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富灿，1920年9月出
生，1943年3月参加工作，
1983年5月离休，原莱州市
柞村镇中心小学教师。

谈及今天的幸福生
活，孙富灿说：“今天的幸
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咱
们党领导人民打下了江

山，坚持改革开放到现
在，老百姓都过上了好
日子，国家也越来越强
大。今年新冠肺炎疫情
这么严重，咱们国家很
快就控制住了，这都是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
的党中央领导得好，咱
们社会主义制度好。衷
心祝愿国家繁荣富强，
早日实现中国梦! ”

孙富灿老人有自己
的养生秘诀，那就是不抽
烟，适当饮酒；爱吃肉，红
烧肉、肉丸子都爱吃；保
证睡眠，中午至少休息 2
个小时；心情豁达，儿孙
自有儿孙福。

敬老月敬老月，，重阳日重阳日————

烟台烟台99位百岁寿星颂党恩位百岁寿星颂党恩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在“九九”重阳节来临之际，烟台市委老干部局联合《烟台晚报》走访了部分百岁离休干部，倾听他们的心声。访谈中，老

同志们提及最多的就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永跟党走，是每位老同志最朴实无华的心声。共忆峥嵘岁月，同诉伟大党恩，让我们一起来
听听他们发自肺腑的感言吧！

李克喜，1920年 7月
出生，1942年 1月参加工
作，1942年 1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市发改委离休干
部。

不忘党恩，永以为
念。在“九九”重阳节到
来之际，市发展改革委工

作人员一进李克喜老人
家，李老就招呼老伴和子
女“交党费”，让人为之敬
仰、为之感动。老人的女
儿说，平时，这个“老党
员”常常念叨对党的感激
之情。“吃水不忘挖井人，
幸福来自共产党”，保持
了一名抗战老兵永葆党
性的人生底色。

厚道善良、真诚正
直、扶贫济弱、勤俭节约、
乐观平和等优良家风，通
过李老的言传身教，深深
影响着后人。李老百岁
高龄，四世同堂，家里人
丁兴旺。

孙德基，烟台市机关
事务管理局离休干部，
1918年 3月出生，1947年
2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
年 6月入党，是一名有着
70年党龄的老党员。

“从参加革命工作那
时起，我就树立起听党的
话、一辈子跟党走的决
心。”谈及一生的经历，孙
老娓娓道来。解放战争
时期，孙德基做过组织的

通信员，还曾经给许世友
司令员送过信。解放以
后，先后参与组建公共汽
车公司、在运输公司干过
厂长等。孙德基始终认
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为党工作，不能挑三拣
四，不能这山望着那山
高，不能向党讲条件、讲
待遇。党哪里需要，就应
该在哪里脚踏实地地把
组织交给的工作干好。

孙德基老人表示：
“虽然我已经进入垂暮之
年，不能继续为党、为国
家工作了，但是，我永远
不会忘记党旗下的誓言，
期盼我们的党更加强
大。我坚信，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
实现！”

于孟芳，海阳市朱吴
供销社离休干部，1920年
6月出生，1948年 10月入
党，参加过淮海战役、渡
江战役。

回忆起当年入党的
情形，老人一字不差地背
诵着入党誓词，声音颤抖

而庄重，仿佛回到1948年
10月，他永生难忘的入党
时庄严的场景。“感谢党，
让我这旧社区穷苦的孩
子翻身得解放；感谢政
府，让我晚年生活无忧无
虑。”老人激动地说，“我
衷心祝福伟大祖国繁荣
昌盛，祝福人民生活越来
越好。”

期颐之境皆有道，说
起养生之道，老人喜欢喝
茶，每天都会喝上两壶茶
水。吃东西从不挑剔，喜
欢喝熬的粥，还爱吃鸡蛋
喝牛奶，平和而知足的心
态使得老人精神矍铄。

贾世珍，1918年 6月
出生，1945年 3月参加工
作，莱阳市万第中心小学
离休干部，从事教育工作
30 余年。虽然已经 103
岁了，但老人身体硬朗，
精神矍铄，提及现在的生
活，他说:“我现在五世同

堂，儿孙孝顺，日子过得
很顺心，党和政府也没有
忘记我，我非常高兴！”

贾世珍老人百岁高
龄、五世同堂，十分注
重 家 风 的 教 育 与 传
承。老人要求他的儿
孙 们 ，甚 至 是 重 孙 子
们，绝不能忘本，从小
就要养成尊老爱幼、勤
俭节约的好习惯。老
人用自己的一言一行
为孩子做了表率。在
他们的言传身教下，全
家人拥护党和国家的
路线、方针、政策，和睦
温馨，尊老爱幼，深受
邻里和社会好评。

宋炳南，1919年10月
出生，1945年 2月参加工
作，1945年 5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莱阳市供销社离
休干部。

“我今年 101 岁了，
党龄有 75 年，当时是村
里 较 早 一 批 入 党 的

人。”宋炳南老人带着
些 许 自 豪 介 绍 着 自
己。在和宋炳南老人
交谈后，工作人员从他
身上深切感悟到一种
岁月积淀后对党坚定
的忠诚，感受到了党在
他心中的位置和他对
人 生 积 极 乐 观 的 态
度。老人关心国家大
事，每天坚持收看新闻
联播。“学习强国”APP
推广时，一直用老人机
的宋炳南，立马让子女
帮他找来了一部智能
手机，让孙子教他一起
注册、学习，祖孙三代
共同学习进步。

闫世禄，1920年 9月
出生，1946年 11月入党，
曾任栖霞原棉纺厂党委
书记，1990年8月离休。

这位参加过解放战
争的老战士、老干部，对
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

动情地说：“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党就是我
心中的太阳。我们党经
历无数风雨，战胜了重重
困难，才有了今天的辉
煌。特别是今年，面对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党和国家把人民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时刻以人民为中心，
全面控制住了疫情，体现
了我们党的英明和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明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衷心祝愿在党的领
导下，我们的国家更强
大、人民更幸福！”

陶志淑，1919年10月
出生，1943年9月参加革命
工作，1943年9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87年8月离休，
离休前工作单位是龙口市
城关粮食管理所保管员。

当年，老人的哥哥
们相继参加革命 . 在哥

哥的影响下，她心向革
命，留下弟弟照顾家中
老人，毅然决然参军。
离休后，她一直跟随女
儿和外孙女生活，家庭
和睦让她心情舒畅，充
满生活热情，每天都会
出门遛弯儿，观赏风景，
活动筋骨。老人也很关
心政治，看《新闻联播》
成了每天的固定节目，
一年 365天，一天不落。

老人的外孙女说：
“姥姥一直很感谢党和国
家出台的关心关怀老同
志的各项政策，在党的正
确领导下，她衣食不愁，
晚年生活幸福美满。”

王先礼，1920年 9月
出生，1943 年 5 月参军，
194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88年 12月离休，离
休前任黄县公安局城关派

出所所长。王老虽然退休
了，但非常关心国家大事，
每天都要看新闻联播。虽
然年过百岁，但精神矍铄。

在交谈过程中，王
老对经济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
村里翻天覆地的变化都
感到非常高兴，更多的
话语就是感谢党和政府
对他的关心和照顾。从
王老的话语中，流露出
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
情，他表示赶上新时代，
要继续听党话、跟党走。

李克喜 四世同堂不忘党恩

孙德基 永远忠于党的事业

于孟芳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贾世珍 以身作则传承良好家风

宋炳南 为上“学习强国”换智能机

闫世禄 党就是我心中的太阳

陶志淑 感谢党和国家的关怀

王先礼 时刻听党话，永远跟党走

孙富灿 期待早日实现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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