支持和帮助下，组织成立了回龙村门球队。门
球这项运动看似仅仅用球杆击球，却需要长期
的练习，对球的控制需要推、击、挑、送，对
大脑和身体协调性有着不小的考验，是一项体
力与智力并用的对抗性运动。刚开始时，队员
们从最基本的握杆、击球、送球、过门、占
位、压线、撞柱等动作入手，反复练习，慢慢
地，大伙儿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几天不打球心
里会不舒服。一些人在运动中锻炼了身体，感
受到了乐趣，技术也越来越熟练。如今，只要
不刮风下雨，门球队员都会准时来村门球场活
动，家里有事来不了的，还会特地打电话请
假。

在锻炼的同时，回龙村门球队在回龙村的
支持下，在派队员前往市里培训学习的同时，还
组织队员走出去，前往牟山、马渚、梁弄、陆埠、
丈亭等兄弟乡镇进行门球比赛交流活动。回龙
村门球队不仅获得过第一名，更重要的是以球
会友，促进相互了解，增进友谊。

为了让老年人能开心快乐地玩门球，回龙
村党总支、村委会给予大力支持。2004年，
该村就为老年人建设了沙地门球场，使得门球
队有活动基地。同年，在建设村文体中心的同
时，又投入资金对门球场进行了改造，建设完成
草皮门球场，让老人们玩得开心。2019年，再
次投入15万元对门球场草皮、地坪、周边设施
等进行改造，给老年人创造舒适的健身锻炼环
境，让他们充分享受健康的老年生活。

回龙村老年门球队也始终受到黄家埠镇回
龙村企业家的关注。余姚市矿用电器厂、宁波
格莱特休闲用品有限公司、余姚荣盛毛麻有限
公司、余姚市国力通讯有限公司等企业出资，隔
年邀请周边乡镇老年门球队前来黄家埠镇回龙
村，搭建
了一个让
他们老有
所为、老
有所乐的
舞台。

回
龙
村
有
支
快
乐
老
年
门
球
队

近年来，我市的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迅速，几家大医院旧貌换新
颜；社区和乡镇医疗机构也得到充
实和改善，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与日俱增。但笔者结合自身经历，
认为在便民医疗方面，特别是方便
老年人医疗服务方面，还可以进一
步提高。现建议如下：

一、医疗系统进一步完善体检
值班制。众所周知，饥饿可引起低
血糖，严重的可致生命危险，特别
是糖尿病患者。但医院体检，空腹
抽血、B超之类的体检项目一定要
等早上八点上班后才进行，人多排
队长的要到九点才能进食，因此个
别老年糖尿病患者有早起早用餐习
惯的，有苦难言。笔者是企退人
员，患有“三高”，两年轮到一次
体检，曾因空腹肚饿、头晕发生低
血糖而放弃空腹体检项目。也曾因
天冷体检患过感冒。故建议空腹体
检项目是否可安排专人提前一二小
时值班，体现医院人性化服务和关
怀！此外，体检时间可否避开寒冷
季节？

二、几家大医院相继搬离市中
心，老城区老年人患急病、重病送

医院抢救不方便，能否完善老城区
的医疗布局？比如加强老城区的医
疗设施和技术力量，开设夜间急
诊，添置设备以备不时之需，等
等。

三、让市民就近就医。逐步加
强和充实社区卫生服务站和乡镇卫
生院的医疗设施和技术力量，比如
组织轮岗培训、开展联合门诊、邀
请专家巡回指导、举办科普讲座
等，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就诊常见
病和慢性病，以减轻大医院人满为
患的压力。

四、进一步普及和提高卫生防
疫工作。例如流感疫苗的接种宣传
有待进一步普及，不少市民尤其是
老年人尚不知情，孩子和老人接种
率不高。去年笔者兴冲冲地去接种
流感疫苗，却被告知无货。建议防
疫部门备足疫苗，广泛宣传接种重
要性，扩大知晓率。

便民医疗请多为老人着想
黄承漳

■本报通讯员 王文苗

“养兰花不仅能养生，还能养
心。每天看看兰花，即便是足不出
户，也不会感到寂寞。”昨天上
午，在谈到养兰花的好处时，市兰
花协会会员吕清鹤如是说。

今年69岁的吕清鹤是低塘街
道低塘村人。他做过油漆匠，也办
过企业。2010年，吕清鹤把经营
企业的重任交给儿子以后，就开始
了养兰的晚年生活。

“当时连兰花有哪些品种都不
知道，每天上兰花网浏览。”吕清
鹤说，“后来才慢慢知道，兰花有
春兰、蕙兰、剑兰、墨兰、寒兰等
五大类几十个品种。”为了收集栽
培这些兰花，吕清鹤经常到各地走
访兰友，购买兰花，有时10多天
不回家。

“现在家里已经有300多盆兰
花了。”吕清鹤开心地说，“每天守
着这些兰花，剪梗、分株、浇水、
施肥、除虫、灭菌……不但美化了
家园环境，还增添了生活的乐趣。
特别是花开的时候，清香阵阵，使

人心旷神怡。”
2005年，经朋友介绍，吕清

鹤加入了市兰花协会。从此，吕清
鹤经常和一些新结识的兰友一起喝
茶、聊天、赏花，学习、交流养兰
花的经验。每年年末，是兰花花开
得最多的时节，他家院子里各种兰

花一起绽放，煞是好看。一些兰友
从各地过来观赏，吕清鹤都会热情
接待、倾囊相授。养兰的共同爱好
和兰友炽热的情谊交融在一起，成
为老人晚年生活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线。

“近10年的养兰经历，让我体

会到了什么是老有所乐，什么是老
有所学。”吕清鹤说，当他看到自
己亲手栽培的兰草，兰芽出土、展
叶，花蕾初萌、敞开，兰圃里传来
幽幽兰香时，就能体会到意想不到
的成功和快乐。同时，他越养兰越
觉得养兰学问之深，多年来，他在

“学”字上狠下工夫，多学习，多
向兰友请教，从中感受中华兰文化
的博大精深。

近年来，吕清鹤栽培的兰花频
频获奖。如在我市第十四届、第十
五届、第十六届、第十七届、第十
八届兰花展览会和市兰协第六届蕙
兰展中，吕清鹤栽培的“龙字”

“四明佛光”“清鹤素”等兰花获得
了金奖、银奖。而吕清鹤总是把获
奖作为自己不断学习、不断进取的
际遇，努力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
丰富多彩。

吕清鹤：以兰为友享晚年

吕清鹤在察看兰花的生长情况吕清鹤在察看兰花的生长情况。。 通讯员 王文苗摄通讯员 王文苗摄

近日，武术爱好者在凤山街道城东广场进行了 24 式太极拳、扇子
舞、舞剑等项目的表演，展示了中国传统武艺的魅力。

通讯员 陈仰洲摄

传统武艺表演

■本报通讯员 邹永灿

本月初，家住阳明街道龙泉社
区山西新村的王老太家门口的路灯
不亮了，影响了周围10多户居民
的日常出行。热心的她马上打电话
向路灯管理单位反映情况，两天内
管理单位派人来修好了。

这位王老太叫王瑶琴，今年已
经95岁了，是市教育局的退休职
工。老人有6个子女，四代同堂，
儿孙们住在本市和上海、杭州等
地，他们对老人非常孝敬，常常接
到家里吃饭或是出外旅游。但老人
喜欢独自居住在山西新村，有一位
住在附近的阿姨，每天给她准备好

一日三餐，平时孩子们常来看望、
照顾。

王老太生活俭朴，不乱花钱，
但对公益事业却很积极。年初，为
支持抗击疫情，她捐资500元交到
社区领导手里，还买了一箱酸奶和
一箱饼干，叫她的小儿子送给小区
防疫的志愿者。前不久，她家旁边
的一块墙门宣传对联的底部松动
了，有安全隐患，也影响道路美
观，她就从家里拿了锤子和铁钉，
请小区里的年轻人钉牢这块宣传
板。王大妈爱清洁，经常拿起扫
帚、畚斗，清扫门外的大楼过道。
门外道地旁5个小窨井常被污物阻
塞，有时有飞虫或爬虫，她拾起人

家装修丢弃的地砖盖好，这样不影
响道地落水，也有利于保持环境卫
生。楼下有一户人家的厨房间，常
有废油流到窗门外，影响外面墙壁
宣传栏的形象，王老太就向住在隔
壁楼的社区党员阿萍反映情况，阿
萍拿来布条放在这个住户的窗门
内，废油就不外流了……

除了做公益，王老太对弱势群
体也很关心。以前她住在笋行弄居
委玉兰堂时，隔壁住的一对母子生
活贫困，根据他们家的情况，她认
为可以得到政府补助。她建议其子
向居委和有关部门申请，告知详
情。结果这对母子在居委的重视下
得到了政府的经济补助，减轻了压

力，这家人非常感谢她。这户人家
的老母亲80多岁去世后，她60多
岁的儿子因患气喘病不能正常干活
而宅家，王老太每天给这位邻居送
去一水壶茶水。一天，王老太去送
茶水时邻居没有来开门，原来他已
去世。在居委的关心下，王老太主
动承担起料理丧事的工作，还与邻
居们一起出钱为其做墓，把丧事料
理得井井有条。

九旬老太乐行善

林培华林培华（（左二左二））在舜南社区与志愿者一起包饺子在舜南社区与志愿者一起包饺子。。 通讯员 茅醒凤摄通讯员 茅醒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