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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记

8

零下 6℃坚持下水，
计划去黑龙江冬泳
衢州这位 71 岁老人说——

“在我心里，
我就是一个年轻人”
记者 毛慧娟 实习生 孙家琳

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你有想过，你的七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吗？对于 71 岁的江山人夏继
华来说，
年龄只是一个数字，
“在我心里，
我就是一个年轻人。人生充满无限可能。
”

老友所闻

15 岁第一次冬泳
1 月 13 日上午，记者来到市区荷四路的衢
州市市政公用行业协会，见到了正在埋头工作
的夏继华。一照面，记者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健
康且有活力的人，如果不说，根本看不出他已
至古稀。
1952 年出生的夏继华是江山人，小时候家
就住在须江边上，十来岁的时候就跟着哥哥到
须江里玩水。
夏继华至今还记得，他第一次冬泳是在自
己 15 岁那年。
“那天下着鹅毛大雪，我跟着哥哥
偷偷跑到须江里游泳。那个时候，须江上的浮
桥是用船连在一起铺上木板做成的，我们就把
衣服扔在船头，脱光了衣服下水游泳。”那些在
须江里度过的时光，给夏继华的少年时期带来
了很大的快乐，而他游泳的习惯也就一直保持
了下来。
17 岁开始工作，37 岁进入原来的江山液化
气公司，退休后又被返聘进入衢州市市政公用
行业协会做燃气专委会办公室主任，年岁增
长，夏继华对游泳的爱好一直没放下，夏日里
经常会去须江里游泳。

我国将推进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1 月 1 日，
夏继华游完泳后拍照打卡。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每天打卡游泳
2016 年，夏继华和妻子一起在江山一个新
开的游泳馆办了游泳卡。可没想到，到了当年
12 月，游泳馆突然不开了。
“虽然是冬天了，但因为一直在游泳，有
瘾，所以我开始在须江冬泳。”夏继华说，因为
自己的工作在衢州城区，不是很方便，在朋友
的介绍下，他从 2018 年开始在孙姜大桥下游
泳，游泳次数也从原来的一年 100 多天变成了
200 多天。
2020 年，夏继华加入了江山市冬泳协会。
有了组织，他游泳的次数更多了。在协会泳友
的影响下，他开始每天打卡游泳，
“周末在江山
石坑湖，周一到周五在衢江，不管刮风下雨，还
是下雪霜冻，我一直在坚持。”夏继华说，当年 8
月、9 月，他还分别参加了龙游户外游泳邀请
赛、青田户外游泳邀请赛活动。
现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4 点多醒来的夏
继华会在几个游泳微信群里叫大家起床。5 点
多，他便从江山出发赶往衢州，
“6 点多就能赶
到孙姜大桥下，有时候天都还没亮。”在桥上路
灯的照射下，夏继华扎入江水中纵情畅游。
“夏天每天游 1-2 公里，冬天则看水温来决
定游泳时间。”夏继华说，自从开始每天游泳，
他的身体变得更好了，
“ 上次感冒我都不记得
是什么时候了，关键是整个人精神特别好。我
从来不觉得我是老年人，也不觉得工作中有什
么事情是年轻人能做，
而我做不了的。
”

年龄由自己来定义
在夏继华的微信朋友圈，每天都有他打
卡游泳的记录。
“2022 年元月 13 日，衢州老鹰
潭水温 7.8℃，连续游泳 668 天！”
“2022 年元
月 4 日，今天气温 1℃，
游泳 7 分钟。
”
……
夏继华告诉记者，冬泳确实很挑战人，但
坚持下来，会很有成就感。
“到目前，我游泳时
气温最低的一次是零下 6℃，当时水温 4.8℃，
下水之后指头又麻又痛。
”
如今，游泳对夏继华来说，已经是每天最
有仪式感的事。白天工作前游泳一会儿，能
激发他一天的动力干劲。
去年 7 月，
夏继华还参加了协会组织的拉
练活动。作为组内年龄最大的成员，夏继华
跟在其他比他小一二十岁的人后面，游完了
全程 5.3 公里。
“他们很惊讶，
最后两三百米还
问我要不要上岸，但我坚持了下来。”完成了
一项新的挑战，夏继华很自豪。
“年龄只是一
个数字，我们应该自己去定义年龄，而不是被
一个数字束缚。”如果不是受到疫情影响，夏
继华还跟泳友们约好了这个冬天一起去黑龙
江冬泳，
“等明年再看看情况，能去我还是想
去。
”
七十而从心所欲。对未来，夏继华十分
乐观，
“我会一直游到游不动为止。”游泳，特
别是冬泳，不仅强健体魄，也让夏继华忘记年
龄，忘记疲惫，
永远充满热情，
充满活力。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22013期开奖公告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013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2 年 1 月 13 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
30,856,506 元
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
2,458,090 元

开奖日期：2022 年 1 月 13 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
16,067,304 元

本期开奖号码：0 8 6

本期开奖号码：0 8 6 5 1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全国中奖注数 本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直选
5,316 注
328 注 1,040 元
346 元
组选 3
0注
0注
组选 6 16,782 注 1,208 注 173 元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 33 注 100,000 元 3,300,000 元
合计
33 注
--3,300,000 元

27,932,767.60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兑奖截止日为 2022 年
3 月 14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334,495,121.58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兑奖截止日为 2022 年
3 月14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22013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2 年 1 月 13 日

本期销售金额：179,550 元

本期开奖号码：03 10 13 16 19
本期出球顺序：03 10 19 13 16
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本地中奖注数
4注
337 注
4,918 注

单注奖金
11,634 元
50 元
5元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建
立中央和地方养老保险支出责任分担机
制，中央财政支持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
逐步强化地方政府支出责任，确保基本养
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养老保险制
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2021 年 12 月，
《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
发展的意见》审议通过。这意味着，在第
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第二支柱企业
年金、职业年金制度外，我国首次明确了
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设计框架，即将迎来
个人养老金制度的规范发展。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总的考
虑是以账户制为基础、个人自愿参加、国
家财政从税收上给予支持、资金市场化投
资运营。要完善制度设计，合理划分国
家、单位和个人的养老责任，为个人积累
养老金提供制度保障。
据新华社

“十四五”
公共服务规划：

推动形成
“15 分钟”养老服务圈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宣传部、教育
部等 21 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十四五”
公共服务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提出
到 2025 年，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更加完善，
政府保障基本、社会多元参与、全民共建
共享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基本形成，民生
福祉达到新水平。
在养老服务方面，
《规划》要求加强乡
镇（街道）范围内具备综合功能的养老服
务机构建设。加强公办养老机构建设，落
实新建城区、居住（小）区按照人均不少于
0.1 平方米的标准配建养老服务设施，稳
步提高护理型床位占比。
《规划》同时提出扩大普惠性非基本
公共服务供给。其中要深入推进普惠养
老专项行动，扩大普惠性养老服务供给。
发展集中管理运营的社区养老服务网络，
支持具备综合功能的社区服务设施建设，
推动形成“15 分钟”养老服务圈。引导专
业化养老服务机构进社区、进家庭，提升
家庭照护能力。大力发展政府扶得起、村
里办得起、农民用得上、服务可持续的农
村幸福院等互助养老设施。
据人民网

0.00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兑奖截止日为 2022 年 3 月
14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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