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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在中
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代
表党中央祝全国老年人健康长寿、生

活幸福。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老龄工作，贯彻
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

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加大制度创新、
政策供给、财政投入力度，健全完善老
龄工作体系，强化基层力量配备，加快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
康支撑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弘扬孝亲敬老
传统美德，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维护
好老年人合法权益，发挥好老年人积极
作用，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
享幸福晚年。

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向全国老年人致以节日祝福

▢ 全媒体记者 王婷 谭祉潇

本报讯 今天是国家第9个法定“老
年节”。连日来，市领导林毅、王健带队走
访慰问老人，向他们送上节日的祝福和
诚挚的问候。

10月12日，市委书记林毅来到廿三
里街道塘下店村百岁老人虞友金家中，
和老人亲切交谈。虞友金老人今年正好
100 岁，尽管年事已高，但依旧精神矍
铄，每天都看报纸书籍，了解国家大事和
义乌发展情况。

“我代表市委市政府来看望您，祝您

身体健康。”一见面，林毅便握着虞友金的
手，拉起家常，详细了解老人生活起居和
身体情况。林毅说，百岁老人是儿女的福
气、社会的财富，希望老人能继续保持乐
观积极的心态，健康幸福生活。他叮嘱家
属要悉心照顾好老人，让老人生活得更加
舒心快乐。林毅还向老人送上慰问品和寿
匾，并祝愿他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走访慰问中，林毅指出，孝亲敬老是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要弘扬尊老、敬
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大力弘扬孝义文化，把“尊敬老
人、孝顺老人”作为孝义文化的重要内

容，在全社会倡导形成家庭孝心养老、社
会善心敬老的良好风尚。要始终坚持把
发展老龄事业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充
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好
党和国家对老年人的福利政策和保障措
施，建立健全老龄事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全力以赴为老人们办实事、做好事、解难
事，让更多老人享受到发展带来的红利。

10月13日，市领导王健、骆小俊来
到大陈镇团结村，看望慰问百岁老人楼
园菊，给老人送上寿匾和慰问金。生于
1922 年的楼园菊老人，五代同堂、儿孙
绕膝，幸福的晚年令她脸上始终洋溢着

温暖的笑容。王健握着老人的手，询问她
的生活起居、健康状况和日常照料等情
况，得知老人身体健康，王健高兴地说，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人身体健康、
享受现在的好生活，是全家的福气。王健
叮嘱家属要细致周到照顾好老人的起
居，让老人安享晚年、乐享天伦。

王健嘱托随行人员，尊老敬老、养老助
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全社会义
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仅要满足老人们物
质上的需要，更要重视对老人们精神上的
呵护，在全社会营造孝亲敬老的良好氛围，
让广大老年人生活得更加安康、更加幸福。

市领导重阳节走访慰问老人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本报讯 昨日上午，在稠城街道车站
社区的组织下，1970文创园活动中心迎
来一场以“九九重阳关爱老人”为主题的
敬老助老活动。志愿者们为到场的辖区
老人现场提供量血压、测视力、口腔检查
以及中医理疗等相关义诊服务，社区还
为大伙精心准备了重阳糕。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连日来，
社会各界纷纷立足各自实际，组织开展出
游赏景、文艺表演、义诊、走访慰问等一系
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重阳节活动，
乌伤大地上涌现出爱老敬老、为老服务的
热流。比如，苏溪镇六都村对照义乌“孝心

十碗菜”菜谱，为村里80周岁以上老人精心
准备了一桌“孝心宴”；恒风“爱心车队”在
重阳节当天免费为老人出行提供便利……

今年，我市决定于 10 月 13 日至 20
日期间，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情暖重
阳 孝行商城”——“九个一”系列敬老
活动，深入推进义乌孝义文化建设，在全
社会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浓厚氛
围。即，观看一部电影，组织一次志愿服
务，书写一封家信，品尝一桌“孝心菜”，
组织一场文化活动，讲授一堂平安健康
课，制作一批口述档案，赠送一幅书画作
品，争做一件让老人开心的事。

为扎实有序地推进“九个一”系列敬
老活动开展，各镇街和相关牵头部门积

极部署，迅速行动，同时组织引导社会各
方面力量，积极参与各项爱老敬老活动。
其中，在市委宣传部的牵头组织下，市里
依托“红色影院”三级平台，精选一批院
线新片和经典老片，通过流动电影进养
老机构、镇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集
中观影、引导老人进影院等多种形式，陪
伴老人观看一部主旋律影片。市文联将
组织书法家、画家开展书画惠民活动，通
过为老年人赠送彰显孝义文化的优秀书
画作品、书画技艺交流等形式，增进广大
老年朋友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认知与
热爱，丰富老年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

让老年人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
有所乐、老有所安，是各级党委政府的时

刻牵挂，也是不断努力的方向。近年来，我
市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大力引进
社会资本，激发社会养老协同活力，为居
家养老提供新方式，不遗余力帮助老人解
决实际困难和需求。与此同时，我市还在
养老领域相继推出了一些“实招”“硬招”，
给老年人带来了不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989年，我国把每年的农历九月初
九定为“老人节”“敬老节”。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重阳节不仅是老人的节日，也是
大家的节日，因为家家有老人、人人会变
老。百善孝为先，尊老爱幼既是一种传统
美德，也是一种敬重自己的表现。为此，
义乌市妇联向全市发出倡议：“关爱老
人，从我做起”。

我市积极开展“九个一”系列敬老活动

▢ 全媒体记者 张云飞

本报讯 袅袅 金 风 意 ，冉 冉 落 叶
情。10 月 12 日上午，丹溪中学校园内
欢声笑语，暖意融融。义乌市教育系
统第二十七届祝寿活动在这里举行。
有年满 70 岁的女教师和年满 75 岁的
男教师，共计 119 位寿星参加了当天
的祝寿活动。

为表达对各位老教师的崇高敬意，
丹溪中学引导员为大家戴上大红花，将
甜美的蛋糕与真挚的祝福共同递到老教
师手中。老教师们红光满面，幸福洋溢，
欢聚一堂，抚今追昔，共叙佳话。尽管数
十载光阴已过，老教师们依然精神矍铄，
神采奕奕，依稀可见当年风华。这是社会
之愿，社会之幸。

正是老教师当年的艰苦创业，才有

了义乌教育发展的坚实基础；正是老教
师们当年的无私奉献，才有了义乌教育
今天蓬勃向上发展的局面。活动中，教
育局相关负责人向老教师们送上衷心
的祝福，并通过老寿星们，向全市 3046
名老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
的问候。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寿星代表
陈献金代表全体老教师感谢党和国家把

自己培养成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他表
示，老教师们将一如既往继续发挥余热，
为义乌市教育事业发展增添正能量，真
正做到“退休不褪色”。

在丹溪中学丹溪书院一楼大厅内，
大家还欣赏退休教师的书画作品，退休
教师们用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师生的心
灵，用红色革命文化涂抹生命的底色，为
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教育系统开展退休老师祝寿活动

“奶奶，这个力道可以吗？”“很舒服
呢！小姑娘今年几岁了，有对象了吗？”10
月12日上午，稠城街道孝子祠党群服务
中心内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据悉，这是
稠城街道孝子祠社区连续第三年举办

“我为老人洗洗脚”庆重阳公益活动，为
老年人做好事、献爱心，切实增强老年人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供图

九九重阳
其乐融融

▢ 全媒体记者 王婷

本报讯 10 月 12 日，数字化改革
专题学习会在市委党校召开，旨在进
一步加深各部门对数字化改革工作的
认识和理解，强化领导干部数字化思
维和能力，推动义乌数字化改革工作
走深走实。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局长章根明应
邀作数字化改革专题报告。市委书记
林毅主持会议。王健、丁政、葛国庆等
市领导参加学习会。

章根明以“市场监管数字化改革
实践”为题，从做法、特点、成效、体会
等方面，以其大格局、大视角、高站
位，深入浅出地系统阐释了数字化改
革工作，介绍了理念、思路和方法，也
有具体实战经验，有理论高度又有实
践基础。报告既包含对数字化改革的
深刻理解，提出数字化改革是现代化
先行的必由之路、履职尽责的必用之
器、走在前列的必胜之举、事业发展
的必答之题、提升能力的必修之功。
同时又给出学好精神、写好“剧本”、
编好清单、审好场景、抓好应用、用好
成果六大“硬核招式”，提出回应重大
关切、立足原创首创、监管与服务并
重、坚持闭环管理等市场监管数字化
改革实践中四大特点，并指明了“六
步法”“六对关系”等具体路径，对当
前我市推进数字化改革具有积极的
指导和促进作用。整场讲座深入浅
出、内涵丰富、语言生动，让与会人员
对数字化改革实现路径有了更清晰
的了解，对数字化改革有了更宏观、
系统、深入的认识。大家纷纷表示，要
将此次讲座中学到的新知识、新观
点、新方法充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提高贯彻落实省、市委决策部署的自
觉性、坚定性、创造性。

林毅指出，数字化改革是今年省
委部署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是当前
重中之重的工作。目前，数字化改革
已经进入“对准跑道、整体突破、打造
成果”的阶段。在日前召开的全省市
县数字化改革座谈会上，省委又对
推动数字化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精神，全面
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数字化改革的
决策部署,围绕“以数字化改革锻造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成功案例”目标，聚焦

“八个走在前列”，进一步细化核心业务梳理，加快推进
重大需求多跨应用场景破题，持续推进“村务清廉钉
办”等已建应用迭代升级，实实在在拿出义乌数字化改
革成功案例。

市四套班子领导、集聚区管委会主任、法检“两长”，
市机关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镇街主要负责人和分管领
导，有关单位分管领导、科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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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重晚晴
孝义永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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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政局：“三心”行动
擦亮“老有颐养”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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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