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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孝温暖老人心田 用爱点亮老人晚年

第五届“孝动浦东”获奖名单揭晓
2016，“孝动浦东”寻找温暖和感动的脚步继续。第五届“孝动浦东”评选活动延续了上届“孝顺、感动”的主题，从基层出发，从最贴

近群众的角度寻找浦东地区帮助老人快乐、幸福的感人故事，发现平凡人中不平凡的奉献，树立真正需要的时代偶像。

第五届“孝动浦东”评选活动首次依托网络、微信双渠道进行投票。从2016年7月22日到8月22日，组委会共收到383713张选

票。经过事迹阐述、评委投票计票等环节，最终评选出了本年度“十大孝动人物”和1个“孝动团体”。

“孝动浦东”评选至今已走过5个年头，始终秉持对老人无微不至的孝顺与关怀的宗旨。

范妙娣，是仓房村第四村民小组组长，

在村民当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她经常把一群热心、孝心的老姐妹召

集到家中一起包馄饨、做圆子。刚开始，总

是她请客，后来大家自发形成了聚餐AA制

的模式，每人每年50元。她自己一次性拿

出1000元作为睦邻互助点的启动资金。

在互助点，大家互相关心、热心帮

助。有一次，村里的一位老人发生车祸住

院，范妙娣立即组织老姐妹们轮流去医院

陪护，整整坚持了一个月，直到老人出院。

对于村里的孤老和困难老人，互助点

每次做好馄饨、圆子都会给他们送一些。

范妙娣组织

点内成员每

周去关心看

望结对老人，

组织 80 岁以上

行动方便的老人去

滨江森林公园一日游。

“现在区镇各级领导都在大力关心、

引导、支持互助点活动，我们更应该一起

努力把互助点实实在在办好，把敬老、助

老、爱老、亲帮亲、邻帮邻的好传统、好风

尚发扬光大。”范妙娣就是这样一位敬老、

爱老、助老的热心人。

聚通装饰集团在众人的眼里，是

一个专注家装行业 20余年、从努力追

赶业内先进到成为别人追赶的先进企

业。其实，相伴聚通集团发展的历程

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热心社会

公益事业。

企业经营者认为，一家期望基业

长青的企业，必须运营于一个可持续

发展的社会，并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受益。

为此，公司在2013年3月完成集团

化企业工商登记注册的同时，通过民

政部门登记注册了专门从事社会公益

的民非组织——上海心桥社区公益服

务中心，并由副董事长苏静担任理事

长。从此，聚通集团有了自己从事社

会公益的专职机构，更让企业从事社

会公益有了坚实的平台。

聚通装饰集团所在的上钢街道，

有60岁以上的老年人3.6万，老龄化比

例达到36%。在上钢众多老人中，还有

一群特殊的老年群体——有 70 多位参

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对越自卫

反击战等战斗的老战士，有 60多位全

国和上海市老劳模，还有一批当年参

与研制“两弹一星”的老功臣。

心桥社区公益服务中心以服务老

人作为公益服务的重点，推出了“999
夕阳红”系列助老项目。目前已经立

项并开展活动的有“阿庆嫂茶馆”、老

人养生厨房、老年戏曲沙龙、老年书

画沙龙等。

同时，“心桥”通过购买社会专业

服务，为老人们提供足浴、擦玻璃门

窗、清洗油烟机等家政服务，还在元

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中

国传统节日组织社区义工和企业志愿

者为老人包饺子、做汤圆、裹馄饨、

煮粽子及写春联、猜灯谜等活动。企

业经营者表示，希望通过这些项目，

提升和完善社区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

企业专职公益机构一如企业认真

经营本行，成为行业的品牌标杆一

样，认认真真做社区助老公益，将

“999 夕阳红”这个助老项目做成了上

钢社区的公益品牌。

范妙娣 >> 高桥镇

陪母亲聊天解闷，给她洗脚梳头……

几十年如一日，蔡妙根对继母悉心照顾。

1976年冬天，继母不小心摔了一跤，

导致骨折。父亲因身体状况欠佳，无力

照顾妻子。蔡妙根作为家庭的顶梁柱，

担负起照顾继母的责任，跑前跑后不辞

辛劳。

2002年，继母突发脑溢血，幸亏蔡妙

根及时发现，马上送去医院。为了挽救继

母的生命，他花光所有积蓄。在他多年的

精心照料下，继母身体状况开始好转。

2010 年 12 月，继母得了严重的骨质

疏松症，瘫痪

在床。蔡妙

根每天东奔

西 跑 给 继 母

求 医 ，陪 她 说

话、解闷。

2014年7月，蔡妙根的妻子得了脑萎

缩住院，也瘫痪在床。古稀之年的蔡妙

根，默默地承受着家庭给他带来的重担，

家里、医院两头跑，悉心照顾着两位亲人。

尽管家里很困难，但邻居们常能看到

蔡妙根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微笑。

蔡妙根 >> 北蔡镇

近 10 年来，徐美琴悉心照料患有脑

梗的母亲。“父母养育我们 20多年，我们

还他们 20多年也是应该的，有父母的家

才是完整的家。”她总是这样说。

2007年1月，徐美琴的母亲患脑梗住

院了，子女们商量着给母亲请了护工。没

多久，徐美琴发现，母亲臀部皮肤在使用

接便器时磨破了，就提出自己来照顾母

亲。为此，夫妻俩把谋生的出租车卖了，

全心专职照顾老人。母亲出院后，她在自

己新开的店里安装护栏、把手等设施，帮

母亲做康复训练。

2013年 3月，母亲再次住院，被确诊

患“心肌梗塞”，存活希望不大。在医生治

疗和子女悉

心 照 顾 下 ，

老人又一次

被抢救成功。

母亲病情

稳定了，父亲又

患了慢阻肺。徐美琴又一 次挑起了重

任，她把父亲接到家里，边研究病情边

联系医生就诊配药，使父亲的病情渐渐

地好转。

邻居们经常能听到徐美琴家传出的

歌声。原来，母亲虽然脑子不清楚，但对

年轻时会唱的红歌仍记忆犹新，徐美琴就

经常陪着她唱歌。

徐美琴 >> 曹路镇

“伲前世修来好福气，娶了一个好儿

媳，这个家全靠她！”金桥镇村民俞宝根、

丁祥妹夫妇经常这样夸赞自家儿媳妇。

“外来媳”武红姐，来自安徽，嫁到俞

家后任劳任怨，把家打理得干干净净，把

公婆视为亲生父母侍奉得体贴入微。

2007年5月，俞宝根经医院诊断患肺

癌。从那一天起，武红姐天未亮就起床，

给公公换衣、擦身、洗床单、换尿布；傍晚

下班回家，仍然是照料重病的公公。

4 个多月后，公公去世了，武红姐对

婆婆更加孝顺。婆婆腿有残疾不方便，她

每天把饭菜送到婆婆床前；婆婆胃消化功

能差，她把饭

菜做得酥软

可口；担心婆

婆在家寂寞，

她每周抽时间

和丈夫轮流送婆婆

去村民学校学习……

“自我嫁进俞家，公公婆婆对我像女

儿一样。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们照料是天

经地义的。我们也会老，要给后代树立榜

样。”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武红姐，讲不出

深奥的大道理，但她懂得滴水之恩涌泉相

报、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武红姐 >> 金桥镇

居住在美林小城的林月珍阿姨，个性

开朗、为人随和、乐于助人，连续两届当选

为美林居委会委员。

作为一名为老志愿者，林月珍时

刻牵挂着社区里家庭困难的老年人。

比如，退休老党员陈永康夫妇都是聋

哑人，林月珍经常上门慰问，通过笔

和纸与他们交流，并给予力所能及的

帮助。

作为美林居民区妇联副主席，林月

珍特别关注社区的困难女性。张阿姨的

儿子是智力三级中度残疾，需要靠老父

老母照顾，生活非常困难。林月珍经常

上 门 探 望 ，

帮助他们寻

求政府的救

助和关怀。

林 月 珍 总

是随身带着本小册

子，听到哪家生活困难、需要请保姆、小孩

子要找对象等都一一记录下来，尽力帮忙

解决。

“我的所作所为是一名党员、一名居

委会委员和一个妇女委员应该做的，通过

奉献爱心，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变得充实又

有意义。”林月珍说。

林月珍 >> 康桥镇

唐镇一心村村民卫义辉，今年73岁，

他一生尽孝，悉心服侍双亲和两位姑母，

用实际言行深刻诠释了“孝”的含义。

卫义辉兄弟姐妹共六人，他排行老

四。高中毕业后，他留在家中悉心照顾 4
位老人。

五六年前，90 多岁高龄的大姑母摔

了一跤，脚骨严重骨折。住院20多天，卫

义辉一家人轮流日夜照顾。出院回家后，

他在老人床边支个小床陪护。4个月后，

老人能起床走动了。

今年，92 岁的小姑母心脏病复发，

春节前后两次住院治疗。卫义辉全家又

是轮流守在

床边照顾。

言 传 身

教，好家风代

代传。卫义辉

家庭互帮互助，给

亲人最真挚的爱，携手走过了人生的风风

雨雨，用爱心构建了一个令人羡慕的美满

家庭。2008年，他的家庭也因此荣获“上

海市孝亲敬老模范家庭”称号。

“我的一生平淡无奇，但值得欣慰的

是，我的家人及后辈对长辈的关爱更胜于

自己。”卫义辉说。

卫义辉 >> 唐镇

多年来，方水芹侍奉体弱多病的公婆

和父母，用言行诠释着新时代尊老爱亲的

涵义。

方水芹的婆婆曾因胆道结石、结肠肿

瘤两次住院手术，公公也因脑梗死多次住

院，她白天上班、晚上陪夜，无微不至地照

顾着两位老人。

9年前，方水芹的父亲也被诊断为脑

梗死住院治疗；5 年前又因骨折住院，都

是她张罗着住院、手术、陪护……

如今，4位老人均年事已高且经常生

病，她不管工作多忙、多累，都悉心照顾。

“父母给

予 我 生 命 ，

公婆给予我

呵护，现在他

们老了、病了，

是该回报他们的时

候了。”方水芹说。

近年来，她还一直致力于社区老年护

理服务工作，探索家庭医生制度下的全科

团队服务，开展了家庭病床、居家舒缓疗

护等特色服务，参加老年人体检、各类志

愿者为老服务活动。

方水芹 >> 大团镇

外灶村村民徐春华家，是一个不寻常

的家庭。她的父母和妹妹都是残疾人，妹

妹的女儿也是智力残疾。尽管她是被父

母领养的，但从没嫌弃过这个家，悉心照

顾家人，出嫁后也隔三差五回家看看。

2015 年，养母俞林妹因肺病并发症

多次住院，养父和妹妹连到医院陪护的能

力也没有，重担落在了徐春华一个人身

上。她到单位请了假，把临近高考的儿子

托付给公婆，一直陪护母亲。

躺在病床上，俞林妹经常伤心流泪。

她说，舍不得两个女儿、智力低下的外孙

女和丈夫。徐春华说：“妈妈，侬放心养

病，家里的事有我，我会担负好这个家。”

俞林妹尽管

不 能 说 话 ，

但眼泪却在

眼 眶 里 转 。

徐春华俯身贴

近 母 亲 耳 旁 说 ：

“没有你就没有我，虽然我 出 嫁 了 ，但

这个家还是我的家！”老人终于露出笑容。

2016 年正月初八，俞林妹因肺、肾、

心衰竭去世，徐春华在悲伤中送走了母

亲，为她料理了后事。

而对养母搁下的这个“摊子”，徐春华

没有放弃，她又挑起了照顾智障养父和妹

妹的担子。

徐春华 >> 书院镇

左邻右舍每次提起刘喜珍都赞不绝

口，说她是一位知心的“大姐”、孝顺的好

媳妇。

为了照顾生病的婆婆，她提前申请退

休从湖南赶回上海，陪着老人去医院做各

项检查，做营养餐，照顾生活起居。婆婆

大小便失禁，她不嫌脏，打来热水帮婆婆

擦洗干净；被病痛折磨的婆婆脾气变得极

其古怪，她总是微笑面对。

1997 年婆婆安详地走了，刘喜珍又

把远在湖南的父母接来上海小住，重访父

亲解放前在上海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圆

了父亲“故地重游”的梦想。几年后，父亲

过世，刘喜珍

又多次将母

亲接来上海

照顾。

刘 喜 珍 热

心为社区老人服

务。她写了一手好字，经常为独居老人送

“福”字、写春联；她组建了“红叶”舞蹈队，

为社区老人表演，并多次参加浦东新区的

舞蹈比赛；从医30多年的她，坚持18年为

社区老年人免费量血压；2011年，刘喜珍

当选为金杨街道老年协会理事，积极投入

敬老爱老、为老服务的事业中。

刘喜珍 >> 金杨街道

93岁的辛绿绿，一生波折坎坷，一直

与领养的女儿孙美华相依为命。

孙美华小学毕业后，白天务农，晚上

绣花，帮母亲赚钱养家。她与丈夫万国钧

结婚后，两个人一起孝顺养母。

2013年，养母患上了忧郁症，孙美华

和丈夫四处奔波带着老人去各大医院求

诊看病。为了方便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

三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她还在房间里

装了隔墙遥控门铃，只要老人一按遥控

器，客厅里门铃就会响，她和丈夫听到后

就会过去照看老人。

由于老人年事已高，牙口也不好，孙

美华为了让

老人既吃饱

又吃得有营

养，也是动足

了脑筋。

现在，孙美华

和丈夫也都是做爷爷奶奶的年纪了，

一家四代同堂在一起吃饭看电视，很

是幸福快乐。虽然辛老太的一生没有

享受过丈夫的照顾，但她收获了一个

女儿和一个像儿子一般的女婿。他们

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让老人感到心

满意足。

孙美华 >> 高东镇

聚通装饰集团
>> 上钢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