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月19日 星期四

印刷单位：安庆日报社印刷厂 地址：集贤北路689号（农野大厦） 本报通过邮局发行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庆市分公司 本报地址：湖心北路88号 办公室电话：5325945 每份零售价：1.30元

县（市）区新闻

新闻广角新闻广角

老年食堂 吃出幸福滋味

1月 12日中午，大观区大湖老年食
堂橱窗里，红烧鱼块、家常豆腐、粉蒸肉
……七八种菜品整齐摆放，荤素汤搭配
合理、色香味俱全。老人们一边享受着
美味佳肴，一边兴高采烈地议论着，对
食堂的饭菜赞誉有加。

大观区坚持区、乡镇（街道）、村（社
区）三级书记抓老年助餐服务。成立区
级老年助餐服务行动专班，明确目标任
务，建立报告、调度、宣传、督导、激励

“五项制度”，召开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推
进会，坚持统筹规划，强化保障措施，高
标准高要求开展老年助餐服务建设。
坚持“三心归一”的定位，守护老年人健
康。2022年5月8日，集贤路街道社区
老年食堂在工农街开业，成为全市首家
自建老年食堂。因其环境舒适、菜品多
样卫生、价格低廉，切切实实服务到周
边老年群众等因素受到社会关注和喜
爱，成为全市网红打卡点，该食堂获国
家、省、市多家媒体从不同角度全面报
道，吸引了湖北黄石等省内外区县相关

单位组织前来考察调研。

老有所学 充实“夕阳”生活

“跟着节拍，往前走，一二三四、二
二三四……”近日，在大观区老年大学
水上乐园校区，几十位学员正在跟着辅
导老师练习时装秀，精气神十足。

“在老年大学，老年人能学到知识，
交到朋友，收获快乐，找到自我。”大观
区老年大学校长贺俊民介绍，学校先后
开设了声乐、舞蹈、拉丁舞、时装秀、书
画等28门专业课程。同时，根据当地
特色和老年学员的需求，适时开设了黄
梅戏唱腔、黄梅戏表演、手机摄影等课
程，很受欢迎。

为丰富辖区老年人的业余生活，给
他们搭建一个“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
有所乐”的舞台，凤凰村以党群服务中心
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根据老年人
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开设了多个特色化
的老年人学习课程，把“学、乐、为”有机
结合。老年人教学点同时能容纳400余
人进行课堂教学、实操演练、业务交流、
作品展览等活动，丰富多彩的课程为辖

区老年人描绘快乐充实的“夕阳”生活。
傍晚时广场上人头攒动，凤凰村的

曳舞蹈班带领大家跳起了广场舞，“我
们舞蹈班最大的有70多岁，最小的也
有50岁，跳舞不仅可以强身健体，愉悦
身心，还能融洽邻里关系，感谢党的好
政策，让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变得多姿多
彩。”参与学习的鲍女士高兴地说。

为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文化需
求，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自“老有所
学”暖民心行动实施以来，大观区花亭
路街道科学谋划，统筹推进，创新学习
形式及内容，努力让老年人实现“老有
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乐”。

花亭路街道充分整合辖区师资力量，
邀请“文化能人”、辖区民警、卫生服务站医
生等来社区老年教学点进行授课。“为保证
拥有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教师队伍，下
一步，该街道将从高校、社会上征集老年大
学、老年教学点兼职教师和志愿者。

目前花亭路街道一所老年大学，3个
老年教学点均已开班，参学学员已达450
人次。“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花亭
路街道将努力探索更多“高招”，推出更
多“妙招”，实行更多“新招”，力争将老年
大学、老年教学点打造成为老年人加强
政治建设的“主阵地”、陶冶情操的“大熔
炉”、丰富晚年生活的“助推器”。

老人康养 就近颐养天年

1月12日上午，在大观区善德缘养老
康复中心，负责人朱娟桃通过大屏幕查
看老人活动情况。“我们睡的床自带芯
片，实时监测我们健康情况。”90岁老人
童超说，另外床头还有呼叫器，“能够生
活在这样一个智慧康复中心，很安心。”

为让老人生活更安心，大观区鼓励
养老机构引入人脸识别安防系统、智能
家居系统、智能床垫、定位手环、紧急呼
叫等智能化设备；利用养老专用系统建
立个人信息、健康管理、财务管理电子
档案；引入智能健康一体机，通过电脑

或手机终端平台建立老年健康动态监
测机制；安装使用智能安防定位系统，
通过人脸识别对老人进出进行管理；引
进智能灯光、智能电视、智能窗帘等智
能家居系统，将适老化设计与智能家居
相结合，提供多重安全保障。大观区养
老服务和智慧养老工作连续三年居全
市考核第一名。玉琳路街道荣获全国
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街道。区
菱湖街道颐心殿养老中心是安庆市唯
一一家入选全省第二批智慧养老示范
工程名单的养老机构。

全区25家养老机构中，4家机构内
设医务室或护理站，并取得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承担机构内老人基本医疗、
康复保健等职能，21家机构与医疗机构
签约，签约率100%，让全区有需要的老
人能够颐养天年。探索由医疗机构办
理养老院，依托皖河农场沿河医院建成
医养结合的沿河养老院。腊树园社区
等养老服务站设立专门康护床位，既减
轻患病老人负担，也利于缓解大医院长
期“压床”带来的资源紧缺问题。联合
卫健部门安排基层医疗人员为辖区高
龄、重病、失能、半失能的居家老人提供
家庭病床等上门服务，定期开展测量血
压等常规检查，配套紧急救助、健康咨
询、法律援助等多样化社会服务。充分
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通过与老人聊
天、讲故事，唱黄梅戏等形式，满足老年
人的心理健康需求。探索异地养老。对
接长三角养老服务，引进培育先进养老企
业，加快异地养老服务平台建设，金安养
老服务中心、福田幸福苑2家机构成功入
选由上海市养老服务行业协会、长三角区
域养老服务促进中心联合发布的首批57
家长三角异地养老机构名单，承接江浙沪
皖三省一市跨区域养老服务业务，跨区域
开放，满足长三角地区老年群体多元化的
养老需求，在资源信息共享、养老人才培训
培养、服务标准互认、智慧养老、产业协同
发展等方面共同合作。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项顺平 何莎莎

老有所学 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

聚焦“夕阳红”让晚霞更美

本报讯 农历新年的脚步越来越
近，1月 13日，大观区海口镇农民剧团
精彩“村晚”，在享誉“全国文明村镇”称
号的海口镇镇江村文化舞台拉开帷
幕。台上丝竹奏响，台下欢声笑语。简
洁朴素的舞台高挂红灯笼，洋溢着浓浓
的乡村年味，归乡的游子们、劳碌一年
的乡亲们，此时都闲下来好好看一场最
爱的黄梅戏，开开心心听乡音过大年。

大观区海口镇农民黄梅戏剧团的
演员们，两个月前就开始忙着排练贺岁
传统经典黄梅戏，同时还精心编创黄梅
新韵《罩鱼风波》，宣传长江十年禁捕政
策的小戏。

大观区海口农民剧团扎根泥土，在
继承和保留黄梅戏“石牌班”原汁原味
的基础上，潜心打磨、推陈出新。在剧
团创办初期，只是由几个爱好黄梅戏的
农民戏迷，他们怀揣着年轻时的“文艺

梦”，走在一起成立海口戏迷俱乐部发
展而成。过去是平板车拉着简陋的道
具，行走在狭窄泥泞的田间小路上，走
村串户为农民演出，如今是装备齐全的

“文化大篷车”奔跑在四通八达的“四好
农村路”上，为农民兄弟送文化。自
2006年成立以来，已有17个年头了，现
已形成鼓乐演职人员配备规模整齐，享
誉市区及安庆市周边，成长为一支深受
农民兄弟和社区居民喜爱的活跃在基
层文艺战线上的“轻骑兵”。

大观区海口农民剧团自建团以来，
走出乡野田间，走进繁华的城市，并向
安庆市周边乡村辐射，曾被安徽省文化
厅评为 2017 年安徽省民营艺术院团

“百佳院团”，目前拥有固定资产20多
万元，可演剧（节）目104个。目前农民
剧团招募专业文化志愿者33名，大多
来自本地乡村，其中国家一级演员 1

人，二级演员2人，主要骨干演员10名，
也有地道的农民演员参与演出。近年
来，海口农民剧团多次参加由安庆市政
府举办的“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广
场文艺专场汇演。多次到宜秀区为农
民工义演，并经常为四川三峡移民村送
去黄梅戏大餐，多次深入保婴民族村与
回民进行“回汉联欢演出”。每逢节
日，还组织节目到敬老院、学校、军营
进行慰问演出，为他们带来党的阳光
温暖，丰富和满足了他们的精神文化
生活。同时针对农村高寿老人祝寿、
婚嫁喜事等习俗文化，开展“除陋习恶
习树文明新风”主题演出，“山野黄梅
曲”如一缕春风温暖千家万户。农民
剧团自编小品、黄梅歌调、黄梅大鼓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对赌博恶
习、酒驾害人现象进行了讽刺，对反腐
倡廉大力赞扬，观众在笑声中接受正

能量教育。
风餐露宿、走乡串村，街头、村口，

一块空场就是舞台，一片草地当做“化
妆间”，这是草根剧团的生存状态。但
他们为群众演出的热情饱满，带给农民
朋友的欢乐无限。一位年逾古稀的老
人在演出结束后向演员倾诉：“看这样
原汁原味的黄梅戏过瘾，是一种享受！”
2009年4月，农民剧团跋涉三十公里到
海口镇偏远的巨网村演出《打金枝》时，
观众竟达3000多人，整场演出欢声雷
动，掌声此起彼伏，演出结束时，演员准
备撤场，竟有上百名观众围邀剧团为他
们加演2场。去年，为把长江十年禁捕
政策宣传深入人心，农民剧团精心创作
了现代黄梅小戏《罩鱼风波》搬上舞台
演出后，深受观众好评并获评文化部门
多个奖项。
（通讯员 项顺平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草根剧团“黄梅飘香”到乡村

本报讯 “以铜为鉴，可以正
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服务平
台在全省正式上线以来，大观区
纪委监委积极响应，把平台作为
强化基层治理，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抓手，通过
规范“微权力”、预防“微腐败”、
强化“微监督”，“微”观群众关心
关切的民生“小”事，让基层监督

“零距离”。
“你看，我们在小微权力‘监督

一点通’平台上处理的很多群众投
诉事项，看似民生‘小’事，却都联
系着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否处
理得当，不仅关乎群众切身利益，
更影响着党在群众心中的形象。”
大观区信息技术室负责人手指平
台投诉处理页面告诉记者。

近日，家住石化路街道大湖
社区的夏老在大观区小微权力

“监督一点通”平台投诉，反映大
湖生活区内有乱堆乱放和乱种乱
养的问题，希望相关部门督促整

改。大观区纪委监委收到投诉
后，立即转交石化路街道纪工委，
要求快速积极稳妥处置。石化路
街道纪工委迅速会同街道文明创
建办公室和大湖社区，协调辖区
派出所和城管等职能部门开展大
湖生活区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仅
用两天时间，便将夏老所投诉的
情况给予解决。“这次街道和社区
的办事效率确实让我感到意外，
现在我们大湖生活区的环境卫生
得到了全面改善，切实提高了居
民的生活质量，平台确实好用，纪
检监察干部很给力。”大观区纪委
监委在开展投诉办理情况回访
时，夏老赞不绝口。

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纪检监
察工作的源动力，下一步，大观区
纪委监委将持续加强小微权力

“监督一点通”平台建设力度，推
动基层监督精准化、规范化和常
态化，让平台真正成为便民、利
民、惠民的服务窗口。

（通讯员 项顺平 高松）

大观区纪委监委：

“微”观民生事 监督“零距离”

本报讯 为促进大观区粮食
经营企业守法经营和诚信自律，
1 月 11 日，大观区发改委会同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大观新城管理
局，开展粮食经营活动守法诚
信评价工作，检查了各项诚信
等级评价指标台账，对辖区内
申报的一家粮食经营企业进行
了初评。

此次粮食经营活动守法诚信
评价工作的开展，有助于加强行
政执法部门对于粮食企业的监
管，落实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
合惩戒机制，营造守法诚信的粮
食市场环境，进一步促进该区粮
食经营者自觉守法、诚信经营，推
进全区粮食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通讯员 王宜政）

大观区：

开展粮食企业经营守法诚信活动

本报讯 为切实保障残疾人
平等权利，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
2022年以来，大观区菱湖街道残
联在街道党工委和区残联的领导
下，多举措、多渠道开展扶残助残
行动，全力保障残疾人各项权益，
进一步提升残疾人安全感、幸福
感、获得感，共同描绘出幸福美好
的生活画卷。

“阳光家园计划”是针对重度
肢体残疾和精神病患者的一项居
家托养服务，实现了残疾人足不
出户就能享受各种居家服务，譬
如，打扫卫生、疏导情绪、提升技
能等等，该区“阳光家园计划”服

务惠残项目的开展，不仅增进了
对残疾人生活的了解，而且也为
残疾人带来看得见、摸得到的实
惠。该街道共计有6名重度残疾
人享受了“阳光家园”服务。

“‘阳光家园’服务队每个月至
少来我家两次，为我们提供各种服
务，这不快要过年了嘛，他们又来
帮助我们打扫卫生，有了他们的帮
忙，家里的窗户玻璃都亮堂了许
多，而且他们还陪我们聊天，了解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看着她们
忙碌的身影、听着她们温暖的话
语，我们的心里别提有多滋润了！”

（通讯员 项顺平 徐全敏）

菱湖街道：

扶残助残，共同绘出幸福生活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暖心民行动实施以来，大观区聚焦绘就最美“夕阳红”，坚持区、乡镇（街道）、村（社

区）三级书记抓老年助餐服务，助推“老有所学”提质增效，积极探索智慧养老模式，不断提升养老服务项目品

质化，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

本报讯 法律援助一头连着
百姓疾苦，一头连着政府关爱，
关乎困难群众的权益保障，是一
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是公共法律
服 务 体 系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2022年以来，大观区花亭路街道
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创新工作思
路，为困难群众提供“及时雨”般
的帮助，推动法律援助民生工程
提质增效。

线下利用宣传横幅、宣传栏、
电子显示屏等载体进行广泛宣
传。将结合三八妇女节、国际残
疾人日等节日开展“法律援助惠
民生 助力农民工”“法援惠民
生 关 爱 残 疾 人 ”“ 法 援 惠 民
生 妇女儿童”系列宣传活动。
线上利用网格长群、QQ 群定期
分享法律援助知识及解答群众
法律咨询。截至目前，已开展法
律援助宣传6次，解答群众法律咨
询30余次。

花亭司法所将热情、耐心作
为工作的重要标准，热情接待来

访群众咨询，受理法律援助申
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群众
实现应援尽援。“我和丈夫离婚
后，丈夫一直不支付孩子的抚养
费，由于我没什么学历只能到处
打零工，我来到花亭司法所寻求
帮助，司法所工作人员耐心倾听
我的诉说，在了解我的情况后立
即帮助我申请法律援助。现在我
已经拿到孩子的抚养费了，真的
十分感谢司法所工作人员暖心的
服务，为我解决实际困难。”花亭
街道辖区居民张洁琴说。

利用该街道公共法律服务站
位置的便利性安排公益律师、法
律顾问值班驻点，解答来访群众
的法律咨询，帮助群众解决矛盾
纠纷。“对于困难群众、老弱病残
弱势等群体申请法律援助的及时
畅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我们主
动与区法律援助中心沟通联系，
确保群众最多跑一趟。”司法所工
作人员说。

（通讯员 项顺平 骆敏）

花亭路街道：

推动法律援助民生工程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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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正在通过电子显示屏查看老人活动 通讯员 项顺平 摄

图一：看戏的村民

图二图二：：演员正在化妆演员正在化妆

图三：草根剧团进乡村表演
通讯员 项顺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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