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1.晚年还能追梦 19.8%
2.学习新鲜事物 18.7%
3.身体健康 17.6%
4.子女孝顺 13.5%
5.有一群好友 8.6%

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1.过早放弃梦想 42%
2.后悔没照顾好身体 39%
3.对子女的教育没尽力 22%
4.没有好好珍惜伴侣 19%
5.后悔对双亲尽孝不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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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骨作画太惊艳

南水北调前期论证长达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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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智慧驿站
老人可健康自检

本报讯 截至今年9月底，
上海市已建成遍布全市的110
家智慧驿站，居民凭身份证等
进行智能身份识别，在驿站内可
自主选择获得11项自助健康检
测、11项自助体质检测和15项
健康量表自评服务，并在线获得
针对性健康指导。（文/ 顾泳）

本报讯 日前，中国南水
北调集团有限公司成立，经
营范围包括调水工程开发建
设与运营、水生态保护、水污
染治理、电力生产等。长期
以来，我国水资源短缺，且时
空分布不均。经过多年科学
论证及联合研究，南水北调
工程于2002年正式开工。

南水北调的构想最早可
追溯至1952年。当年，毛泽
东视察黄河，第一次提出了
南水北调的设想：“南方水
多，北方水少，借一点来是

可以的。”自此，南水北调开
启 了 半 个 世 纪 的 规 划 论
证。1972年，华北地区发生
大旱，次年，水电部组成南
水北调规划组，研究从长江
向华北平原调水的近期调
水方案。之后，借着改革开
放的东风，南水北调论证再
上议程。1978年，五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

“兴建把长江水引到黄河以
北 的 南 水 北 调 工 程 。”
1999—2001 年，北方地区

再次发生连续的严重干旱，
京津地区和胶东地区严重
缺水，天津被迫实施第六次
引黄应急，社会各界迫切希
望 尽 早 实 施 南 水 北 调 工
程。2002 年 12 月 23 日，国
务院正式批复《南水北调工
程总体规划》。

2014 年 12 月 12 日，历
经 12 年建设，南水北调东、
中线一期工程全面建成通
水。截至去年 12 月 12 日，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
全面建成通水已满五年，工

程累计调水量近300亿立方
米，直接受益人口超过 1.2
亿人。按照最初规划，南水
北调水是北方地区的补充
水源，但工程建设通水后，
很多沿线城市的居民也用
上了优质的“南水”。这些
年，北京市自来水硬度明显
降低，由过去的 380 毫克每
升降至 130 毫克每升。沧
州、衡水、邯郸等地区，有
500多万群众告别了长期饮
用 高 氟 水 和 苦 咸 水 的 历
史。（文/蒋菡）

在浙江杭州市竞舟路农贸市场，
摊贩们经常会遇到一位老奶奶，她每
隔一段时间就会到水产区捡拾蟹脚、
鱼骨头之类的垃圾，这位奶奶名叫高
思佶，今年88岁。前不久，她在社区
办了个画展，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
画都是用鱼骨、鱼鳞等制成的。

发现鱼骨能作画，是在 28 年
前。高思佶介绍，当时家里煮了鱼

汤，她发现，一根根鱼骨很像菊花花
瓣，于是在餐桌上拼出了一朵菊
花。鱼骨颜色单一，她又开发了蟹
脚、虾钳等动物的躯壳和下脚料等。

让高思佶最满意的作品，是最
近才做成的《竹影婆娑》。一块透明
纱上有竹子的印花图案，她粘上蟹
脚做的竹叶，虾钳拼成的竹枝，月下
竹影，颇有意境。（文、图/ 朱家豪）

上海市杨浦区社会福利
院日前推出的《爷爷奶奶真心
话》在抖音上引来一片热赞，
很多老人提到，最开心的事是

“晚年还能追梦”，最遗憾的是
“老伴病倒了”“没有善待身
体”。在年轻人看来，长辈们
的“开心”和“遗憾”都无关名
利，“很纯粹，令人感动”。

过去的数十年里，你感
觉最快乐的是什么时候？最
大的遗憾又是什么？记者日
前也在读者群体中开展了一
次小调查。

最开心“晚年还有用”

谈及最开心的事情，很
多人都提到了“晚年追梦”

“还有用武之地”等。
广东广州 58 岁的戴玲

年轻时一直有一个“歌手
梦”。这两年，很多新媒体平
台的出现给了戴玲机会，她
成了一名“网络歌手”，也渐
渐有了粉丝。她不知道未来
的“星路”会怎样，但她决定
一直走下去，“之前有人骂我

唱歌老派，我就学新歌”。
令人意外的是，大家提

及的“最开心”的事并非获得
一些大的荣誉。江西南昌73
岁的苏企平退休前是某高校
艺术学院的老师，这些年他
给自己找了份差事——在社
区画黑板报，“每个月初接到
社区安排的板报主题，就是我
最开心的时候”。他的板报很
独特，都是一幅幅画作，画中
的人物都是社区的邻居、工作
人员，老邻居上老年大学的故
事被他画成了连环画，志愿者
抗疫的画面被他画成了漫画，

“月底换下来的板报，大家都
抢着要收藏起来”。

对家人的遗憾难以弥补

在谈及遗憾时，大家最
常提到的是家人。

上海 61 岁的唐大军是
一位退休干部，母亲的因病
去世，是他心中最大的遗
憾。3年前，唐大军的母亲突
发脑梗，度过危险期后便一
直留在老家修养。当时，唐

大军也曾有过接母亲来上海
看病的想法，但是他忙于带
孙，也就把这事给耽误了，

“但得知母亲旧病复发的消
息时，我感觉天都塌了”。

很多人还谈及当年不该
放弃最初选择的路，比如学
业。山东青岛 59 岁的秦易
刚说，自己当时觉得有高中
文化足够了，让父亲给他找
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可
没想到后来单位改制，自己
下岗后因为文化水平低，工
作生活都屡屡受挫。

别让烦心事成生活焦点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很
多老人尽情诉说着生活中的
烦心事，他们有的担心以后
的养老生活，有的总觉得生

活不够惬意。天津市的相关
部门曾对600名60岁以上老
人进行过调查，结果显示，很
多老年人将烦心事当成了生
活焦点。其中有75.9%的人
抱怨记忆力差，有53.3%的人
害怕疾病和不幸突然降临。

“遗憾和后悔都要慢慢
放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周秋萍说，没完没了的后悔
不利于健康，“当年没完成学
业，现在可以去上老年大学；
当时没有照顾好家人，现在
可以把重心放回到家庭上”。

河南滑县 71 岁的柳玉
春曾在1978年参加过高考，
那年他落榜了。这些年，他
五次参加高考，今年终于被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录取了。
（本报记者鲍杰）

北京推出
小旧家电兑积分服务

本报讯 电吹风、热水壶
等小旧家电一直是回收无门。
北京市近期推出小旧家电集中
回收服务，居民在家门口集中交
投小旧家电，可换取兑换券或积
分，凭券或积分领取米面油等日
用品，这一服务受到很多中老年
人的欢迎。（文/曹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