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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曲大舞台，汾湖老人争光彩。为喜迎党的十九大召
开，近日，汾湖老年人戏曲大赛在黎里老年大学举行，45名参
赛人员中除了老年大学的学员，还有来自各社区的老年戏曲爱好
者。比赛从早上8点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一天的比赛大家都不
觉得累，他们表示，既要赛出风格和水平，更要展示汾湖老年人
的风采。 （特约通讯员张俊）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日前，汾湖老龄办举办了一期喜迎
十九大书画展，有书画特长的老人踊跃参与，用自己的作品来描
绘十八大以来我国取得的辉煌成就。 （特约通讯员张俊摄）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杨传
泳）最近，吴江区居家养老指
导中心盛泽服务站接到一个电
话，是银行街杨大爷打来的，
称他身体刚动过手术，能否在
国庆节前来家里服务一次。不
一会儿，他家便来了助老员，
帮助他完成了清洁工作。事
后，杨大爷十分高兴，一再表
达感谢。

盛泽镇在发展养老事业
中，采取分类施策，精准发
力，把失能失智、空巢老人和

80周岁及以上的老人作为服务
的重点对象，将服务送上门。
自去年10月20日起，区居家
养老指导中心盛泽服务站对80
周岁及以上的老人，逐步推行
每月3小时的免费服务，费用
由政府埋单，目前主要开展助
洁、助浴、助医，以及在农村帮
助种地等服务项目。到 8 月
底，该服务已实现全镇43个社
区、村全覆盖，已为3960户老
人家庭开展服务，打造真正意
义上的“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盛泽实现
上门养老服务全覆盖

在松陵镇三村社区，有一位年近70岁的邓选珍医生，看起来
和蔼可亲，在义诊活动中，总能见到她忙碌的身影；在日常生活
中，总能看到她陪孤寡老人谈心的场景。

邓选珍是八坼人。2004年，她从
八坼卫生院退休后，就和老伴搬到了松
陵镇三村社区居住。2011年，社区开
展每周义诊活动，得知邓选珍当过医
生，社区工作人员就邀请她担任志愿
者，帮社区里的老人免费量血压和测血
糖。乐于助人的邓选珍欣然答应。

从那以后，每周二上午的几个小
时，就成了邓选珍最忙碌的时候。“来
量血压的老人很多，有些一大早就来
了。”邓选珍记得，那时候，为了赶在
老人之前，第一个到达义诊现场，她总

会起个大早，然后一直忙到中午。“每周
就那么一个上午忙一些，也不费劲，我刚
好退休在家没事做，这样我的生活还能充
实一点。”邓选珍说。

2012年，邓选珍的老伴生病住院，为
了照顾老伴，邓选珍便中断了义诊活动，让
社区另找一名医生代替，但是只要平常有
空余时间，她都会去现场帮帮忙。除了在三
村社区提供义诊服务外，邓选珍还会义务
帮其他社区的老人量血压、测血糖。“有
人需要，而我刚好又懂一些这方面的知
识，提供些帮助也是举手之劳。”邓选珍说。

退 休 医 生 当 起 志 愿 者

今年年初，禾康智慧养老服务中心
的工作人员到松陵镇三村社区开展义诊
活动时，热心的邓选珍在一旁默默帮
忙。

她忙碌的身影很快就被在场的工作
人员发现了，得知她是社区志愿者，还
懂得一些基本的医务知识后，工作人员
便邀请她参加“探访社区孤寡老人”活
动，每周固定时间上门为孤寡老人提供
量血压等服务。邓选珍当即就答应了。

后来，邓选珍的老伴终究没有战胜
病魔，撒手西去。失去老伴的邓选珍消
沉了一段时间，不久后，她又走出家
门，投入志愿服务。“帮助别人能让我
有动力继续一个人面对生活。”她对记

者说。探访活动定在每周二，邓选珍到社
区孤寡老人的家里，帮他们量血压、测血
糖，检查身体情况。70多岁的徐阿姨是
邓选珍的服务对象之一，去年的一次意
外，导致她的腿不能走动，血压情况让她担
心不已。为了让她放心，邓选珍除了每周
二，其他时间也会去徐阿姨家走动走动，除
了帮她量血压，还会陪她聊天谈心。

“她说只要我去，她就开心，我一听
这话，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意义，能帮到
她我心里也很满足。”邓选珍告诉记者，
前段时间，她量出徐阿姨的血压一直很
高，就建议她改善饮食，在安全的前提下
在屋内多走走，让血压降下来。在她的帮
助下，徐阿姨的血压慢慢稳定了下来。

陪 孤 寡 老 人 聊 天 谈 心

“身体有什么小毛小病，我总要先
去问问邓医生的。”“她很耐心的，帮
我量血压的时候还经常叮嘱我要适量
运动。”“邓医生是我们社区的‘热心
肠’。”……在松陵镇三村社区，提起邓
选珍，居民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记者了解到，不管是在每次的义诊
中，还是在平常生活中，周围的邻居、
好友经常会向邓选珍讨教一些医学方面
的问题，而邓选珍每次都会耐心地解答

他们的问题，遇到她自己回答不了的问
题，她就会和对方说：“你等一下，这个
问题我先回去查查资料，明天再告诉你。”

邓选珍把问题记在心里，回到家之后，
她就会马上查阅相关书籍，把不懂的地方
弄明白，第二天再回复对方。“要是遇到我
不确定的问题，我就会让他们去医院咨询
医生，不会随便糊弄人家。”邓选珍说，她觉
得这是一个互惠的过程，她帮助了别人，同
时也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大家都受益。

不 懂 的 问 题 绝 不 糊 弄

每周二是三村社区很多孤寡老人最期待的一天，因为邓选珍会提着医药箱来帮他们检查
身体，陪他们聊天解闷。

社区老人们的24小时“家庭医生”
本报记者 黄晓雯

邓选珍邓选珍（（右右））在帮老人量血压在帮老人量血压。。

主 角 自 述

我的家乡在苏州大市范围内，考
到吴江机关单位工作，是我和吴江的
一种缘分。

我的家并不遥远，想父母了，开
车就可以回去。我的工作常年比较忙
碌，虽然也比较喜欢出去看看风景，
但刚工作时我从没请过年假，如今工
作又忙，想要出行的念头也就只能先
搁在一边了。

我目前的工作是办公室文案一类，
对于我这个理工男来说，写文章并不觉
得有什么难度，因为我对文学还是很偏
爱的。我平时有空的话喜欢看书、看电
视剧，或者放松一下心情，在音乐声中
安静地享受一段休闲时光。我不抽烟，
没有特殊原因，也不喝酒。也许我在大
家眼中是个稳重而内敛的人吧，当然
我可不古板，偶尔也会幽默一下。

我不太容易生气，如果和谁有点
矛盾的话，就算当时很生气，我也不
会发作，过一天就全忘了。我自己的
性格也许看着有点闷，其实我很愿意
坦诚地说出一些想法，比较直率，不
喜欢拐弯抹角。

家 庭 情 况

我的父亲在家乡做小生意，工作比
较忙，于是妈妈放弃了工作，陪伴我的
成长。妈妈对我的教育比较严格，爸爸
对我是放养式，这让我的性格既有感性
一面也有理性一面。我还是一个生活上
比较独立的人，现在一直在单位食堂吃
饭，所以烧饭烧菜我不需要做，但其他
家务我都会做。

我在吴江买的房子还没装修，如果
找到另一半，我希望我们一起承担家庭
责任，而不是依赖父母亲。

心 目 中 的 她

安静的我，期待遇到一个活泼率真
的女孩。工作的缘故，我累了不想多说
话，我在家就会显得比较安静，要是她
也安静，那估计家里就寂静无声了，所
以，我喜欢的那个她，应该是比较活泼
开朗的那种类型。

大学里我们理工类学校女生少，我
没有谈过恋爱。刚工作的时候，我觉得
自己太年轻了，以工作为重，也无心恋
爱。如今我换了部门，发现同事都是有
家室的人，就感到自己也应该找了。

有热心人为我介绍过对象，还没有
深谈我们就淡了，也许我还没有遇到我
心目中的她。

我希望女孩子的工作不要太繁忙，
对于她的收入，我不计较。最希望她是
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或是教师。

我不是“外貌协会”的，对于另一
半，她可以相貌普通，但她应该是善良
大方、孝顺父母、身材匀称、身体健康
的女子，身高最好在160厘米以上，年
龄最好比我小3到5岁吧。

记 者 印 象

9号才才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很稳
重的人。他有着浓黑的剑眉，英气的脸
庞，眼神中带着一丝坚毅，身材看上去
很匀称，一看就是那种健康的体魄，有
着男子汉的可依靠感哦。

如果你想了解他，就找公益红娘留
下你的联系方式吧。

希望能够遇到你希望能够遇到你
采写 方芳

性别：男
年 龄 ： 26 岁

（1991年）
身高：179cm
体重：75公斤
职业：机关公

务员
婚姻状况：未婚
学历：本科

中意他的女孩请联系吴姐姐，
联系电话：18962571226

9号才才
主 角 自 述

我是一名普通的吴江姑娘，父母
是双职工，我是家中独女，父母和家
里的亲戚长辈们给了我一个自由宽松
的成长环境，从小对我的期望也是平
平安安、快快乐乐地成长。现在我在
吴江的一个机关单位工作。

大学期间，我不能夸张地说自己
是老饕，但对于美食，我有着孜孜不
倦的追求，曾和女性朋友一起吃遍了
所在城市的美食。科幻片也是我这几
年的心头好，科幻电影或是电视剧我
都会追。最近，我的新爱好是相声这
一传统曲艺，由于知音难觅，平时我
都是自己一个人偷着乐。

我的工作在大部分人看来是机关
单位中比较辛苦的，我基本每天都在
各种材料中挣扎，比较消耗脑细胞。
现在，我们加班的情况倒是不太多，
但工作具体要求比较高，需要我每天
都不停地汲取新知识，不然很难做好
自己的工作。我现在已经比较习惯这
份工作了，虽然压力依旧山大。

我的性格用一个词形容就是柔
软，能包容各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想法。我家有两个“毛孩
子”——两只狗，一只和我父母住在
乡镇上，一只和我一起住。我有空的
时候就会带着我的狗狗一起去遛弯。

有时间的话，我还会做一些蛋糕和
饼干，不过我只是个初学者，水平
可是比较“菜”的哦。

稀里糊涂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日
子，我突然发现身边的女友都结婚
了。于是我开始考虑自己的终身大
事，也许等待会出现奇迹，说不定，
这次就可以遇到他。

心 目 中 的 他

我希望的他，身高在170厘
米以上，不是特别瘦，身心健
康，相貌不丑。

我是重点高校的本科毕业
生，希望对方的学历也是本科以上。
心目中的他，工作稳定、爱岗敬业、
自律性高，对自己的工作有责任心，
同时也能理解我的工作。我希望他是
一个生活中有正常爱好的男生，能包
容他人，脾气好。我喜欢独立自主的
男生，不喜欢“妈宝男”，他应该是能
和我共同进步的人生伴侣。

我 的 婚 恋 观

我心目中理想的婚姻是钱钟书和
杨绛那样的婚姻，各自有自己的事
业，有自己的爱好，相互扶持，相互鼓
励，互相之间既是夫妻，又是情人、朋

友。我希望有这么一个适合我的人出
现，即使磕磕绊绊，也能携手走在一起，
也许常常被人笑，也会偶尔笑笑别人，
我只求简单地过好婚姻生活。

记 者 印 象

鹅蛋脸，双眼皮，嘴巴特别小
巧。10号佳佳有着清秀的面容、淡淡
的微笑，看上去端庄秀丽，加上谈话
轻声细语很有逻辑性，感觉是个能做
事又有好脾气的女子。

如果你想认识她，请致电公益红
娘，留下你的个人真实信息和联系方
式吧。

过简单的生活过简单的生活
采写 方芳

本报讯（记者韦利红）经过前期报名，截
至昨天，有231名来自机关、企业事业单位，
学历在本科以上的单身人才进入首批鹊桥会数
据库。

作为人才服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才鹊
桥会公益红娘团队正以各种方式开展点对点
服务，为入库人才提供恋爱成家的机会，为
吴江爱才、留才工作提供助力。据悉，人才

鹊桥会服务平台自今年 8月推出后，正通过
专题版面、吴江微报新媒体播报等渠道推介
单身人才的择偶观、生活观，引导广大单身
人才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婚姻观。截至目

前，10多对单身人才通过公益红娘的撮合见
面相识，两三对人才有望得到进一步发展。
本报记者及公益红娘团队将及时跟进，为他
们的成功牵手提供多方面的服务。同时，为

满足更多单身人才的成家需求，人才鹊桥会
平台也将常年接受报名。如果你是本科以上
学历的单身青年，请把报名资料发至电子邮
箱：100081768@qq.com。

231名人才进入首批鹊桥会数据库
红娘服务有序推进

性别：女
年 龄 ： 28 岁

（1989年）
身高：160cm
体重：55公斤
职业：机关在

编科员
婚姻：未婚
学历：本科

10号佳佳

中意她的男生请找公益红娘：
陶姐姐，联系电话：18962546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