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尊老敬老一直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是九九重阳节，在这个
专属于老人的节日里，YMG全媒体记者走访了
两位百岁老人，看看他们的幸福生活。

102岁老人孙淑兰

还能穿针引线做手工

莱山区绿色家园41号楼就住着这样一位
百岁老人，她叫孙淑兰，今年已经102岁了。昨
天上午，记者在孙淑兰老人的儿子杨吉越家里
见到了这位身体硬朗、面色红润的百岁老人。

“我婆婆头脑很清晰，一点不糊涂，记性比
我都好，除了耳朵有点背，身体没啥大毛病，能
吃能睡。老太太一辈子勤快，干净利索。”孙淑
兰老人的儿媳妇陈克珍这样对记者说。盘腿坐
在床上的孙淑兰老人虽然已是满头银发，但气
色红润，看上去精神头很好，衣服和床铺都收拾
得干干净净。

杨吉越告诉记者：“我老妈46岁那年才生
的我，那时家里条件不好，我们兄妹四人经常
吃不饱，我老妈当年生我坐月子连个鸡蛋都吃
不上，月子没坐完就下地干活了，这辈子吃了
不少苦，遭了不少罪，好在身体一直没啥大毛
病，这辈子几乎没吃过药，平时头疼感冒都很
少有。她特别好强，年轻时很能干。我父亲64
岁就去世了，那些年我老妈一直都是一个人生
活，自己做饭洗衣服料理家务，一辈子爱干净，
自己过时也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两年前走
路时不慎绊一跤把腿摔断了，这才跟我们一起
生活。”

孙淑兰老人生活很有规律，早上六七点钟
起床，晚上八九点睡觉，每天早上一个水煮蛋两
块桃酥，平时不爱吃大鱼大肉，饮食很清淡，不
爱吃咸，从年轻时就喜欢吃蔬菜水果，偶尔吃点
羊肉，每天蔬菜最少三样，水果也是三四种。别

看如今已经102岁了，饭量却一直不小，到现在
一顿还能吃十个大饺子，吃馄饨就得一大碗。
老人有个饮食习惯，那就是一日三餐不管吃
什么饭菜，地瓜少不了，每次吃两块，这么
多年都是如此，老人至今没有其他老年人
经常患的便秘，地瓜是家中常年必备的食
物。

儿媳妇陈克珍说，老人性格开朗，没
骨折时每天都喜欢出门散步、晒太阳，和
老伙伴聊天。有时看看电视，整天闲不
住，就是不愿意待在家里。尤其让记者
感到意外的是，老人现在还能自己穿针
引线做手工，而且眼不花手不抖，做起
针线活来有模有样，盖腿的小被子就是
老人自己缝补的。怕记者不信，老人还
让儿媳妇拿出针线包，当着记者面做起针
线活儿来，那手眼灵活的样子一点也不像
是一个已经102岁的老人。

说起孙淑兰老人的长寿秘诀，老人的儿
子杨吉越则一脸信服地说：”我觉得我老妈家里
有长寿的基因啊，我老妈兄弟姐妹六个，都活到
八九十岁，属我妈最长寿了，身体硬朗，几乎没
吃过药，一查体身体比我都好！而且我老妈心
宽，凡事不爱计较，吃得好睡得香，心里不装事，
烦恼就少。”如今，孙淑兰老人家里已经是四世
同堂了，逢年过节一大家子35口人凑在一起最
少得三桌。老人拉着记者的手激动地说：“我没
想到能活这么大岁数，孩子们都孝顺，家庭和
睦，媳妇对我尽心尽力地照顾，想吃啥就给做
啥，儿子媳妇也都是快60岁的人了，上有老下
有小的都不容易啊，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儿孙满堂，我很知足！”

104岁老人吕其蓁

活成百岁“老顽童”

如果说孙淑兰老人102岁了还能穿针引线
做手工不简单，那还有两个月就105岁的百岁
老人吕其蓁就更让人佩服了，不但自己居住，

生活自理，还能养花养鸟，看新闻听京剧，
脑子一点不糊涂，90多岁时还能帮养殖
海参的孙子看海，而且一看就是10年。

吕其蓁穿着格子衬衣，红润的
脸庞，硬朗的身体，说起话来声音洪
亮，一点也不像是一位百岁老人。
老人家住莱山区黄海路街道海滨
社区，有4个子女都住在同一小
区。30多年前老伴去世后，老人
最初几年在儿女家轮流居住，可
15年前，老人要求自己一个人生
活，子女拗不过他，只好答应，至今
早饭都是老人自理的。

吕其蓁的大儿子吕志福今年也已
经77岁了，他告诉记者说：“俺爹这个

人性格开朗，平时喜欢说笑，一辈子不爱
操心，不爱管闲事，有啥不开心的事说说

就过去了，烦心事从不往心里装。到现在都
头脑清晰，一点不糊涂，这辈子几乎没吃过药，

除了耳朵有点背，身体比我都好！”
记者在老人家中看到，屋内养着一只小仓

鼠，窗台上放着几盆花，还有一只鸟笼子，养着
鹦鹉。小鹦鹉可能跟老人待在一起时间长了，
一点也不怕人，一会儿飞到老人头顶，一会儿飞
到老人肩上，有时还会飞到老人手上嬉闹，而老
人对鹦鹉不时的“骚扰”显然也是习以为常了，
不停地逗弄鹦鹉，笑得很开心。“俺爹每天自己
给鹦鹉和仓鼠换水喂食，早饭也不用我们给送，
自己用热牛奶泡点桃酥吃个煮鸡蛋或蛋糕就行
了。中午和晚饭都是我们兄弟姐妹做好轮流给
送，都是家常便饭，我两个妹妹每天都过来看
看，帮着打扫卫生，洗衣服拖地什么的。”老人的
大儿子吕志福对记者说，老人平时一日三餐吃
得并不多，吃饭也不挑食，但必须按时按点按顿
吃饭，最爱喝玉米稀饭，每天都得喝一碗。作息
也很有规律，早上五六点起床，晚上八点多就
睡，中午雷打不动要睡个午觉。

老人身体硬朗没啥大毛病，可年轻时也没
少吃苦出力。吕志福告诉记者：“俺爹年轻时就
能出大力，整天不闲着，种地、打渔，用自行车带
人捎客赚点零用钱贴补家用，一趟骑行好几十
里地，别人都累得走不动路，俺爹啥事没有，特
别勤劳。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大儿子养殖海
参，俺爹90岁了还帮他孙子看海呢，而且一看
就是十年，吃住都在海边，过了百岁担心他身体
吃不消不让他去了，他才回家。”

老人很爱笑，喜欢海，喜欢看戏曲节目，尤
其爱听京剧，前几年耳朵好使时，子女们经常给
他买票让他去听京剧。就是现在看电视，老人
也喜欢看戏曲频道，喜欢看新闻，跟记者说起时
事新闻来头头是道，思路清晰，一点不落伍。如
今，老人已是四世同堂，一大家子20多口人相
处和睦，家庭氛围融洽。老人满脸笑意地说：

“孩子们都孝顺，对我都好，要不我哪能活到这
个岁数？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烦心事别往心里
搁，手脚勤快点，谁都能健康长寿！”

YMG全媒体记者 李俊玲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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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李俊玲 通讯员
刘丽）10月25日是九九重阳节，也被称为“老人
节”，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弘扬养老孝老敬老传
统，共建共享老年友好社会。记者昨日从烟台市
卫健委老龄科了解到，我市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
会33年，截至2019年底，我市有百岁老人559
人。全市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5.6万，占
比26.9%，比全国、全省分别高出约8.8个、3.8个
百分点。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市委、市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老龄工作部门的有力指
导下，在市老龄委各成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全
市老龄工作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全民行动”的老龄工作方针，以实施“十三五”
规划为主线，以推动老龄事业健康、有序、全面、
快速发展为抓手，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为目

标，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创新机制、注重实效、狠
抓落实，在老年社会保障、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老
年宜居环境改善、老年用品市场繁荣、老年精神
文化生活满足等方面取得新成效，老龄事业得到
长足发展，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
提升。

重阳节前夕，我市深入开展走访慰问老年人
活动和志愿服务。动员组织党员干部、社会组织
等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走访慰问
活动，重点对贫困老年人进行走访慰问，帮助其
巩固脱贫成果，确保与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小康社
会；重点对高龄、独居、空巢、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老年人进行走访慰问，传递温暖、倾听呼声、反映
诉求，帮助其解决日常生活面临的困难；重点对
失能老年人进行走访慰问，帮助其解决在基本生

活、医疗保障、长期照护等方面面临的困难和问
题。积极开展为老公益志愿服务活动。鼓励支
持助老志愿服务团队和相关社会组织，走进城乡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老年人家庭，爱心陪伴留
守老年人，结对帮扶贫困老年人，共同创造和善
和睦和谐的美好生活。倡导“重阳家庭日”活动，
增强家庭孝老爱亲责任，促进家庭和睦、代际和
顺。

启动“智慧助老”专项行动，努力消除老年人
面临的“数字鸿沟”，切实保障信息时代老年人的
合法权益。围绕老年人“不会用、不敢用、不想
用、不能用”智能手机的问题，动员家庭成员、社
区服务人员、志愿服务组织、老年大学等对老年
人开展智能手机使用培训；加强防网络诈骗、电
子通讯诈骗知识宣传，帮助老年人掌握防骗知识

和技能，提升老年人使用信心；鼓励相关企业加
强产品研发，设计老年关怀版、一键进入的简约
操作程序和便捷阅览界面等，为老年人使用提供
便利；积极搭建慈善募捐平台，广泛动员爱心企
业、社会人士开展募捐活动，解决贫困老年人无
智能手机可用的问题；超市、银行、医院、火车站、
地铁站、公交车等老年人频繁活动场所，保留必
要的人工服务，满足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老年人正
常服务需求。

大力普及老年健康政策和知识。深入开展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老年健康促进
等专项行动，宣传老年人健康管理、老年健康与
医养结合、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糖尿病患者健
康管理等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推动将服
务项目落实落细。结合老年人特点，围绕常态化

疫情防控、营养膳食、运动健身、心理健康、伤害
预防、疾病预防、合理用药、康复护理、生命教育
和中医养生保健等，宣传老年健康科学知识，重
点宣传《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
能》《老年健康核心信息》《老年失能预防核心信
息》《阿尔茨海默病预防与干预核心信息》等。

广泛组织普法宣传活动，深入宣传《民法典》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宣传老年人维
权典型案例，增强全社会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意
识，提高老年人维护自身权益意识。鼓励各级法
律援助机构和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点以及“老年维
权示范岗”“老年优待服务窗口”，开展形式多样
的宣传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方便老年人获取所
需的法律服务。让每一个老年人都能安享晚年，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全市老年朋友们：
秋高气爽，人寿花香。在全国第八个法定

“老年节”到来之际，烟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谨
向全市广大老年朋友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诚挚
的祝愿！向所有关爱老年人、关心支持老龄健
康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崇高敬意和衷
心感谢！

老年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各项事业发
展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过去，广大老年朋友在
各自岗位上兢兢业业、辛勤工作，为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奉献了自己的智慧、青春和汗水；现在，
广大老年朋友不忘初心、各尽所能，支持发展、
热心公益、助力和谐，为全市加快建设制造业强
市、海洋经济大市、宜业宜居宜游城市和现代化
国际滨海城市老有所为、再立新功。特别是今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老年朋友积极
投身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去，在城市社区、乡村路
口、疫情防控执勤点，有无数老年志愿者以“守
护家园，决胜有我”的信念，为平安家园筑起一

道道安全屏障，成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重要
力量，更有老党员、老干部为抗击疫情踊跃捐款
捐物，汇聚起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展现出老年
人的精神风貌、健康心态、良好风范和优秀品
质，值得全社会敬重和赞誉。

烟台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全
市老年人户籍人口占比达到26.9%。让老年人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系
社会和谐稳定。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发展，聚焦
老年人生活供养、医疗保障、权益维护、照料服
务及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努力推动养老服务
体系、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和老年健康服务体
系建设，老年人的福利、卫生、文化、教育、体育
事业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广大老年人精神文化
生活日益丰富，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升，
全市上下形成了养老孝老敬老的浓厚氛围。

“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尊敬老人、关爱
老人、赡养老人，大力发展老龄事业，让所有老

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全市各级各
部门各单位将继续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
会参与、全民行动相结合，从解决老年人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着力解决
好老年人基本生活、基本医疗和基本照护等问
题，着力完善老龄政策制度，着力维护老年人的
合法权益，使广大老年朋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不断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老年节”又是“重阳节”，总是会给人们带来
新的憧憬。我们衷心希望广大老年朋友，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健康
快乐生活的同时，与时俱进、有所作为，积极参与
到全市经济社会建设和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工
作中来，继续发挥余热、建言献策，以科学、健康、
文明的生活方式为快乐的老年生活增添光彩。

祝全市老年朋友节日愉快、健康长寿、阖家
幸福、万事如意！

烟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
2020年10月25日

今天是重阳节，又是一年菊花黄、桂
花香。

你知道吗？我市户籍老年人口达到
175.6 万人，占总户籍人口的比例达到
26.9%。人口老龄化对我市经济发展和社
会和谐稳定提出了十分严峻的挑战，应对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各级党委、政府一项
长期发展战略。

让老年人“走出来、学起来、动起来、
乐起来”——烟台市老年体协在市体育
局指导下，充分发挥三十多个专项工作
委员会的特殊功能，贯彻落实全民健身
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不断拓展工作思
路，创新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把老年体
育工作作为一项德政工程、敬老工程、民
心工程，将体育健身、文化娱乐、旅游交
流和养生保健“四位一体”有机结合起
来，动员和带领一大批老年人走出来、学
起来、动起来、乐起来，走出了一条文体
养老的新路子。

普及太极拳，让12万人受益

10月20日上午，2020年庆祝九九重
阳老人节暨太极拳普及展演活动在山海
国际酒店会议厅举行。本次展演采取现
场直播形式，14个市区全部设分会场集中
收听收看，直播点击数达8300余次。

市老年体协举办太极拳培训班44期、
培训教练骨干2676人。并通过部门配合、
城乡联动，巡回督导、发放教学视频、回收习
练视频等多种有效形式包教包会。横到边、
纵到底、全覆盖的拉网式培训，让全市城乡
成千上万的太极老人受益。

据不完全统计，烟台市14个区市老
年体协，均已成立了太极拳工作委员会，
60%的乡镇成立了太工委，烟台市市直10
个直属队全部实现了专人负责太极拳工
作。“烟台市高新区成立时间虽然短，已经
实现了31个村太极拳组织全覆盖。”市老
年体协副主席姜振华说，“我市老年人普
及太极拳活动参与度在2016年5万人的
基础上，到2018年底已达到近10万人，预计到
今年年底可达到12万人。”

线上活动，“宅”家也能健身

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全国，给各
行各业正常运转和人们日常生活都带来巨大影
响。为号召全市中老年朋友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居家抗疫，市老年体协将比赛“搬”到了网
上。

“本来还以为老年人接受起新鲜事物比较
慢，可谁想到，2月份开始的网络健身气功大赛
就取得‘开门红’。”市老年体协副主席张清林回
忆说，“当时报名的火爆程度不亚于线下比赛。”
随后，市老年体协又趁热打铁，组织举办了
2020烟台市首届全民健身网络运动会的网络
太极拳比赛。

而第十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舒筋拉力健身操
（网络）比赛，更让烟台的老年人好好过了把健
身瘾。“针对新冠疫情防疫的实际，我们创新打
破了传统的赛事组织模式，努力探索打造烟台
体育‘云端服务’平台，借助互联网平台开展丰
富多彩的老年健身活动，采取了各县市区分站
视频选拔赛和市级居家网络总决赛两个阶段进
行。”他说，自5月25日各县市区分站视频选拔

赛以来，总体参加的人数达到
3141人。

线下活动，享运动交流之乐

今年下半年，疫情形势好转，
市老年体协马上转变工作思路，在
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引导老年人走
出家门。各类培训班、各类比赛陆
续开展，让老年人享受“久违了”的
运动交流乐趣。

“培训班陆续开课，不管是裁
判员、教练员、报道员，只要有证就
让他们上岗，发挥作用，在实践中
不断提高水平。”市老年人体育活
动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傅强告诉记
者。

近年来，市老年体协还加强教
练员队伍、裁判员队伍、示范员队
伍、宣传员队伍等四支队伍建设，

“不仅可以促进老年体育人口增加，
而且还可以促进老年人健身实现由
粗放向集约转变，由一般健身向科
学健身转变。同时，我们还将一些
培训送到县市区，县市区也都坚持
送培训下乡，有的还组织示范队伍
到站点进行指导。”傅强说。

培训如火如荼地开展，比赛也
收获颇丰。9月5日，山东省第十
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男子气排球比
赛在青州市举行。这是历届水平
最高的一届赛事。

老年健身，必须抓好活动。但
就烟台情况看，活动场所相对不足
与体育人口急剧增加的矛盾越来
越突出，“在哪儿健身”比“怎样健
身”更迫切。场所建设涉及到方方
面面，不是老年体协自己能办到
的。为争取老年人有更多的活动
场所，市老年体协将想方设法、千
方百计去争取。

场所建设的主渠道要靠政府，
在老年体协相关负责人的争取下，海阳市委市
政府把增加门球场列入乡镇街道党政干部的考
核，当年就增加了18片门球场。“争取活动场所
我们要不怕丢面子、不怕跑断腿、不怕磨破嘴。”
市老年体协主席仇善强表示，“我们协调经济条
件好的村示范带头。比如在龙口市，就找了几
个经济条件好的村，让他们建设场所。现在龙
口市有活动室1047个，广场700多个，健身路
径650套。牟平区蛤堆后村投资3000万建成
了8000平方米的文体广场，对其它村影响很
大。”

此外，市老年体协还协调有关部门“借机
搭车”。利用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和房地产
开发争取增加活动场所。协调营业性场所建
立活动基地。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通过专
门“加大文体场所设施规划建设和配套”。同
年8月，人大常委会又对这些规划进行了一次
审议，政府的一些规划，主动征求老年体协的
意见。“现在政府高度重视，体育局积极工作。
一些活动场所建设已经开工，其中就有老年体
协的六连片门球场和三连片的气排球场。我
们相信，场馆的增加必将带来老年体育人口的
增加。”仇善强说。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通讯员 傅强 摄影报道

让每一位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我市现有60周岁以上老年人175.6万，百岁老人559人

不忘初心葆本色 老有所为霞满天
——致全市老年人的慰问信

走
出
来
、学
起
来
、动
起
来
、乐
起
来

﹃
文
体
养
老
﹄
烟
台
老
人
很
幸
福

舒筋拉力健身操比赛。孙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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