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8日，市老龄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第四次会
议确定了2019年总体工作思路和工作举措。

多措并举，老龄宣传努力再上新台阶。大力宣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思想，宣传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我市老龄事业发展成果；宣传《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和家庭责任；宣
传敬老爱亲、为老服务等各类先进典型；继续办好
《启东老龄信息》内刊，不断提高内刊使用价值；进一
步发挥协会系统微信平台作用，促进内部工作交流
与信息沟通；搞好文艺演出、书画展览、设摊解读等
多种形式联动宣传；积极向上报送信息稿件，推介我
市老龄工作的经验和成果。

精心组织，为老服务努力再创新业绩。一是与
市慈善基金会联手开展“慈善惠老”志愿服务活动，
提供“生活照料、物质资助、精神慰藉”三大服务，鼓
励基层协会把“一助一”“多助一”“小老帮老老”等
好经验融入志愿服务活动中，采取“定点式”“集中
式”“专业式”等方式，切实为老年人办实事、做好
事、解难事。二是各镇、园区、街道办开设“敬老月”

活动专题、专栏、专版，集中力量掀起敬老宣传高
潮，着力营造关爱老年人的良好社会氛围。三是联
手推进“安康关爱行动”。充分发挥基层协会进村入
户贴近群众的优势，配合有关方面搞好协调推进工
作，助力实现今年参保率55%的目标。四是切实抓
好“安康通”居家养老服务第三方季度测评工作。严
格按照测评内容和标准，落实专人负责，通过有效
途径，确保按时如数、客观公正完成测评任务。

借力联动，为老维权努力实现新突破。一是进
一步强化“三级联动、四位一体”工作体系，建立健
全基层老年维权网络，创造条件增建老年法律服务
工作站。实施一个村居派驻一名法律顾问的“一对
一”法律服务模式，主动帮助困难群众获取法律援
助。二是利用重要节日契机，采取多种宣传形式，联
合开展送法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的“三进”服务
活动。三是与司法、调解等部门联手，适时召开现场
经验交流会议，总结经验，树立典型，以点带面，推
进为老维权工作深化发展。

精选课题，调研工作努力取得新成果。针对目前

全市广大老年人学习热情高涨，市老年大学尚不能满
足入学需求的状况，今年市协会将会同市老年大学联
合开展专题调研，摸清现状，反映需求，提出发展老年
大学的对策和建议，为政府及相关部门决策参考。各
基层协会也要结合各自实际，围绕老龄工作，精心挑
选课题，深入调研，提交成果，向党政领导建言献策。

强基固本，自身建设努力展现新形象。一是进
一步加强学习涉老法律政策，进一步提高自身政治
素养、奉献精神和服务水平。二是及时调整完善组
织机构，按照基层协会“五个一”建设标准，认真组
织“回头看”，拾遗补缺、固强补弱，充分发挥基层协
会的组织功能。三是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深入基
层，身体力行，真抓实干，多跑、多看、多问、多听，多
做雪中送炭的好事实事。四是加强联系沟通。各级
协会、同级部门之间保持密切联系，发挥整体联动
优势。五是继续开展争先创优活动。定性和定量相
结合、日常和重点相结合，组织协会系统“两先”评
比活动，弘扬正气，褒奖先进，激励广大老龄工作者
为全市老龄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李松涛）

新起点 新作为 新气象
——市老龄协会部署2019年工作

案例速递

近日，碧桂园社区党支部
“走帮服”工作小组来到市老
年公寓，送去牛奶、水果、面包
等物资，为孤寡老人增添一份
生活的温暖，带去一份赤诚的
爱心。

社区党员走进老人的宿
舍，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铺床叠
被、擦窗抹桌。工作组请来专
业理发师给老人修剪头发，改
善精神面貌。一旁的老中医为

老人提供测量血压、免费义诊
服务，带去切切实实的关怀。

党员同志拉过老人的手，
细致入微地帮他们修剪指甲，
热情贴心地与老人拉长道短，
了解老人的日常生活，叮嘱他
们注意身体健康、保持心情开
朗。工程师傅检查了公寓电路
安全状况和其他设施的工作
状态，全面排除安全隐患，确
保环境舒心安全。（陆建新）

服务送上门
春风润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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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紫薇一村社区的工
作人员走访慰问了辖区的高龄
老人，与老人亲切交谈，并送上
慰问品。叮嘱老人注意保护身
体，注意饮食卫生，如有什么困
难尽管向社区反映，将尽力帮
助解决。陆志兰老人感激地说

道:“谢谢你们来看我，有你们
的关心，我很温暖。”

通过这次看望社区高龄
老人活动，进一步了解了他们
的生活和需要，也让他们真切
地感受到了社区大家庭的温
暖。 （北街道）

社区送慰问
情暖夕阳红

启东经济开发区老龄协
会认真落实市老龄协会二届
四次理事会精神，扎实开展

“慈善惠老”志愿活动。
一是认真摸排服务对象。

发动各村老龄协会对所辖区域
的老年人状况进一步系统排
队，明确老年人需要帮助的内
容，做到供需对接有的放矢。

二是组建完善服务团队。
开发区老龄协会以城西志愿
服务者黄菊芳为典型，动员全

区8个村分别组建完善老年人
志愿服务小组，采取“小老帮
老老”的做法，确保各项服务
落实到实处。

三是着手筹建开发区老
年人活动基地。开发区老龄协
会在开发区党群活动中心开
辟“老年人活动之家”，让全区
6000多名老年人有一个活动
娱乐的场所，目前，“老年人活
动之家”正在兴工修建中。

（花群）

启东经济开发区开展
“慈善惠老”志愿服务活动

“老龄工作没有句号，也没有最好，只有做得更
好”，王建新说。今年75岁的王建新，曾任寅阳镇党
委副书记，退居二线后他没有选择颐养天年，反而

“再度出山”。8年多来，他热爱老龄事业，牢记使命
担当，时刻散发着光和热。去年，寅阳镇老龄协会荣
获全市协会系统先进单位称号，王建新也连续多年
被评为先进个人。

心系老龄，真情奉献有所为
年逾古稀的王建新用深厚的情感倾注老龄工

作。他一腔热情投入为老服务，引导全镇老龄协会
工作有计划、有措施、有实效地展开，上下贯通、纵
横有序，寅阳老龄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在党委和政
府的支持和帮助下，他连续8年重阳节组织内外科
老专家深入全镇百岁老人家中进行体检。每年他都
会同镇相关部门深入中心敬老院慰问演出、义诊体
检，深受社会的欢迎和赞誉。

为了焕发夕阳余热，他不遗余力地组织老年才
艺展示活动，包含知识抢答、演唱、器乐、太极拳表
演，谜语竞猜、书法绘画等项目，老人们群情激奋、
争相表演，既愉悦了身心，又陶冶了情操。此外，镇
老龄协会有支常年坚持活动的体育队伍和健身指

导队伍，还有一个艺术团，王建新自己也参与其中。
在他的带动下，寅阳镇的老人踊跃参与，共享这片
老有所乐的文化阵地。

务实调研，以案为鉴下功夫
王建新身在老龄、热爱老龄、奉献老龄，闲暇时便

专注于老龄工作相关调研，先后撰写多篇调查报告和
研讨文章。他在《多措并举助推为老志愿服务》一文中
总结了五点经验：一是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是助推
志愿服务的根本保证；二是广泛的宣传发动使志愿活
动活力四射；三是树立典型引领了志愿服务的方向；
四是组织指导保证了志愿服务的常态化发展；五是当
好党委、政府的参谋才能使志愿服务不断向纵深发展。

此外，他在《关于寅阳镇民营托老机构服务区域
建设的调查与建议》一文中，深入剖析民营托老服务
机构的亮点及困扰，并对改善和提升托老服务提出
了对策与建议。他撰写的《好习惯与长寿命》对寅阳
镇长寿老人良好的生活习惯进行分条综述，以翔实
的案例为鉴，证明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使寅阳镇
老人延年益寿，为我市创建长寿之乡添砖加瓦。

为老维权，担当银龄护身符
王建新将为老维权作为老龄工作的重中之重，

努力让老人有安稳感和幸福感。他通过组织经验交
流的形式，不断探索为老维权的路子，总结了“推进
广泛宣传形成为老维权氛围，培育先进典型形成看
齐意识，‘配钥开锁’化解社会纠纷，‘依法说理’化
解财产纠纷”等四条经验，努力把老龄协会的职能
发挥到最大。他在稷字村组织召开现场推进会，助
推新修《老年法》的实施，组织10余名同志学习交
流，并延伸至各村进行学习和宣传。

为老维权的学习宣传是先行曲，解决问题是落
脚点。王建新为老维权经验丰富，调解案例多达
250多起。和合集镇有一位84岁的老太，膝下育有
两儿一女，长子提出轮流赡养，但小儿子成家买房
后经济拮据，不情愿赡养老母亲。王建新想办法“配
钥匙开锁”，对症下药“开通”了小儿子的思想，接受
了赡养老人的义务。常乐村有一位独居老人生活难
以自理，但子女却无暇照顾，王建新苦口婆心地规
劝子女送老人进托老院，老人得到了悉心照料，过
上了安稳的晚年生活。王建新表示，“很多人不把赡
养老人当回事，将心比心，谁都会老，尊老孝亲是所
有人都应该放在心里、扛在肩上的。”

（黄玉叶）

王建新：银发献余晖 温馨满寅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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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防健步鞋出行新标配
中老年由于脚骨变型，要穿一双舒适的鞋子太难了，许多低

价假冒劣质老年鞋频繁欺骗消费者，老人出行亟待换一双品质
有保障的健步鞋。

九防健步老年鞋采集数万名老人脚型信息，经过数千次试
穿实验研究，根据老年人脚部特征对鞋帮、鞋底、鞋面的传统设
计进行了颠覆性改造，打造兼具防摔、防滑、防磨、防累、防崴、防
震、防臭、防压、防夹九防标准的老人保健鞋。

自面市以来，卫视，央视、报媒争相报道，九防健步老年鞋受
到了全国老年人热烈的欢迎！

九防健步鞋原启东日报专卖店乔迁新址了
中国已迈入老龄化社会，关爱中老年人可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从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上给予关心是每一个人、每一个良心媒

体义不容辞的责任！
2018年，我们多家媒体和厂家将目光聚焦到了老年人的鞋上！

专业老年鞋，工厂福利价

终身免费送袜子 买鞋终身免费送价值48元/
双的九防健步品牌袜：抑菌防臭

鞋底软弹不累脚！
李建明：

“年纪大了穿鞋老
感觉板脚，走半天儿就
累了，自从穿上了九防
健步老人鞋，走一天都
不觉着累的，这鞋底特
别软和，还有弹力，走起
路来又轻便，踩在石子
儿上都不搁脚。”

走路轻便不怕滑！
王玉芳：

“老年人穿鞋就怕滑
倒摔跤，下雨天都不敢出
门，自从穿上了九防健步
专业老人鞋，走路轻便
了，鞋底抓地有力，一点
都不打滑，那么陡的坡一
口气就跑上来了，脚底特
稳当。”

我们在走访了全国7家知名
老年鞋厂家后，经过多方面比较，
最终选择了口碑好，销量高、并在
中央电视台热播的九防健步老年
鞋！经过我们的轮番谈判，厂家领

导终于作出重大让步：以成本价
送福本市中老年人，原价349元
的轻舒系列现价只需149元/双；
原价399元的针织秋款现价仅需
199元/双，每款仅限600双。

一只鞋不足3个鸡蛋重

好消息，好消息！我市多
家媒体为广大中老年朋友谋
福利啦！

研究显示：老年人脚型变
宽变大，穿鞋挤脚、磨脚；脂肪
变薄，怕磕怕碰怕夹；足弓塌
陷，怕压脚；骨质变脆，怕滑倒
摔倒和崴脚……老年人腿脚
无力，急需一双轻便舒适的专
业老人鞋！

试穿地址：豪门广场11、12、13门面（文峰大世界西门向西10米，朝北门面）
汇龙专卖店：公园中路438号16门面（世纪联华向南200米）
吕四专卖店：华泰综合楼102门面（农商银行向东2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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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热线：8384 0666

好消息，九防健步鞋（汇龙镇）豪门广场旗舰店盛大开业
了！值此新店开业暨九防健步鞋进入启东市场5周年店庆之
际，以其舒适安全和贴心服务赢得中老年朋友的喜爱和推崇！
总部感恩回馈新老会员活动开始了：买2双立即成为九防健
步鞋会员，九防健步袜终身免费领，再送398元进口红酒！

（活动礼品均有九防健步鞋北京总部配送，送完即止）

一 年
内开胶断
底断面免
费换新鞋！

九防健步鞋汇龙旗舰店地址：豪门广场11、12、13门面（文峰大世界西门向西10米，朝北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