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名社区医生，扎根基层一干就是近 20 年，是居民最信任的健康“守护者”；一位 72 岁的老人，带领着一支平均年龄超过 55 岁的志愿者团队，已坚持
10 年关爱与照顾失能失智老人与家庭；因为她的一个创意，百年老弄堂第一次有了居民运动会，在她的推动与坚守下，运动会成为上海弄堂文化的一种传
承；为圆老人的“电梯梦”，退休后的他不辞辛苦，推动老房加装电梯的实现……在黄浦区，有这样一批人，为居民获得高质量生活默默奉献着。

这里岁月静好，因为有他们默默奉献
■ 本报记者 唐烨 通讯员 王菁

老小区业委会主任：一定要把电梯装起来
去年 6月 28日，黄浦区五里桥街道恭房小区 5号楼、

6号楼老公房加装的两部电梯工程正式竣工。两个单元的
居民们第一时间试乘电梯，上上下下，非常开心。“老丁，这
下可好了，我们上下楼方便多了。这要感谢你啊！”老年居
民口中的“老丁”，正是小区业委会主任、党员居民丁良才。

恭房小区的两部电梯，是黄浦区首个成功实现的老公
房加装电梯项目，前后历时 15个月，推进过程“摸着石头
过河”，丁良才就是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与牵头人。

今年 63岁的丁良才，头发花白。2014年起，他担任小
区业委会主任，全心全意地投入小区业委会工作中，为居
民排忧解难、办实事。加装电梯，以解决老年居民上下楼难
题，一上任就被他摆在头等大事的位置。

恭房小区建于上世纪 90年代， 只有 6幢楼、72户人
家，60岁以上居民占 35%，居民老龄化程度较高。由于没
有电梯，老人上下楼出行不便，加装电梯成了这个小区老
年人共同的心愿。

早在七八年前，恭房小区业委会就开会讨论过安装电

梯的设想，并向小区居民征求过意见。当时居民的呼声很
高，但是遇到了种种困难，各方面达不到要求，此事不了了
之。老年居民出行的各种不便，丁良才始终看在眼里、记在
心上。他上任后，在一次业委会开会时就坚决表态：“在我
们这一届任期内，一定要把电梯装起来。”

说干就干。走访职能部门、考察电梯厂家、调研小区居
民，加装电梯的筹备过程事无巨细。在他的带领下，业委会
成员与党员居民为“电梯梦”的实现，四处奔波。

但最大的困难还是来自于居民诉求的协调。 要加装电
梯，居民需要自筹一笔不菲的电梯建造费用。根据大家商量
出来的分摊方案，由于不同居民对出资分摊心理预期不同，

由此产生了 5.2万元的差额。自筹费用谈不拢，加装电梯就
无从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丁良才一边上门向居民做好解释
工作，一边提出了由党员认领补差额的想法。这一想法得到
党员居民的积极响应，差额补上了，难题迎刃而解。

居民们虽然达成了安装电梯的共识，但有部分居民却
对电梯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 要求噪音不能超过多少分

贝、辐射不能超过多少标准，且统统要写入电梯加装的合
同中。电梯加装公司承诺，可履行这些要求，但不同意修改
合同。丁良才带领业委会成员、党员居民，在居民与电梯加
装公司之间反复进行沟通，最终商量下来，在合同背后增
加了一页附件，解决了居民的后顾之忧。

电梯工程开始推进，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在街道党工
委、居民区党总支的支持下，5号楼、6号楼成立了 “安装电
梯推进小组”， 推选了 3名信得过的居民代表作为小组成
员，分别负责经费筹集、事务协调、工程推进等工作。在加装
电梯工作中，推动小组成了重要的执行力量。为确保施工安
全和防止噪音扰民，丁良才领导业委会成员主动跨前一步，

与施工方制作了施工时间表，发动楼组长、居民志愿者发放
安全告示， 组织志愿者在小区内巡逻， 将安全隐患降到最
低。加装电梯工作深入民心，在施工期间，居民们自发将家
风家训贴上墙，以此打造文明楼道，让楼道充满了正能量和
文化内涵， 成为社区一道美丽的风景。 不少人都说丁良才
“有一套”，但在他看来，关键是怀揣一颗为民服务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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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9日是汪友斌的节日———中国医师节。今
年这个节日，对他而言更为特别：不久前，中央文明办
发布的 7月“中国好人榜”上，汪友斌榜上有名。身为
老西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全科主治医师，

这天一大早，他就做好了各项准备，头顶烈日，骑着自
行车赶往位于中华路上的签约患者黄奶奶家中。

“尽管每隔两到三天就会给黄奶奶打个电话，

但还是有点不放心她， 所以每周还是要上门去看
看。”汪友斌告诉记者，黄奶奶现已 94岁高龄，前段
时间突发腹痛，被三级医院确诊为肠套叠，由于年
事已高不太适合外科手术，医院建议其以社区观察
为主并定期进行门诊复查。作为社区居民的健康守
门人，汪友斌密切关注起黄奶奶的病情，定期电话
或上门关切她的饮食和病情。他说：“肠套叠如果控
制得不好，会引发肠梗阻甚至肠坏死。”

“桑拿天”里，虽然路途不远，到了黄奶奶家中，

汪友斌的额头上还是沁出了一层汗珠。经过一系列
仔细询问和检查后，汪友斌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
下来：“黄奶奶， 看到你的病情稳定， 我就放心多
啦！” 他还格外叮嘱家属， 要悉心照料老太太的饮
食，一有紧急情况及时与医生取得联系。

刚从黄奶奶家出来，推着自行车的汪友斌又在
弄堂里被一位阿婆“拦”了下来。原来，阿婆看到汪
友斌的身影，就早早地等在家门口：“汪医生，侬快
点帮我看看，这个高血压的药我能吃吗？”看到熟悉
的老患者，汪友斌微笑地迎了上去：“陆阿婆，可以
吃的，这个药一天吃两顿噢。”

得到医生的专业解答， 陆阿婆这才安下心来。

汪友斌说，像陆阿婆这样信任社区家庭医生的患者
正变得越来越多。“除了询问用药知识，一些患者还
会拿着体检报告、化验报告来找我，请我帮他们解
读。”无论是当面交流或者通过微信沟通，汪友斌与
不少患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他看来，“我跟他们
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医患关系了， 而是成了朋
友，我当然非常乐于解答他们的疑问。”

从受到患者的认可和信任到荣登 “中国好人
榜”， 汪友斌靠的是扎实的业务能力和踏实正直的
良好品德。

2000年，毕业于第二医科大学的他成了崇明海
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名内科医生，之后作为业务

骨干到崇明中心医院工作两年，这为汪友斌今后的全科医生之路
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008年， 汪友斌来到老西门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工作，短短两年时间里，他就凭借出色的业务水平和
全心全意的工作作风，成为士林华苑全科团队的团队长。起初，辖
区内的居民对这位崇明来的小医生半信半疑，渐渐地，汪医生的
德才兼备引来居民们啧啧称赞。与起初的印象恰恰相反，在患者
们的心中，汪医生可不是个只会配配药的家庭医生。

忙完出诊，汪友斌回到中心准备开始门诊工作。他告诉记者，高
温天里，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要多加注意，谨防心脑血管意外。

正说着，85岁的应阿婆进入诊室，汪友斌为其量了血压，发现阿婆血压
非常高。“阿婆，您最近没有按时吃药吗？”一通询问过后，原来，应阿婆认
为，最近天气热，人体血管会扩张，自我感觉血压正常了，便在没有得到
医嘱的前提下自行减药了。汪友斌指出了阿婆的用药误区，提醒她要多
观察血压变化情况，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调整用药。

诊室外烈日炎炎， 汪友斌的和蔼耐心却为患者送去了一份清
凉。这位为人正直、待人真诚的“中国好人”，无怨无悔地扎根在社
区，默默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用智慧与汗水守护百姓健康。

为老服务社：关心一位老人就是关爱一个家庭

18年前，薛晓珍的母亲大腿骨折，抱病在床，薛晓
珍在家日日照顾她；4年前，母亲突发中风，薛晓珍心
力交瘁。不知所措之时，是咏年楼为老服务社的志愿
者让她感受到温暖、 找到照顾母亲的力量与勇气：志
愿者教她护理知识、帮助联系家庭医生、定期送上防
失禁纸尿裤；当薛晓珍有事需要外出时，志愿者会接
替她照护母亲。

咏年楼为老服务社是发源于外滩街道的一个社
会组织，关爱与照顾失能、失智老人以及为他们的家
人送上专业指导与喘息式服务。近 10 年来，他们帮
助了 230 多户失能失智老人家庭， 走访关爱人群
5620次。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为老服务社会组织的许多成
员本身也是老年人，17名团队创始成员当时的平均年
龄超过了 55岁；且服务近 10年来，初创成员都坚持
到现在，一个都没有“脱队”。今年 72岁的蔡惠德，身
材精干、精神矍铄，他是咏年楼为老服务社社长，也是
这个团队的“大家长”。

10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作为居民志愿者的蔡
惠德参与了对街道老年家庭进行的一个入户调查。他
发现，老年家庭普遍存在看病难的问题。“老年人身体
不适，却不知道该看什么医院、什么门诊；找到了医
院，来回路上奔波，挂号、排队等待时间又长。”为解决
这个问题，他找到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几经周折对接
上长征医院。长征医院为街道内的老人们开辟了“绿
色通道”。

在这个过程中， 他逐渐组建了咏年楼志愿者团
队———来自外滩街道 17 个居委的 17 位居民志愿者
成为初创成员，服务对象重在失能、失智老人以及他
们的家庭。

“关心一个老人就是关爱一个家庭， 和睦一个家
庭就是和谐整个社区。” 这是蔡惠德慢慢摸索出来的
为老服务理念。他请来专业医护人员，走进失能、失智
老人家庭， 手把手教授老人家人如何为老人翻身、洗
头等基础护理知识，提高照护者的照护技能；安排志
愿者帮助老人家人联系看病就医，陪伴老人一起到医
院就诊； 他在上海较早就实践了喘息式服务的做法，

当老人的家人需要从繁重的照护工作中短暂休息一
下时，志愿者会为他们“托一把”，上门照顾老人。“他
们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照护我的母亲。” 失能老人

的女儿薛晓珍眼含热泪说。

“我们的志愿服务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 没有别
的秘诀，全凭‘真心、爱心、热心、耐心、责任心’。”蔡惠
德说。也正因怀有这“五颗心”，不少成员在志愿服务
之外，还会自发为老人服务。如，有志愿者在服务一位
高龄老人中发现，老人特别喜欢喝豆浆，在结束服务
后，志愿者坚持每天自己磨好豆浆，送给老人喝；有志
愿者在服务中发现一位独居老人独自做饭难，就每天
到她家中安排好她的一日三餐。

咏年楼在老人中树立起了口碑，社会名气也出来
了，更多政府与社会资源向咏年楼汇聚。蔡惠德善加
利用这些资源，每一份都用到为老服务上。连续 5年，

咏年楼汇集政府与社会力量为老人送上纸尿裤、纸尿
垫共计 12.72万片，有 300多户家庭受益，成为外滩街
道一个富有特色的为老服务项目。

一路走来，蔡惠德付出很多：团队成立之初，由于
没有熟悉的医疗资源，蔡惠德就一家家医院跑，一遍
遍介绍团队与服务理念，寻求对方的志愿帮助；服务
家庭集中时，工作强度非常高，他全身心投入，完全照
顾不了自己的家庭；作为团队负责人，他对成员们处
处关心，生活上能帮则帮，让志愿者感受到“大家庭”

的温暖。投入这份工作，他始终无怨无悔：“虽然我们
不能改变生命的长度， 但是可以延长生命的宽度，创
造自我价值、活出自我。”

在他的感召下，他的女儿也积极投入公益志愿
服务工作中。不久前，街道帮助他招募了几个年轻
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学习管理团队经验，他毫无保
留、倾囊相授，希望能培养出更多愿意投身为老服
务的年轻人。多年来，他带领的“咏年楼”团队获得
过上海志愿者服务先进集体、全国宣传推选学雷锋
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活动中最佳志愿服
务组织等表彰，他本人获得过“全国孝亲敬老之星”

等荣誉称号。

小小运动会，连接百年老弄堂居民情谊

1988年，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承兴居委会想把延
续多年的“三八”妇女节庆祝方式变一下。一位居委干
部“突发奇想”：把弄堂里的女同胞召集起来，开一场
别开生面的“妇女运动会”。首届“妇女运动会”由于资
金缺乏，只设立了 5个项目，有六十多人参加，获前三
名的女同胞脖子上套着由居委干部亲手做的花环，但
当时她们却无比快乐。

就是从这么一个“简陋”的运动会起步，衍生出
“承兴弄堂运动会”，一办就是三十多年。如今，“承兴
弄堂运动会”的参与规模已扩大到数百人，成为“明

星”运动会：由此而发展出来的
“九子大赛” 成为上海旅游节的
品牌赛事， 还以此命名了上海
“九子公园”；成为上海国际大众
体育节项目，“体育名将”曹燕华
成为承兴在职职工乒乓球队教
练、中国院士邱蔚六成为承兴健
康沙龙志愿者……运动会作为
一种弄堂文化在这里被传承。

提出这一设想的居委干部，

名叫洪克敏， 那年她 38岁。“小
青年”已经成了阿婆；但说起当
年，她难掩激动之情。

一个小小的居民弄堂运动
会， 为何能持续举办这么多年？

“因为它连接着百年老弄堂居民
的情谊。”洪克敏说。

“承兴弄堂运动会” 最初主
要是女同志参加，但后来名气越
做越大，得到了市区体育局的专
业指导与器材资助， 到 1993 年

举办第六届时，男同胞也加入进来，成为一个人人可
以参与的运动会。

上世纪 90年代末，承兴里还创建了全国首条“健
身弄”。“为辟出‘健身弄’的空间，居民们拆掉了自家
水斗、雨棚。在当时那样的居住环境中，居民这样做是
非常不容易的， 这都源于居民对运动、 对小区的热
爱。”

从一人参加到全家参与，“承兴弄堂运动会”逐渐
办成了一个属于居民的运动会。“运动会由街道、居委
会主办，但怎么办、有哪些项目，都由居民提议产生。”

洪克敏记得，上世纪 90年代后期，小区搞过一次“听
证会”， 有居民提出， 我们运动会还没有过外国人参
加。于是，居委干部就利用星期日到人民广场的“英语
角”邀请外国人参加，居民与外国友人都玩得不亦乐
乎。

“承兴弄堂运动会”始终与时俱进。慢慢地，运动
会进一步发展：不仅是单纯地比赛，而是将比赛项目
作为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参赛者受教育。如，设定的
“红灯停、绿灯行”项目中，要求幼儿骑自行车比赛中，

明白交警举红旗时自己要停车，孩子从中学习了交通
规则；“救护包扎”项目、“三口之家救火忙”项目，让居
民学会逃生绳的用处、灭火机如何使用。

2012年， 当了 30 年居委会主任的洪克敏退休
了；但她依旧为全民健身奔波着。多年居委会工作
经历让她明白：里弄运动会的意义，远远超过形式
本身。承兴小区的居民生活空间都不算宽裕，平时
生活难免磕磕碰碰，通过运动会的各种比赛项目设
计，可以让居民之间增进情谊、家庭成员之间增加
感情。

有一年运动会，她与居委会干部、居民就想出来
一个“背靠背、心连心”的项目：两个人“背对背”夹球
往终点线跑。这个项目要求必须获得“文明幢”称号居
民楼的居民才能参加。还有个项目叫“风雨同舟”，要
求婆媳两人扎脚、扶手同行，如果一对婆媳连着三年
参加，还可以额外获得一个奖项。通过这一个个游戏
项目，不少邻居、婆媳之间化解了矛盾。

如今，打弹子、滚圈子、掼结子、盯核子、扯铃子、

跳筋子、造房子、抽陀子、刮片子等土生土长于上海弄
堂的“九子”比赛，还被洪克敏送到全市的兵营、学校、

楼宇、外籍人士社区、商店等 43个场所，让更多人在
运动的传承中感受到快乐。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蔡惠德（左一）与学校志愿者们一起参加志愿活动。

汪友斌在为居民诊治。

丁良才向记者介绍电梯加装过程。

洪克敏在座谈会上讲述弄堂运动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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