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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迁老人一起“画小区地图”
社区邀请外来老人走出家门重建
“朋友圈”

为了一个特殊孩子
学校特地建无障碍设施
黄陂金潭小学师生爱心守护轮椅男孩

长江日报记者史强 通讯员叶子君

长江日报记者陈晓彤 通讯员蔡育平
“感谢社区和新城悦物业的关
心和帮助，我们这些刚来武汉的老
人很快就融入了社区生活，重建了
朋友圈，生活又变得丰富多彩了。”
汉阳区四新街上太子溪社区 60 岁
的
“随迁老人”
梅桂枝提起来武汉的
这几年，
就感叹不已。
长江日报记者了解到，该社区
像梅桂枝这样来自外地的随迁老人
有千余人，他们从天南海北来到武
汉，在帮子女带孩子、做家务之余，
却常常体味着
“独在异乡为异客”
的
寂寞孤独。去年 9 月，社区专门启
动
“情在子溪”
随迁老人社区融入项
目，帮助这些老人尽快消除对武汉
的陌生和隔阂，融入社区重建新的

课间休息时，
同学们总爱围着向安卓（中）一起游戏。

朋友圈。
12 日，
汉阳区四新街上太子溪社区，
随迁老人们在练习书法。

随迁老人“画小区地图”尽快熟悉新家环境
“通过参加画社区地图的活动，我们在最短时
间熟悉了居住环境，适应了当下的生活。”58 岁的居
民陈友珍来自仙桃，2018 年，她到武汉来带孙子。
刚来人生地不熟，出门后回家，面对林立的高楼，连
自家的楼栋都难找到，这一度让她心存顾虑，不敢
轻易出门。
“陈友珍的情况并非个例，很多随迁老人刚来
时多少都会遇到这样的障碍，不利于他们融入社
区。”新城璟悦城小区物业管家刘娟告诉记者。在
社区和物业的支持下，2020 年 12 月 5 日，刘娟以“我
的璟悦城，我来画”为主题，联合社区、物业，为随迁
老人们举办小区资源地图手绘活动。
活动开展前，刘娟和社区网格员们走遍了小区
的角角落落，并将小区内的一些建筑与设施拍摄下
来，
结合卫星地图做上标注。
参加活动的随迁老人们参照这张地图，共同手
绘了一张小区资源地图的底图。老人们在物业管
家与社区网格员的引导下，用笔将小区周边的公交
站也逐一进行了标注，将可以乘坐的公交车也写在
地图上。在社工的提示下，还标注了附近的便利超
市以及小区内的便民座椅位置。

通过这次活动，陈友珍等人不仅快速熟悉、了
解了所住小区的基本情况，同时还和物业管家、网
格员、邻居们建立了联系，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子就
增强了对社区的归属感。
“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和社区一起做了不少。”
武汉新城璟悦城项目经理刘征义告诉记者。针对
随迁老人的客观需求，社区和物业除了组织这样的
创意活动外，平时还会借助物业管家、网格员对老
人们提供各种帮扶，进行各种宣传，让他们最短时
间内熟悉环境，
融入新生活。

老人愿意下楼了，也合群了
据统计，在上太子溪社区 1.2 万常住人口中，
有 5000 余 名 来 自 外 地 的 居 民 ，其 中 随 迁 老 人 有
1000 多人。解决生活上的障碍和不便只是第一
步，随迁老人们远离故土，心理上的寂寞和隔阂更
是一道鸿沟，
“ 情在子溪”随迁老人社区融入项目
也应运而生。
社区通过前期入户走访调研，为每个随迁老人
建立了涵盖个人信息、兴趣爱好、精神需求等内容
的个人档案。根据档案，社区精心梳理老人们的需
求，分门别类开展一系列活动，引导老人们找到适
合自己的方式。

长江日报记者史伟 摄

“通过社区舞蹈队，我现在和姐妹们打成了一
片。”58 岁的孙群娇来自汉川农村，因为儿子在社区
买了房，
她在 2018 年来到社区带孙子。
刚来小区时，远离了原来的生活，也没有什么
可以交流的朋友，孙群娇平时只能独自一人空闲时
在楼下跳广场舞，自娱自乐。逐渐地，她周围吸引
了几名类似经历的随迁老人，大家组成了一个小小
的“圈子”，
实现了融入社区的第一步。
不久，在社区的安排下，社区璟悦欢舞舞蹈队
负责人吴有金找到了她们，邀请她们一起加入。
在观看了舞蹈队表演的双人舞后，孙群娇等人将
老师“堵”在家里拜师。如今，舞蹈队已发展到 30
多人，基本上都是随迁老人，大家一起训练、一起
参加表演。通过这个平台，队员们从之前的陌路
人变成了好朋友，
“家务之余，我们都会走出家门，
经常一起结伴外出逛街，从队友变成了生活中的
朋友”。
孙群娇只是社区众多随迁老人的缩影。如今，
社区除了舞蹈队等文艺活动外，还开展了“茶话会”
“邻里亲”
“方言课堂”
“手工编织”等活动，通过链接
各种资源，不断丰富着随迁老人们的精神文化生
活，同时以活动为媒介搭建桥梁，推进居民间的交
流与沟通，
帮助随迁老人融入第二故乡。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进驻高端商务楼
青年党员成志愿服务骨干
长江日报讯（记者陈俞 通讯员孙薇）年轻党员
走进政治生活馆话初心使命，志愿服务身影时常出
现在大楼每个角落……1 月 12 日，山东高速铂仕汇
国际广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正式成立。
据介绍，地处三阳路的这栋商务楼现有入驻企
业 60 家，入驻率达 95%，涵盖多家中国 500 强区域
总部、外资企业。年轻人多、党员人数多，其中党员
人数达 442 人，
占比近 20%。

山东高速湖北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董事乔
孟强兼任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
他介绍：
“这些党员
有号召力、
行动力强，
参与各项活动积极性高，
成立实
践站，
可以更好发挥楼宇青年力量投入文明实践，
推进
各类志愿服务活动进社区，
为基层社会治理添力量。
”
长江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实践站设在楼宇六
楼，面积共 700 多平方米，涵盖楼宇综合服务站、政
治生活馆、红色文化走廊、休闲文化区和红色教育

基地，集理论宣讲、政务服务、人才服务、志愿服务
等功能于一体。
据了解，此前，四唯街道联合山东高速，已共同
在楼宇内创建汇书房、汇服务、汇客厅、汇食堂等系
列服务阵地，打造楼宇党员红领讲堂，每季度围绕
一个主题开展系列活动。楼宇企业自发形成了 6
支志愿者服务队，先后在抗击疫情、复工复产、防汛
抢险等方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1月12日上午，
下课铃响，
黄陂区金潭小
学六（3）班顿时喧闹起来。教室第一排，
几个
孩子围在一起玩拍手游戏，
笑声不断。在他
们中间有个男孩笑得格外灿烂，
如果不特别
留意，看不出他和其他学生有何不同。
男孩名叫向安卓，今年 13 岁，自小患
有骨纤维增殖症，
不仅无法行走，
还极易骨
折。6 年来，在金潭小学师生们的守护下，
他不仅成绩优异，
更乐观开朗，
而这个有爱
的班集体，
更成为全校流传的佳话。

他行动不便，6 年来却从未迟到
一年级时，
向安卓还能借助拐杖走路，
课间甚至能跳一跳。随着慢慢长大，骨头
变形越来越严重，到了四年级就只能靠轮
椅出行。
“他在 2 岁时确诊，多年治疗受了不少
罪。”谈起孩子病情，妈妈田艳丽直抹泪，
“我们已经做过一次手术，
医生说再做手术
也只有 10%的把握，不成功就会瘫痪。孩
子想读书，
不想从此瘫在床上，
所以暂时选
择保守治疗。
”
由于需要贴身照顾，
田艳丽很早便辞职
在家，
全家仅靠当工人的父亲不到3000元的
月薪维持生计。或许是想要弥补身体的缺
憾，
向安卓对学习有着近乎偏执的坚持。
他家离学校不到 3 公里，每天由妈妈
骑着三轮车接送，一趟要花 20 分钟。虽然
8 点多才上课，但全家人早上 6 点便起床准
备，7 点 10 分准时出发。
“ 他不允许自己迟
到，所以我们尽可能把时间留宽裕。如果
哪天稍微晚了一点，他连早餐都不肯吃就
出门了。
”
田艳丽说。
对骨纤维增殖症患者来说，骨折是常
事。二年级时，
向安卓因上厕所摔倒，
休学
了大半年。为了不留级，他在病情稳定后
便每天下午回学校，由各科老师为他轮流
补课，最终通过期末考试顺利升学。疫情
期间，他不小心滑了一下，腿部再次骨折，
他仍忍着剧痛，
坚持打卡上网课。
他爱看书，
但家庭条件有限，
负担不起
太多书本费。每到天气晴好的周末，父母
推着轮椅，全家一起搭乘将近 1 小时公交，
到汉口的一家书店租书。
“我喜欢看自然、
科普、科幻类的书，我去不了太多地方，只

长江日报记者陈晓彤 摄

能从书里看到更大的世界。
”
向安卓说。

“我们帮助他，他也激励着我们”

在 班 里 ，向 安 卓 有 着 特 殊 的“ 吸 引
力”。课间，他的身边常被围成一个圈，大
家聚在一起聊天玩游戏。邻座的学生去接
水，
总是顺手带上他的杯子。午餐时，
同学
们会“争抢”
他的饭盒，
还故意吃很快，
只为
早点为他送上热饭。
“孩子们的体贴让我很感动。”班主任
何秀英介绍，6 年来，全班学生特别照顾向
安卓，而他也像一支黏合剂，让六（3）班有
着更强的凝聚力，无论是成绩还是其他方
面，
都在全校保持前列。
何秀英说，
虽然腿脚不便，
但向安卓六
年来没有迟到过一次，
是个标准的模范生。
他的作文、习题册，
常常是作为范本在全班
传阅。
“他们对向安卓的热情，
不仅是出于善
意，
更是因为心底的敬佩。这种不放弃的、
坚韧的精神，
让他成为全班的榜样。
”
“我们只是帮他做一些小事，
而他也在
不断地激励着我们。
”
同学董思怡说，
“他承
受了很多痛苦，
但仍然这么乐观和勤奋，
这
让我也学会在面对困难时咬牙坚持。
”

学校新校区建起无障碍通道
金潭小学原为一家工厂小学，一直以
来属于黄陂较为薄弱、硬件设施较差的学
校。为了迎接向安卓入学，学校特地装上
坐便器，
并为他减免学杂费、托管费。为帮
助他家减轻经济负担，校长段秀梅还曾安
排向安卓的妈妈田艳丽在学校做保洁，由
于长期的操劳，田艳丽因身体原因不得不
放弃这份工作。
2018 年，金潭小学搬了新校区，在最
初 设 计 时 ，段 秀 梅 就 提 出 建“ 无 障 碍 通
道”。学校教学楼的所有入口都设计有无
障碍通道，
并在主教学楼装上电梯，
所有楼
层都有“无障碍卫生间”。
“每个孩子都是重要的，一个都不能
少，
是学校的职责所在。
”
段秀梅说，
向安卓
自强不息的事迹感动着师生，也为孩子们
树起了榜样。
“向安卓即将毕业，我们也在
积极为他的升学做准备，让这个爱学习的
孩子能继续圆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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