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老年民生得到极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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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年年古古城城单单县县的的长长寿寿密密码码
长寿现象折射出单县近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果

本报记者 牟张涛 通讯员 刘月 孙继辉

近日，记者从单县老龄办获悉，单县目前百岁老人
为162人，男女比例19：143；截止2014年底，单县总人口
为124 . 1万人，60岁以上老人为208125人，此外，单县居
民平均预期寿命78 . 53岁，已获得第二届“中国长寿之
乡”称号。为探寻千年古城单县的长寿密码，本报进行
深度解码。

家有百岁老人是福气的
象征 ,菏泽因其内外环境和
民俗风情孕育了诸多高寿老
人，成为山东省的一朵魅力
无穷长寿之花。菏泽的长寿
现象早已引起国家老年学会
的关注，并多次来菏实地调
研。而单县无疑是菏泽长寿
之花中最灿烂的一朵。

记者采访菏泽市老龄办
获悉 ,全市百岁老人达9 7 7
人，其中,单县162人、牡丹区
155人、郓城县127人、成武县
110人、曹县103人、巨野县
101人、东明县78人、鄄城县
77人、定陶县64人。

菏泽全市80岁以上老
人达24 . 2万余人，分布在农
村有19 . 5万人。截止2012年

底，单县 8 0岁以上老人为
3 . 7万，60岁截止2014年底
208125人。单县长寿老人的
地域分布：县城东面分布较
多，大多居住在农村，生活
地域植被覆盖较多，空气及
水质良好。

单县地处黄河下游 ,为
黄河冲击平原,地势平坦,土
层深厚,气候宜人,且有优质
的矿泉水层 ,水质富含对人
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单县长寿现象的产生和
形成，既有经济社会发展的
基础，也有和美协调的自然
生态环境及深沉厚重的历史
文化积淀。经相关部门调查
分析表明，单县形成长寿现
象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菏泽长寿老人
单县第一

近年来，单县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

“工业立县、三产富县、统筹
建县、和谐兴县、依法治县、
文化强县”六大战略，着力打
造宜居宜商生态园林城市，
加快建设和谐幸福单县。医
疗卫生条件明显改善。为解
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
问题，单县大力推进医疗体
制改革，全面加强医疗卫生
事业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单县着力打造区域医疗高
地，全县现有各级医疗卫生
机构483所，遍布全县城乡、
社区，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
数达到5 . 07人，极大地改善
了城乡居民的就医条件。农
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扎
实有效，2012年，全县农民参
合率达100%，大大提高了全
县人民群众的医疗保障水
平；自2011年起，该县实施了
农村老年人系统保健项目，
对60岁以上患糖尿病、高血
压的老年人进行免费送药
活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
了可靠保证。2009年起，该
县大力实施“银龄安康工
程”，联合中国人寿保险公
司专门为50-80周岁的老人
提供意外伤害风险保障组合
保险，提高了广大老年人的
抗风险能力，切实让老年人
得实惠。

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完
善。单县从上到下建立了为
老年人服务的组织机构，制
定了多项惠老政策，推动了
全社会敬老爱老风尚的发扬
光大。对全县百岁老人每人

每月发放400元长寿补贴金，
90至99周岁的老人高龄补贴
金足额发放，对60岁以上老
年人实行每年一次的免费健
康查体，并建立电子档案，对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进行动态
观察和管理。全县共建有21
个敬老院，五保老人在敬老
院颐养天年；县城建有全市
最高标准的老年服务中心，
满足了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
需求，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
床位数达到23 . 65张。

单县县委、县政府历来
重视老龄工作，连续四年把
改善老年民生列入全县十大
民生工程。同时，把全县老龄
工作摆上重要位置，成立了
单县老龄工作委员会，各乡
镇也都成立了相应组织，村
级成立了老年人工作委员
会，为全面开展老龄工作奠
定了坚实基础。单县老龄工
作在山东省位于先进行列，
2009年获得“山东省长寿之
乡”荣誉称号，并多次荣获
省、市老龄工作先进单位和
敬老模范单位，近年来先后
有 150人次被评为全国和
省、市老龄工作先进个人。结
合民生工程建设，单县不断
优化老年人生活居住环境，
健全完善老年人特别是百岁
老人的慰问、体检、生活帮扶
等长效机制，形成政府、社
会、家庭共同尊敬、关照、帮
助老年人的良好氛围，推动
了全县老龄工作上水平、上
台阶，努力做到了老有所养、
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

单县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区
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温度适
中，光照充足，雨水充沛，空气清
新。年平均气温约13 . 9摄氏度，年
平均降水量7 3 7 . 1毫米。土地肥
沃，盛产小麦、花生、玉米、棉花、
大豆及山药、西红柿、大蒜、芦笋、
桑蚕、罗汉参等，是国家重要商品
粮基地和“中国西红柿之乡”。横
亘全境的黄河故道，草木丰茂，湿
地无垠，被称为天然氧吧。与故道
绿色长廊一衣带水的浮龙湖，属
孟渚泽遗址，是国家AAA级风景
区，被誉为“江北西湖，故道明
珠”，正在建设国家AAAA级生态
文化旅游基地。21条河流纵横全
境，水质优良，生活饮用水达到国

家(GB5749-2006)标准；空气清
新，大气质量超过国家二级标准；
森林覆盖率达到33 . 2%，城镇人
均公共绿地面积为16 . 8㎡/人，是
全国绿化先进县。

近年以来，单县大力发展小城
镇建设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着力
改善单县人民的居住生活环境。
2012年，新建农村健身广场48个，
城乡文化体育设施逐步完善，群众
性体育运动、老年人文艺活动蓬勃
开展。该县城乡已成立48个老年体
育组织，会员有2 . 2万人。老年人积
极参加苏鲁豫皖四省八县老年体
育赛事，并取得优异成绩。群众体
育、传统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
业、体育对外交流诸方面均跨入全

省先进行列。其中，群众体育已跨
入全国先进行列。单县分别在2001
年和2011年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
为“全国武术之乡”和“全国群众体
育工作先进单位”，自1998以来连
续九年荣获“全国全民健身活动先
进县”，并多次被评为山东省老年
体育工作先进单位。

老年人文体生活丰富多彩，相
继成立了老年体协、老年腰鼓秧歌
队、老年夕阳红艺术团、老年戏曲
家协会、老年书法家协会等老年艺
术团队，每逢春节、中秋、九九重阳
老人节等节日都有他们活跃的身
影，为全县人民营造浓厚的节日气
氛，展示单县老人昂扬向上的精神
面貌。

自然生态环境优美，生活、健身等配套设施齐全

单县百姓重德行，深得修身养
生之真谛。子曰：“仁者乐山”、“仁
者不忧”、“仁者寿”、“大德必得其
寿”。仁德贤者的心态，安如泰山，
静若止水，无忧无虑，其乐融融。有
了这种平和的心态，就可以淡泊名
利，宠辱不惊，寝能安席，食能甘
味，从而达到仁德的最高境界。

对单县百岁老人的生活习惯
调查，发现三个共同特点：一是粗
茶淡饭。饮食多以蔬菜和五谷杂粮
为主、荤素搭配。相当多百岁老人
爱吃时令野菜和玉米、红薯等食
物。荠菜、婆婆丁、车前子等野菜，
都是天然抗生素，具有清热、消炎
的功效；玉米、红薯是众人皆知的
长寿食品。二是心态平和。被调查
的百岁老人中，绝大多数老人心胸
豁达，乐观随和，乐善好施，助人为
乐，对待人间是非，能够放得下、想
得开，性格直爽，爱说爱笑，快乐一
生，与家庭和邻里关系融洽；三是
经常活动。单县民俗说“饭后百步
走，能活九十九”。我县大部分百岁
老人喜欢早睡早起，注重散步、锻

炼等活动，身体免疫力强；有些百
岁老人操劳一生，含辛茹苦，喜欢
帮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锻
炼出过硬的身板。

单县与孔子故里曲阜为邻，这
里有着深厚的儒学文化积淀，儒家
文化博大精深，仁德思想根深蒂
固。“百善孝为先”的观念深入民
心。古往今来，单县人民始终以诚
敬之心侍奉父母、长辈，恪守孝道。
据《县志》记载，单县先祖单卷是舜
帝的老师，非常重视对舜进行尊老
敬贤教育。建于1765年的百寿坊，
是专门为旌扬孔子的后代——— 儒
林郎朱叔琪之妾孔氏所建。孔氏秉
承家训，尊老爱幼，仁德宽厚，一直
活到90多岁。如今，在单县这块惠
泽孔孟伦理道德思想的圣地，“孝”
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断发
扬光大，有山东省首届“十大孝慈
人物”王媛媛，从七岁就独自照顾
瘫痪父亲；有带着养父出嫁的蒋艳
春；还有几十年如一日赡养本村孤
寡的周希臣等诸多孝亲敬老典型。
单县每年都举办“十大孝亲敬老楷

模”和“十佳模范老人”评选活动，
他们的感人事迹在湖西大地上广
为传诵。

“中国长寿之乡”称号是一张
含金量很高的综合性社会名片，
是社会发展的评价标尺。能够获
得这一称号，是对单县自身价值
的一次提升，是单县今后宝贵的
无形资产，对打造鲁苏豫皖四省
科学发展高地、建设宜居宜商生
态园林城市、建设美丽单县具有
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单县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中国长寿
之乡”的申报工作，在2 0 1 3年伊
始，就召开申报“中国长寿之乡”
动员会议，并成立申报“中国长寿
之乡”领导小组，各相关单位遵照

《“中国长寿之乡”评审标准》、
《“中国长寿之乡”评审办法》的有
关要求，迅速对全县居民健康长
寿状况进行了详细调查评估。同
时，成立长寿研究会，大力挖掘和
传承以“长寿文化”为核心的“善
德”文化，为申报“中国长寿之乡”
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百岁老人养生有道，“仁孝”观念深入人心

单县县委书记王卫东慰问南城办事处百岁老人周东瑞。（资料图） 通讯员 任惠平 孙继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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