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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
团队也有活跃招数
提到老年社团，你也许
会 想 到 广 场 舞 队 、合 唱 团
等。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姑
苏区玉兰社区的书香玉兰读
书会凭借独特的“安静”氛围
引发关注，
书友们一起读书学
习、分享感悟，感情也日益深
厚。与这群喜欢“安静”的退
休族一样，
不少没有特殊才艺
的退休族组建各种“沙龙”
“会”
“ 论坛”，他们用自己的
方式维持社交热情。

爱阅读的她结识了不少爱读
书的“同道中人”，这让她萌
生了让大家聚在一起的想
法，
“ 有些人不擅长文娱活
动，但对读书很感兴趣，我想
成立读书会，让大家的兴趣
得到放大”
。
读书会读些什么书？张
香生介绍，最初每月开展一
两次主题分享，如“退休生活
的 ABC”
“ 我喜欢的一首诗”
等，后来大家开始规定主题，
从《读者》杂志，到《毛泽东诗
自费购书，
给书友布置
“作业”
词鉴赏》都有涉及。为了让
每月 10 日和 20 日下午 大家更有热情，张香生自费
2 点，80 岁的张香生便会和 给书友们买书，还布置“作
书友齐聚玉兰社区，读书学 业”，要求他们分享时一一讲
习、
赋诗作词。张香生 8 年前 出自己的心得。正是因为这
创办了书香玉兰读书会，读 样的读书机制，书友们也更
书会从最初的 8 人，
发展到如 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
今的 20 多人，
人均年龄在 70
利用特长，
拍摄视频增加传播
岁以上，目前已经举办了近
200 期活动。
湖南怀化 73 岁的李艳
张香生曾在老年大学学 喜爱写作，也因此认识了不
习书法、绘画、跳舞等，但她 少老年写作爱好者，大家相
最喜欢的还是阅读，
“80 年 约成立了一个文学沙龙，彼
来，有一半时间在读书”。喜 此交流写作技巧和心得。然

而，文学沙龙成立初期，每次
聚会都像是“批改作业”，大
家将自己事先打印好的作
品，拿出来分享给其他人，这
种方式，让沙龙十分沉闷，不
少人也不再参加活动。
眼看沙龙办不下去，李
艳决定做些改变。熟悉网络
社交、软件修图的她，把这份
特长加以利用，将文学沙龙
变成朗诵会，每次聚会时拍
摄每位作者朗诵自己作品的
视频，处理好后上传到网络
上，得到不少网友点赞，这也
让沙龙会员兴趣倍增。李艳
还在征得会员同意的基础
上 ，将 对 方 作 品 在 网 上 刊
发。得知自己作品被广泛传
播，不少人主动向李艳学习
使用新媒体的技巧。
“如今每
次聚会，一半时间交流，一半
时间学习新知识”
，
李艳说。
多方尝试，
调动社团学习氛围
上海 75 岁的刘长慧和
英语班的同学们，如今能流
利地用英语交流，这也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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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班成立之初，大家未曾想
到的。
8 年前，刘长慧经人介
绍，加入小区附近的“老年英
语班”，
“说是英语班，其实就
是个英语角，几个人自发组
成学习”。起初，英语班很是
沉默，
“ 想学，却不知道该怎
么学起，时间久了，还有人想
退出”。刘长慧介绍，他和几
个朋友学虽然很努力，但记
不住单词，往往心里明白，嘴
上却说不出，学习氛围也逐
渐下降。
为了带动学习气氛，刘
长慧下载了美剧，播放给同
学们看。同学们观看的同
时，
也会跟着练习口语。刘长
慧还组织大家报名老年志愿
者服务，
“上街帮助一些外国游
客”
。这项活动得到积极反响，
英语班里也增添了不少话
题。不仅如此，
“老年英语班”
还定期组织出国旅游，
增长眼
界的同时，
让大家有了更多共
同的爱好，
“大家也因此紧紧连
在一起”
。
（本报记者鲍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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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总理”
算盘打得精
杭州养老机构补助
将直接补贴至老年人
本报讯 《杭州市政府办公
厅关于贯彻落实〈杭州市居家
养老服务条例〉的实施意见》日
前发布，明年 1 月 1 日起，原先
社会办养老机构（含公建民营）
的
“运营补助”
将转为直接补助
给老年人，重度失能老人入住
主城区社会办养老机构，每月
补助 600 元。
（文/张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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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五险一金”
要变
“六险一金”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深
圳市人大常委会发布《深圳
经济特区养老服务条例》，明
确长期护理保险将于明年 10
月 1 日开征。每人全年缴费
约128元，
在岗职工由单位和
个人各缴 50%，
退休人员、居
民及其他人员则个人缴费，
困难人群缴费由财政补助。
“长期护理保险是社保
五大险种以外的第六大险
种，按独立险种、独立筹资、
独立运行模式设置，今后深

圳就是‘六险一金’了。”深圳
市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
滕晓浩说，深圳在国家医保
局、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扩大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
导意见》基础上，扩大了参保
人员范围，将年满 18 周岁且
未在校就读的非在职医疗保
障参保人员也纳入其中。保
费以深圳上年度在岗职工月
平均工资为基数，按 0.1%比
例逐月缴交。以 2019 年度
在岗人员月平均工资 10646

元测算，即每人全年缴费约
为128元，
在岗职工和用人单
位每月各承担约 5.3 元；
退休
人员、居民及其他人员则每
月个人缴费折合约10.6元。
据了解，长期护理保险
在德国和法国的发展势头
良好，在美国更是日益成为
广大家庭最受欢迎的险种，
占美国人寿保险市场 30%的
份额。2016 年开始，人社部
在一些地方试点长期护理保
险。今年 9 月 10 日，国家医

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扩大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
导意见》，将长期护理保险试
点城市扩大到 49 个。10 月
份 开 始 ，全 国 各 地 启 动 了
2021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集中缴费。在49个长期
护理保险试点城市，
长期护理
保险的选项也进入了社保缴
费目录，
当地户籍居民可以勾
选加入这款保险。多数试点
地区长护险个人缴费额在 30
元左右。
（文/张玮）

搭配简易系统手机
受老年用户青睐
本报讯 近期，京东平台
发布数据显示，
双十一期间，
京
东平台上
“老人机”
成交额同比
增长 185%。华为畅想、小米
红米、魅族的部分型号智能手
机，因配备简易模式或极简模
式，受到不少老年用户青睐。
（文/陈斯）

店里的菜品装饰挺好看，
我就想是不是
也可以把花装饰在菜摊上。
”
于是，
王美
成捡来废弃的酒瓶子当花瓶插花，
每一
处花瓶下摆放的都是不一样的蔬菜，
每
天摊位上能见着七八种不同形状的蔬
菜造型花样，
在不同的季节用不同的鲜
花进行搭配。
在家里，王美成也是一个浪漫的
人，自己种的花开了，他会摘一些装扮
家里，
或是送给妻子。
（文、
图/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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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菜

王美成摆的鲜花菜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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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嚓一下

四川攀枝花市东区九附六菜市场
里，
有一位时尚的卖菜先生——50岁的
王美成，
他的菜摊摆着五颜六色的鲜花：
青菜配美人蕉、
芹菜配栀子花……他穿
着西装、
打着领带卖菜，
大家
都称他
“王花仙”
。
6 年前，王美成接替妻
子开始在城区卖菜，他发现
有时菜并不好卖。
“ 有一次
我去酒店参加宴会，看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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