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 14日、15日， 连续两
天，逸康苑养老康复中心园内都
在唱响“庆中秋、迎国庆”的歌舞
声。

9 月 14 日，在逸康苑养老
康复中心居住的老人和工作人
员自编自演了歌舞、 诗朗诵等
节目， 得到园内老人的一致称
赞。老人们纷纷表示，这样的节
目没看够，真的还想多看几场。
逸康苑养老康复中心董事长李
淑芳说， 以后还会在园内多举
办老人参与的文艺演出。

9 月 15 日，在逸康苑养老
康复中心，吉林省电影家协会、
长春市政协文史委、 心灵驿站
俱乐部等单位和前来慰问演出
的单位领导、 演职人员为园内
老人带来了一场“国庆 70周年

暨情暖逸康苑养老康复中心慰
问演出”文化盛宴。 无论是歌舞
《绣红旗》， 还是园内老人的广
场舞《两只蝴蝶》，还是诗朗诵
等节目， 都赢得现场阵阵热烈
的掌声。 李淑芳说，在逸康苑居
住生活的老人， 有为文艺界做
出贡献的著名导演和著名的演
职人员， 有为国家解放事业做
出贡献的老革命家， 有为地方
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老领
导，老干部。 有曾经奋战在一线
的劳动模范，他们选择逸康苑，
是对逸康苑的信任和认可。 逸
康苑这次联合心灵驿站俱乐部
等多家单位举办的文艺演出，
为老人带来了不一样的视听盛
宴， 今后还会举办类似文艺演
出。

逸康苑养老康复中心自
2012年成立以来，一直本着“为
天下儿女尽孝， 为众多家庭分
忧”的服务理念，让老人在这里
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
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幸
福晚年生活。他们把入住老人当
成自己的亲人，通过倾注满腔的
热情和爱心，让老人真正感觉到
在逸康苑生活比家还好。

家家有老人， 人人都会
老。 随着社会各界有爱心的人
士， 加入到逸康苑养老康复中
心尊老、敬老、爱老的队伍，他
们的爱心正在聚成一股股暖
流， 通过逸康苑传向社会的每
个角落， 引领更多的老人走向
更加美好的晚年生活！

/吉林日报社记者 张和力

为更好地发扬中国传统文
化，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9月 12日，长春经开泰山社
区在社区广场隆重举行了，“泰山
社区庆中秋、迎国庆居企大联欢”，

“共建、共治、共享”主题文艺汇演。
文艺汇演的演员全部由社

区居民组成， 当一个个节目展
现在台前，优美的舞姿，动听、
嘹亮的歌声， 赢得了社区居民
的阵阵喝彩。 为了和居民互动，
泰山社区党支部书记邵凤斌亲
自主持， 引来了小区内数百名
居民前来观看。

此次活动得到了经开区临河
街道党工委、 办事处以及驻区企
业和广大居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泰山社区组织了本场文艺汇演，
辖区居民、 企业纷纷争报演出节
目，本次活动还融合了“临河红飘
带党建医疗联盟” 多家成员单位
一同开展“健康行”进社区活动并
为活动做好医疗保障工作， 另外
借助本次活动泰山社区还针对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进行了知识问答
和宣传。 本次活动参与的居民群
众多达四百多人， 参与的企业有
11家，居民、企业、社区文艺团体
共同奉献了 18个节目。整场活动
节目精彩、气氛热烈、广大居民朋
友在中秋节和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即将到来的喜庆日子里， 收获
了一份份喜悦和节日祝福。

/记者王春胜报道

每年 9 月的第二个周六为
“世界急救日”。 通过这个纪念
日，呼吁大家重视急救知识的普
及，让更多人士掌握急救知识和
技能，在事发现场挽救生命和降
低伤害程度。 长春公交集团南通
汽车公司二车队一直在行动，
2019 年成立“急救技能培训小
组，联合蓝天救援队设立长春首
例蓝天救援队主题车厢，志在面
向社会开展生命教育体验（急救
技能培训）， 在社会大力宣传和
普及“尊重生命， 关爱生命”意

识，提高生存技能，防灾避险，自
救互救的能力。从今年 6月份主
题车厢设立至今已拉乘乘客
40000 余次，其中车厢内展示的
急救设备，使乘客受益匪浅。 近
日，长春公交集团南通汽车公司
二车队再次组织驾驶员学习急
救知识， 课后进行了心肺复苏，
创伤救护等应急救护技能演示。
大家都觉得这次的培训对他们
来说相当有用， 而且意义非凡，
所以大家也非常认真地学习每
一个急救知识和实操演练。

9 月 10 日，为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 弘扬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 长春市南关区明珠街道
明珠社区组织举办了大型艺术
展活动，旨在通过摄影、书法、
绘画作品等， 让辖区群众感受
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辉煌
成就和带来的巨大变革。

此次明珠艺术展展出书法
作品 200 余幅，绘画作品 100
余幅， 剪纸作品 150 余幅，摄
影作品近百张，以及原创诗词
作品 50余幅。 展览当天，辖区
居民 200余人到现场参观。

据社区书记黄慧介绍，此
次展览将持续几天时间，展出
的所有作品都是由南关区老
年大学明珠分校的学员创作

的。
据南关区老年大学明珠

分校负责人、著名书法家费乐
群介绍，明珠老年大学是 2017
年在明珠社区艺术培训班基
础上成立的， 现开设书法、绘

画、素描、剪纸、摄影等多个专
业，有学员 200 余人，每年春
秋两季义务教学。 这次展览学
员们经过一个月时间的准备，
展出作品很有专业水准。

/记者 张志善 报道 摄

9 月 10 日，为让孤寡老人
们度过一个祥和幸福的中秋
佳节， 由公主岭市志愿者协
会、携手同行爱心联盟公益团
队发起，以团队中人大代表志
愿者、法官志愿者、供电志愿
者、药业志愿者、合作社志愿
者 100 余人为核心组成的志
愿服务队，来到公主岭市怀德
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开展慰
问活动，为孤寡老人们送来中
秋暖心大礼包，用实际行动弘
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老
的传统美德。

本次慰问活动， 携手同行

爱心联盟公益团队为老人们
送来大型音乐按摩椅、电热按
摩泡脚桶、电热祛湿多功能按
摩床垫、消毒柜、空调、厨房多
功能操作台、蒸锅、冰箱以及
大量的米、面、油、水果、蔬菜
和近百种零食、糖果、糕点等
价值 4万多元的生活物资。 由
云飞药业派来的消毒专业队
伍，为个福利中心室内外全面
进行了消毒灭菌处理；供电公
司派出了十几名专业技师，为
福利中心做了全面的安全用
电检查； 华兴合作社出人出
车， 还带来了大量自己的产

品。 当日上午，老人们坐在福
利中心院内惊喜地看着志愿
者们搬进大院的堆成小山的
慰问品，觉得眼前的志愿者们
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让他们
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

/记者 高鸿 报道 摄

9月 13日中秋佳节，薄雾漫
天，细雨连绵，梨树微帮公益团团
长王德云带领 50名志愿者，走访
慰问四棵树乡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的 25名孤寡老人，给老人们带来
中秋佳节的祝福和欢乐。

当日上午，志愿者们用捐助
的善款购买了月饼、蛋糕、水果、
蔬菜、 肉类等价值 1525 元的慰
问品，来到四棵树乡社会福利服
务中心。 活动中，志愿者们各自
分工， 火红的公益身影随处可
见。 众多志愿者在欢笑中一起包
饺子，还有的志愿者为老人们义
务理发，为每位老人发放整套的

被罩、褥罩等慰问品。
该社会福利服务中心负责

人亲切致词，代老人们表达感恩
之情。 老人们团团围坐，布满褶
皱的脸上洋溢着笑意。

/车航 记者 高鸿 报道 摄

9 月 10 日至 12 日， 为进
一步发扬“扶老携幼”的优良传
统，弘扬“扶贫济困”的慈善精
神，做响“奉献爱心”品牌公益
项目， 在中秋佳节和重阳节来
临之际，四平市民政局、四平市
慈善总会主办，铁东、铁西两区
民政和慈善部门协办， 四平市
15 家社会公益组织近 200 名
志愿者踊跃参与的“奉献爱心·
情满中秋” 慈善慰问公益活动
在铁东、铁西两区铺开，连续三
天送月饼、送水果、送祝福，活
动惠及四平市区 25 家社会福
利服务中心、 民营养老机构的
1700 余名集中供养老人和

300余名困境留守儿童。
活动中，四平市仁德爱心

慈善协会、 红珊瑚公益协会、
好人公益团、 慈艾公益协会、
善为爱心公益协会、彩虹桥社
工组织、 互惠互助公益协会、
精英联盟、 心园公益协会、四
平市创业者协会爱心大使群、
甲虫俱乐部四平分会、善行天
下公益协会、王家大院公益团
队、 四平市全民阅读协会、阳
光读书会共 15 家爱心团队，
分别组织志愿者小分队，根据
四平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制
定相关假日走访慰问方案进
行分工，在 10 日至 12 日中秋

节前自行安排时间，完成对舒
康养老中心等市区 25 家养老
机构和 334 名困境留守儿童
进行走访慰问，亲自将爱心月
饼和水果送到每个老人和孩
子手中。

/记者 高鸿 报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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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汽车公司二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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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应急救援能力

携手同行献爱心 尊老敬老扬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