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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 个军休干部，1618 个最可爱的

人。他们是浦东新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

服务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 15
年来服务的对象，又是尽己所能服务社会

的标杆。

“老兵永远是人民的勤务员。”朴实无

华的语言背后，是老兵们一颗火热的心。

数十年来，老兵们植入血脉的红色基因和

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通过一场场激动人

心的宣讲，一次次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

一次次热情的帮助，在社区、在学校、在孩

子们的心中传承。

服务好这些可敬可爱的老兵，帮助他

们为社会继续发挥光与热，让他们充实、

幸福地安享晚年，也是中心的心愿。

红色基因宣讲传承

前不久，在川沙干休所举行的一场联

欢会上，由陶新福、张桂林、王刚等老兵编

写、创作的朗诵诗《铁血忠魂述忠诚》、快

板书《英风豪气千古芳》等反映当地红色

革命历史的群文节目，赢得了阵阵热烈的

掌声。

他们是川沙干休所“川沙红色资源”

调研小组的成员。8 名老兵不顾年事已

高，四处奔走，挖掘川沙的红色资源，不仅

创作了传统红色文艺作品，还用手机软件

制作了“寻访川沙红色记忆”“名人故里百

年川沙”等新媒体音乐相册，在微信群、朋

友圈赢得广泛好评。

充分发挥军休干部政治优势，鼓励他

们用红色故事进行革命理想和爱国主义

教育，是中心一直鼓励推动的工作。为

此，中心专门与新区图书馆合作开设“军

休大讲堂”，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宣讲国际国内时事政治与

动态，宣讲军休干部初心永不忘、红心永

向党的革命信仰与心路历程。高桥干休

所的吕蓬、周建平、周建华和杨旭东等老

兵还经常为机关、学校、社区和企事业单

位作报告。

老兵们对青少年红色教育更是倾注

了极大热情。军休干部蔡广业离休后的

20多年，进学校讲革命传统教育130多场，

受教育人数达 4.3万余人次；储根全 30年

来自办“老兵图书室”，设立“红色传统教

育”书刊专柜，坚持每年订购 60多种中小

学生期刊，供青少年免费借阅；张桂林先

后为社区作“南海风云”“传承红色基因”

等主题宣讲课，给学生们作“在红旗下成

长”等革命传统教育宣讲。

服务社区奉献技能

“有着真本事，想着老百姓”，这是大

团镇村民对南汇干休所 76岁的李友良的

评价。他曾经是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的

内科专家、主任医师、教授，退休后一直坚

持用医术为乡亲服务。他所居住的大团

邵村，有一王姓农家的17岁男孩患有支气

管哮喘，多年医治不见好转。后经过老李

多次义诊，采取吸入疗法，3个月后患者症

状明显好转，至今病情稳定，未见复发。

仅 2017年，他为家门口的村民义诊 892人

次，宣讲健康科普知识讲座12次。

军休干部中不乏像李友良一样的医

学专家，退休之后反哺社会的愿望十分强

烈，中心和各干休所为他们积极搭建有效

渠道，鼓励、组织他们发挥余热，展现军休

情怀。陆家嘴干休所军休干部鲍兰、范怀

兴、张崇德等人自发组织成立“医疗志愿

者服务队”，自2013年以来，先后举办医疗

健康讲座 20 余次，进社区服务居民十余

次，服务老同志及群众3700余人次。罗山

干休所的军休干部朱妙珍、张精良和王璧

新等 8 名老兵也自发组织“医疗志愿者

队”，为社区居民及军休干部志愿服务。

疫情期间，浦东军休干部纷纷报名参

与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主动捐款捐物，1204
名军休干部、58名工作人员，共募集抗疫

捐款67万余元。更是涌现出诸如马玉超、

缪晓辉等军休干部，发挥医学特长为一线

疫情防控作贡献。

助学助困扶助乡里

中心还依托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双拥

基金会公益平台，组织、引导军休干部投

身公益助学。老兵们的生活相当简朴，但

在捐款助学方面，总是毫不犹豫、慷慨解

囊。20多年来，周家渡干休所以周文为代

表的军休干部累计捐款60余万元，先后分

三批资助30多名家庭贫困的孩子，其中23
名已顺利完成学业，踏上工作岗位。

南汇干休所老兵们帮困助学、乐意奉

献的故事有许多。初中学生小蒋的父亲

不幸去世，母亲只有低保收入。84岁的汤

锡生主动与她结对，每年资助 4000 元学

费，连续资助四年，帮助她完成了学业。

祝桥镇凌路村百岁老人赵文娟年迈多病，

自 2008 年以来，汤锡生经常登门探望老

人。赵文娟激动地说：“你每年逢年过节

都要来看望我，每次来总是这么客气，我

知道，这都是你自掏腰包……”

家住东园四村的小胡，考上了大学，

却付不起学费。原来，他的父亲因病提前

退休，母亲在超市工作，家里经济拮据。

陆家嘴干休所的几名老同志得悉后，主动

与小胡结为帮困助学对子。如今，小胡已

走上工作岗位。当年几名老兵的“及时

雨”让她倍感温暖，“伯伯们的支持，将成

为自己回报社会的动力。”

军休干部服务社区的形式多种多

样。多名军休干部担任兼职居委会、业委

会主任，积极参与社区治理。高桥干休所

老兵们的“红星志愿者服务队”已义务为

3000多名居民理发，磨菜刀、剪刀 2000余

把，修理自行车和电器1000余件。军休干

部吕蓬、夏士华夫妇长期以来不仅义务为

群众理发，还坚持教社区小朋友游泳，20
多年来教会了300多人。南汇干休所的军

休干部蔡广业坚持义务磨刀24年，磨刀石

用掉 12块，累计为居民磨刀 6400多把，当

地人几乎都知道这位“磨刀部长”。

文体活动丰富军休生活

军休干部中藏龙卧虎，有的有文艺专

业技能，有的是文体爱好者，他们在中心

的支持下，将干休所氛围营造得生动活

泼。陆家嘴干休所的军休干部吕志斌是

原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导演、中国戏剧家

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2006
年退休后来到陆家嘴干休所。多年来，他

为干休所、中心乃至上海市军休系统打造

了多场文艺演出活动。中心组建的军休

文化表演艺术团队，先后成立了 6个文艺

小分队，还聘请他为艺术总监，负责艺术

指导和创作，先后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 9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等演出

中得到一致好评。

陆家嘴干休所的摄影沙龙，还有一名

获过国际大奖的军休干部。2018年 7月 5
日，军休干部许勇的作品《爱的渴望》夺得

第四届“亚洲最佳自然摄影”大奖赛年度

大奖及总冠军，是中国第一位获得该奖项

的摄影师。

每个干休所都有自己的特色项目。

如高桥干休所有着浦东地区的第一支气

排球队，近几年代表中心、高桥镇参加市、

区、镇不同级别的各类比赛103场，获奖80
余次。干休所还有舞蹈队、兵乓球队、门

球队、太极拳队等，都在各种赛事中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

“书香军休”是浦东军休的又一大特

色。中心依托市军休老干部大学和图书

馆，积极打造微型阅览室，培育体现军休

特色的读书会、读书沙龙、兴趣小组等，丰

富军休生活。

党建不松思想不空

中心和干休所军休干部的党建工作也

办得如火如荼。中心依托浦东红色教育基

地高桥烈士陵园、泥城红色主题馆等革命

纪念设施，结合“两学一做”“四史”学习教

育，组织军休干部参观学习，现场聆听党

课，重温入党誓词，追忆峥嵘岁月，展望辉

煌成就，让军休干部们切实感受改革开放

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感受

党和政府对军休干部的关心关爱，再度激

起老军人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革命热

情。此外，中心还鼓励、引导军休干部用好

“学习强国”等平台，强化自主学习，对坚持

每日学习、年度优秀的给予鼓励和表扬。

对军休干部要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

心。2019年，中心为所属1582名军休干部

家门前都悬挂“光荣人家”光荣牌；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之际，56名军休干部收到了一

枚珍贵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纪念章。颤抖的手掂着纪念章，老兵

们热泪盈眶，共和国没有忘记他们，人民

没有忘记他们！

关爱养老手牵手

当然，帮助老兵服务社会、丰富老兵们

的精神生活只是中心工作的一部分，老兵

先是老人，他们毕竟年事已高，养老更是中

心和干休所重中之重的议题。中心加强与

属地政府、社区的沟通联络，主动将军休服

务融入家门口服务体系和社区养老服务体

系，搭建平台，对接、融入公办国营养老机

构。2019年，中心与金桥集团旗下养老服

务公司共建签约后，养老机构特别为军休

干部入住建立绿色通道，在评估、接收军休

干部入院程序与条件上给予优先优待。并

依托养老院成熟的日托模式，鼓励、动员有

需要的军休干部参加养老院的日托，享受

高质量的日托照料服务。为高龄、独居等

有需要的特殊困难军休干部配备安康通等

设施，提供紧急救助、居家养老、主动关怀

等一系列专业化、个性化服务。

为了让每一名军休干部都能够安享

晚年，中心和干休所还开动脑筋，想出成

立“手牵手志愿者”的办法，组织干休所工

作人员和身体较好、年纪较轻的军休干部

与离休、高龄、独居、患重大病等的军休干

部结对互助。陆家嘴干休所年近九旬的

离休干部郑老伯是孤老，身患疾病，原干

休所军休党支部老书记张继成主动与郑

老伯结对，每天登门探望，并替他照料家

中事宜，帮他领取养老金、缴纳水电费等。

一天夜里，罗山干休所王姓老兵突发

重病，陷入昏迷，志愿者谢觉民闻讯立即

赶来，和儿子一起将老王送到医院抢救，

帮助挂号、拿药，忙这忙那五六个小时，直

到凌晨3点多才回家。“真是多亏了志愿互

助，要不是他们及时伸出援手，哪有我的

转危为安呢？”老王对此一直感激不尽。

服务老兵排忧解难

目前，中心1618名军休干部平均年龄

72 岁，其中 80 岁以上 493 人，占总人数

30%。高龄化趋势日益明显，聚焦军休干

部医疗实际需求和困难，成为中心的重要

工作。

近年来，中心主动对接社会优质医疗

资源，先后与区域内的东方医院、公利医

院、市第七人民医院等 5家医院开展医疗

共建，为军休干部看病、配药、体检和住院

等开辟绿色通道，每年为 200余名有需求

的军休干部提供优质便利服务。

针对军休干部居住较为集中的罗山

地区，中心主动创造条件，与金杨新村街

道对接，引入医院和社区医疗资源，开设

家门口医疗服务站，并以家庭医生签约等

形式，提供家门口配药、日常医疗保健、常

见病诊疗、慢性疾病控制等专业化、个性

化医疗服务。

此外，中心还主动对接医保等相关部

门，为军休干部办理医保等事务提供优质

便利服务；为军休干部投保住院互助保

障，缓解医疗负担；畅通长期护理保险办

理绿色通道，协助有需求的失能军休干部

更及时、便利、优质地享受长期护理保险

办理服务。

疫情期间，中心更是紧锣密鼓，建立

工作网格，采用微信、电话等一对一方式，

加强对军休干部防护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及时传达官方主流媒体防疫信息及系统

内与疫情联防联控有关的信息宣传，安抚

个别军休干部的紧张情绪，并切实掌握每

位老同志动态信息，做好疫情防护工作。

还以居住相对集中的罗山干休所为试点，

通过专业社工分别为294名军休干部开展

线上线下心理疏导，并为 26名高龄、独居

军休干部开展代配药服务。

（□本版文字整理、供图 区军休中心）

军休温度 军人情怀
“军休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倍加关

心、倍加爱护。”今年是建党99周年，浦东开发开放30

周年，也是浦东军休中心成立15周年。站在新的起点

上，浦东军休将紧跟新时代的步伐，让军休工作更加有

温度、有情怀，让军休干部更有幸福感、获得感。

图①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文艺演出。

图② 红星志愿者服务队。

图③ 军休干部马玉超坚

守武汉抗疫一线。

军休干部蔡广业向少先队员宣讲红色故事。

忘年交“圆梦”小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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