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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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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聚焦·健康养老

在澄迈县长寿研究会会长黄俊
旋看来，“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已经
成为越来越多澄迈人的共识，“长寿
文化”不仅让一个个家庭更加和谐、
社会风气更加文明，而且，实实在在
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不说别的，就说澄迈的农产
品，比如澄迈福橙、桥头地瓜，因为
有了健康、长寿的标签，经年畅销，

身价也不知翻了几倍！”黄俊旋说。
与此同时，“长寿之乡”每年还

吸引来大量的外地游客和“候鸟”
族，带旺了楼盘、餐饮、交通、旅游
等一系列的消费，人们称之为“银
发经济”。

12 月 21 日，在获颁“世界长
寿之乡”新证之际，澄迈县政府与
联合国老龄所签订了合作框架协

议，拟借力国际化的平台和专家
资源，引进国际标准和养老服务
人才，探索创建高品质的老龄友
好型社区。

“所谓老龄友好社区，就是致力
于提供优质的生活环境，让老年人
的生活更加便利。”联合国积极老龄
化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原野说，创建
老龄友好社区有利于提高老年人晚

年生活质量，也让澄迈的“长寿”品
牌更具吸引力。

澄迈县委书记吉兆民说，接下
来，澄迈将以“世界长寿之乡”新证
颁发为新的起点，进一步擦亮“长
寿”金字招牌，加快推进旅游、健康、
养老产业发展，为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注入“长寿基因”。

（本报金江12月26日电）

澄迈擦亮“世界长寿之乡”招牌，探索创建老龄友好型社区

好山好水好风俗 养出长寿好基因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宋祥达

“青山绿水廿万
顷，十里常逢百岁
人”，这个古时用来
形容长寿村的诗句，
如今正是“世界长寿
之乡”澄迈县的生动
写照。数据显示，
2019 年，澄迈县人
均 预 期 寿 命 79.9
岁，80 岁以上老人
18541 人，100 岁以
上老人170人，百岁
老人占总人口比例，
位居全国前茅。

日前，澄迈获颁
“世界长寿之乡”新
证，“长寿之乡”的美
誉再次得到联合国
老龄所专家的认可，
在全国人口老龄化
加速，健康养老成为
全社会共同面临的
课题的大背景下，助
力澄迈健康养老产
业快速发展，成为社
会经济跨越式发展
的助推器。

走进位于澄迈县福山镇的富力
红树湾，在这里，呼吸的每一口空气
都带有红树林负氧离子醉人的气
息；这里，有老年大学和社区学校，
让老有所学、老有所获、老有所乐；
这里，更有分级诊疗制度，可实现医
养结合、康复康体。

“生态环境很好，特别宜居。我
们看到，这里的老人不仅健康长寿，
而且生活得很幸福。”联合国老龄所

所长马文说，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
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人口
老龄化速度加快，以养生、医疗、保
健、康复、护理为主要内容的消费需
求不断上涨，澄迈县利用得天独厚
的生态环境优势，试点医养结合，大
力发展健康养生服务型产业恰逢其
时，为全国老龄人口打造高质量的
养生健康社区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
范例。

长寿，究竟有何秘诀？专家们
认为，首先，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民
健康长寿的前提。

多年来，澄迈坚定不移实施生
态立县战略，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严守生态保护
红线，精心保护好耕地、湿地、林地
等，全县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
全县现有森林面积170.6万亩，森林
覆盖率达54%以上。同时，该县拥

有优良的海岸线和海域，空气质量
指数排名全国优质行列。

其次，宜居家园是重要的保
障。据悉，为完善医疗服务保障体
系，澄迈不断加大资金投入，着力构
建“15分钟城市健康服务圈、30分
钟乡村健康服务圈”，实现村村有标
准化卫生室的目标，全县有医疗健
康服务单位345家，基本实现城乡
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阿婆，吃饭呐！”12月24日下
午，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澄迈县桥头镇
木春村时，112岁老人符玉莲刚刚午
休起身，不急不慢地吃着东西。澄迈
县政府为她颁发的“长寿明星”牌匾
挂在墙上。孙媳妇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每逢节假日，总有一些单位和爱
心人士前来探望，所以，她一点儿也
不讶异外人突然的到访。

“作为长寿之乡，老有所养是不
够的，还要‘优养’。”澄迈县副县长吴
健介绍，为改善老年人生活，澄迈县
先后出台了系列政策文件，对80岁
以上老人，每月按不同的标准发放长
寿补贴，其中，80至89岁每人每月
120元；90至99岁每人每月300元；
100至104岁每人每月1000元；105
至109岁每人每月1200元；110岁

以上每人每月1700元。
同时，澄迈县还在各地兴建敬老

院，保障孤寡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设
立老年人门诊，建立老年人健康档
案，对全县60岁以上的老年人实行
住院报销零起付费和“一免五优先”
的优惠政策；成立澄迈县长寿研究
会，积极组织开展老年人文化体育活
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尊老敬老氛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鼓励居
家养老，2018年，澄迈县政府还曾
投入50多万元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按照“待遇有别、突出重点、适当普
惠”的原则，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
家庭困难程度和养老需求，由政府
财政资助，为服务对象提供日常生
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精神
慰藉等方面的服务。

宜居生态提高老人生活品质

贴心关怀营造尊老敬老氛围

共同探索创建老龄友好社区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宋祥达

12月 25日上午10时许，澄迈
县福山镇花场村的文化广场，阳光
透过大榕树投下斑驳光影，七八个
头发花白的老人围坐在一起喝咖
啡，拉家常。咖啡浓香、老人的笑
容、红花绿树，构成一幅温馨和谐的
画面。

这里的银发老人随处可见。据
澄迈县长寿研究会统计的数据显
示，花场村80岁以上的老人达83
人，90岁以上老人28人，100岁以
上老人4人，因此花场村也被誉为

“长寿村”。
花场村长寿老人多的原因何

在？“靠海生态环境好，吃海鲜和

富硒地瓜，老人们个个身体好。”
花场村党支部书记吴清发说，新
中国成立前，花场村就形成热闹
的集市，从儋州、临高去海口的渔
船、货船经过这里。村民们勤劳
能干，捕鱼抓虾售卖，村里也种了
1000 余亩地瓜。村民们吃得健
康，物质生活水平也相对较高，逐
渐养出了好身体。

如何让花场村的老人老有所
乐，安度晚年呢？2014年，福山镇
政府投入140万元，帮助花场村改
善人居环境，投资兴建了包含健身
器材、排球场的文化广场。

“热闹得很，白天在这喝茶聊
天，晚上看跳舞、打球，一点也不觉
得孤单。”104岁的吴月琼性格开
朗，精神头足。她与 93岁的杨爱

珍是邻居，时常约上村里的其他老
人到广场旁榕树下聚会。花场村
靠近富力红树湾，村里的年轻人大
部分在此务工。傍晚时分，年轻人
下了班回村，文化广场就变得更加
热闹起来。年轻人在此打排球、篮
球，跳广场舞，老人们看着心里也乐
呵呵的。

“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村里老人多，村干部们也想办法
把党的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吴清
发说，在一届届村干部的带动下，花
场村形成了爱老敬老文化氛围。花
场村委会副主任王儒仁就是老人们
的“贴心人”。每周都要到老人家里
挨家挨户走访慰问，并根据老人不
同的年龄段，各造一本花名册，详细
记载每位老人的家庭状况、经济来

源、健康状态等资料，随时了解老人
们的情况。

不仅如此，村干部们时常组织
老人们到外地参观旅游，让老人们
开阔眼界。遇到台风来临或冷空气
南下之际，村干部们挨家挨户检查
每位老人的安全情况，及时把他们
转移到安全地方，或帮助他们做好
防寒工作。

花场村浓厚的敬老爱老文化氛
围也吸引了不少企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自发地前来给老人送温暖、献
爱心。

“现在是国家在养着我们，没
有什么不满意的。”吴月琼与几个
老人边在健身器材上锻炼身体，边
笑着说。

（本报金江12月26日电）

澄迈福山镇花场村有4位百岁老人，富硒环境和爱老文化成长寿“密码”

阿婆阿爷不言老 喝茶聊天乐逍遥

12月26日上午，来自海南省书协女书法家
委员会的9位女书法家走进澄迈县老城中心学
校，开展书法进校园活动。

图/文 通讯员 李茜子 周淑慧 王莉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宋祥达

12月24日15时30分，澄迈县
桥头镇木春村，正端坐在餐桌前吃
饭的符玉莲见有人进门，忙用方言
向海南日报记者打招呼。老人不紧
不慢地吃完饭后，缓缓起身带领记
者穿过庭院来到客厅。

符玉莲已经112岁了，头发花
白，身材瘦小。她跟着儿子温奇升
一家生活。这是一个四代同堂13
口人的大家庭。客厅墙上挂着澄迈
县委、县政府授予的“长寿明星”牌
匾，桌上摆放着一周前联合国老龄
所颁发的超级老人证书。

“除了有点耳背，身体好着哩，
每天早早起来喂鸡喂鸭。”符玉莲
59岁的儿媳王玉金挨着老人坐着，
两人关系亲密。“看，她的头发还是
今早自己剪的，没让我们帮忙。”一
旁，孙媳妇温文强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早上起床时，阿婆已洗漱完，坐
在院子自己剪头发，过后又打扫院
子，忙活了一早上。

“婆婆年轻时就是个能人，把
家里家外收拾得井井有条。”王玉
金说起婆婆，言语间充满敬佩之
情。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符玉
莲 1907 年出生在桥头镇靠海的
一个村庄，家庭条件艰苦，从小替
父母分担家务事。17岁时，符玉
莲嫁到了木春村。年轻时的符玉
莲既吃得了苦又勤俭持家，犁田、
耕地、插秧、割稻、拉车样样在
行。白天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晚
上随丈夫一起到海边捡螺、拾贝、
抓虾、捕鱼，多次得到生产队和上
级领导的表扬。

勤快了一辈子，符玉莲年岁渐
长，身体条件却一直硬朗，老了也没
闲着。100岁时，符玉莲依旧整天
忙忙碌碌，张罗着养猪、养鸡、种菜、
劈柴。孙儿媳先后生了2个孩子，
符玉莲忙前忙后帮忙照顾。

“孩子过生日，她提前几天就提
醒我，要给孩子准备生日礼物。”王
玉金说，阿婆记忆力好，也疼爱子
孙，清楚地记得家里每个人的生日。

“婆婆性格随和，与人为善，不
因琐事与人争吵拌嘴。”王玉金说，
在与婆婆相处的40年间，两人相处
愉快，从未吵过架，也未见老人与别
人红过脸。

（本报金江12月26日电）

木春村百岁老人符玉莲：

养猪养鸡样样行
种菜劈柴不输人

12月25日，澄迈县福山镇花场村的老人闲时聚在村小广场聊天。据悉，他们的年龄都在90岁以上。 本报记者 苏晓杰

山琼村村民刘扬德
勤种瓜菜脱了贫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于亚楠

12月16日清晨，澄迈县瑞溪镇山琼村山口村
村民小组笼罩着薄雾，村民刘扬德冒着小雨在田间
忙活。田里一垄垄的青椒被他打理得整整齐齐。

“这几亩地都是我承包的，还有几亩在另一
头，加起来将近13亩。”今年37岁的刘扬德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2014年，他因自身发展动力不足，
加上孩子上学，被纳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后来，在瑞溪镇镇委、镇政府及帮扶责任人的
帮助下，刘扬德申请了教育扶持，解决了孩子上学
难问题。“小孩的教育有保障，我们也有更多时间
和劲头干农活。”刘扬德说。

2016年，看着不少村民种植瓜菜发了家，刘
扬德也跃跃欲试。他和妻子商量承包了几亩地，
种上青椒、豆角、芋头，以此扩大种植规模。为了
提高种植技术，刘扬德一期不落地参加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以及镇里组织的种植技术培训。

由于承包的土地位置较分散，家里劳动力不
足，刘扬德起早贪黑，长年累月在田间劳作，皮肤
晒得黝黑。村干部们见状，还抽空到刘扬德菜地
帮忙除草、浇水等。

“除了瓜菜种植，刘扬德一家还养了一头黄牛
和十几只鸡、鸭，算下来家庭年收入有十多万元
啦！”山琼村委会干部林明昌说，刘扬德就这样靠
着勤劳脱了贫。此外，刘扬德还加入瑞溪镇产业
扶贫瑞溪三宝加工项目，每年都有稳定分红。

如今，经过危房改造，刘扬德一家与其两兄
弟共同努力，一起住进了三层新房，日子越过越
红火。 （本报金江12月26日电）

华东师大基础教育
校长论坛在澄迈举行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张仁圣）12月
25日，华东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立校元年庆典
暨“倡五育并举 育时代新人”华东师范大学基础
教育校长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举
行。来自全国知名学校校长及其他华东师范大学
领导、专家、附属学校校长等参与活动。

典礼上，华东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师生为
与会来宾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精彩表演
过后，由华东师范大学体美劳教育工作推进委员
会、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华东师范大学教师
教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集团联合举办的
2019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校长论坛正式揭
幕。活动中，与会教育领域专家、校长围绕“倡五
育并举 育时代新人”主题，聚焦立德树人，交流先
进经验，共同探讨融合育人等问题，为推动基础教
育事业发展提供新的方案和智慧。

澄迈大力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本报金江12月26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
员王显茺）海南日报记者12月26日从澄迈县组
织部获悉，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
澄迈县以整治文山会海、督查检查考核频繁等突
出问题为突破口，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一方面，澄迈大力精简文件，严控发文数量和
规格，今年6月至11月共核发县委文件16件，同
比减少61.5%；大力缩减会议，压缩会议时间，对
会议规格和参会人员范围严格把关。今年6月至
11月召开县委常委会19次，同比减少59.3%，召
开全县性及县委重要会议9次，同比减少33.5%。

另一方面，澄迈规范督查检查考核。执行年
度计划和审批报备制度，对县乡村和厂矿企业学
校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减少50%以上；积极推进
网上督查，建立全县“网上督查室”平台，细化分解
督查问题，控制督查总量，减少督查频次，整合督
查任务，确保督查工作落到实处。

此外，澄迈还对各部门各单位政务类APP、
微信工作群开展清理规范工作，共清除43个功
能、人员重复的微信工作群。

女书法家送书法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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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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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