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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廖君、王莹、仇逸、郑天虹

哈佛，中国孩子摩肩接踵；剑桥，中国孩子成群
结队；牛津，中国孩子鱼贯而入；悉尼大剧院，满眼
望去台阶上几乎也都是中国孩子……暑假来临，
不少中国孩子又踏上了游学之路。近些年，中小学
生出国“游学热”不断升温，而假期游的坑也不少。

游学热：一年火过一年

“华东篇——— 跟着课本去旅行”，去结识不一
样的少年鲁迅，去看看叶圣陶笔下的苏州园林等
等；“西安游学记”包括游西安交通大学，穿红军
服，唱陕北歌，品“忆苦思甜饭”……

临近暑假，沈阳市民张女士的朋友圈都被各
种“游学”“研学”刷屏。张女士告诉记者：“从孩子
上小学开始，每年寒暑假我都带孩子出门旅游，多
半都是去一些国内的风景名胜。”但这两年张女士
发现，身边各种“游学团”占据主流。

“近年来，游学确实越来越热，每年游学都有
新变化。”长期研究和运营游学项目的上海瑞游商
务副总经理柴运光告诉记者，许多原本不太接受
假期花几万元出国游学的三四线城市家长，如今
绝大多数都让孩子参加过几次游学，目的地也从
最初的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扩展到更远的英
国、美国和澳洲。

“2012 年，我去舟山了解过，当地学校基本不
敢组织这类活动，学生和家长也没有太多信息来
源。最近两年我跟当地的亲戚了解，学校已经组织
过去美国游学的学生团了，越来越多有消费能力
的家庭愿意让孩子出去开阔眼界，接触不同的多
元社会。”

“一周学校营地+一周旅游”“义工志愿者活
动”“海外名校的暑校”“户外徒步”……一些家长
告诉记者，现在的游学形式更加多样化，订制化越
来越受到推崇。

上海学生小汤参加了一个号称为美国童子军

在中国举办的夏令营，在国内多个城市有营地，一
周时间，有手工陶艺，有皮划艇，有射箭、露营等项
目，而且是全英文浸泡的环境，非常吸引孩子；小
犇参加了在澳大利亚的营地活动，也有这些项目，
收费是国内的十倍以上。

不菲的价格却难以保障安全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价格虚高、安全难以保
障、多头管理容易成为校园腐败之地，是当前游学
夏令营的三大隐患。

价格年年涨存在虚高，游学营销“花头经”多。
这个暑假，广州陆女士把孩子送到新西兰当地一
所公办学校插班学习三个月，机票、学费、住宿总
共花费 8万多。最近几天，上海黄浦区一所中学的
初二女生小颐同学正在美国游学，19 天的费用约
为 48000 元。

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游学的利润就在于
“花头经”特别多，“先把家长和孩子整晕了再
说”，这是他们流行的行话。更主要的是，与一般
的旅游团相比，孩子们在国外住的是民宿，吃的
是简餐，费用往往却比五星级豪华团要贵出一大
截。

监管部门权责不明，谁来保障游学的安全？
2013 年，因为飞机突发故障，浙江江山中学两名
参加夏令营的女学生不幸遇难。去年，一位北京家
长在网络上发文称，自己的双胞胎女儿在参加一
个暑期游学项目时，遭到男性带队教练的猥亵。
“我好后悔，为什么要给她报这个夏令营？”事发
后，家长报警，公安局正式立案。

尽管游学日渐火爆，但近年来，关于短期游
学的安全事故也频频出现在媒体上。广东法制
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曦说，游学属于一个灰
色地带，正规而言应该由学校自己组织，或者由
有旅行社资质的机构组织。

但在实践中，往往是由某些咨询服务公
司，通过其海外对接的一些资源或外包给旅行
社组织，开设这种咨询服务公司没有门槛与资
质要求，不规范操作空间较大。对于国外承接
出境游学团的地陪，很多也缺乏资质，比如在
读留学生，当地兼职的华人或是代理服务的华
人机构，这样组成的队伍，安全性几乎无从保
障。

游学市场龙蛇混杂无门槛，容易成为学校
腐败之地。教师的资质问题，也是游学痛点之
一。陈曦说，很多游学项目层层分包，代理机构
寻找的老师也是临时“组队”，这些游学机构的
老师、领队的资质无从审查，有些之前是做户外
的，有的是做教育咨询的，甚至有些是没有经验
的从业人员。

市场上很多的“研学”都是培训机构或旅行
社甚至还有个人举办的，价格大约是过去普通
旅行团的 1 . 5 倍甚至两倍。

一些家长担心，教育部门推出的研学旅行
是否物有所值？花样繁多、价格不等的研学，
会不会让孩子产生攀比心理？出了问题是找学
校，还是找承办的旅行社呢？还有家长说，像
这种研学都有学校老师参加，但老师不用出
钱，费用都由参加研学的学生分担，这是不是
变相的腐败？

如何让游学健康发展？

“游学”增长迅速既是教育领域也是服务业
的一场供给侧改革。

业内人士说，作为一种新的“游&学”业态，
在发展的过程中，某些地方教育部门、学校也存
在着怕承担安全和经济责任的隐忧。

陈曦建议，教育部可以联合市场监管等多
部委对涉及此类业务的机构和游学团进行审
核，确立“星级名单”进行推荐，便于家长选
择。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面对层出不穷的
游学机构和游学项目，家长最为关注的问题还
是安全保障，但游学市场属于典型的交叉地
带。”因此，家长应选择正规机构，并切实了解和
考察所选机构推出项目的安全保障措施，以及
以往该机构出行的安全系数。

据了解，现在很多高校寒暑假也有“开放
日”，高校假期也有对中学生开展的各种夏令营
活动等，许多家长却了解甚少。

业内人士建议，我国的多所知名高校也可以
和教育部门联合组织“游学团”，惠及更多学生。

华中师范大学范先佐教授说，夏令营在孩
子成长过程中确实能起到作用，但并不一定要
去国外才有收获。他说，每个家庭的情况不
同，可以带着孩子去参观国内名校，还有名人
故居、博物馆等。如果孩子喜欢读书，可以去
本地有名的书店，或者去美术馆，看画展，听
专家讲座，同样都能够拓展孩子视野。

中小学生暑期“游学”热背后的“花头经”与“冤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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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基层社区该如何“作为”
“老年餐桌”“活力老人”“养老服务驿站”……北京市养老服务样本调查

本报记者刘婧宇

盛夏 7 月的一个下午，在北京市朝阳区安贞
街道养老照料中心，今年已 86 岁高龄的柳静英老
人睡过午觉、吃过加餐后，精神抖擞地开唱了，她
握着话筒中气十足地唱着“苏三起解”，获掌声雷
动后又点名下一位“唱将”：“高俊峰，接下来你唱！”

高俊峰老人是她的老伴儿，今年已 93 岁高
龄。高大爷接过话筒，有点较劲地说：“你让我唱我
偏不唱，今天给大家来一首打油诗！”说着朗诵起
了他那既不合辙也不押韵的打油诗，老两口的日
常拌嘴把在场的人逗得哄堂大笑。平时不苟言笑
的 101 岁老人原志敏也捂嘴偷着乐。

3 年前，柳静英、高俊峰老两口在自己要求下
前后脚住进了这家养老照料中心，这一住就不打
算走了。对比 3 年前的照片，每天开开心心的柳静
英老人居然头发变黑了不少。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战乱、饥荒、传染病等原
因，我国人口平均寿命为 35 岁，很多人甚至没有
机会“老去”。随着生活水平、医疗水平的不断提
高，现在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 77 岁。作为首都，
北京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居中国第二位———
2018 年，北京市居民平均期望寿命达 82 . 2 岁。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走访北京市养老机
构、社区街道后发现，北京确实已经是一座“跑步
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一场应对老龄化的“持
久战”拉开序幕。面对这场“持久战”，北京市有政
策，有行动，有勇气，更有底气，因为在一批率先试
点的社区已经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

解决头等大事的“老年餐桌”

北京市自 2009 年开始启动“老年餐桌”建设，
但因利润不高、缺乏场地等原因，很多“餐桌”倒
闭。但民以食为天，要推行居家养老、社区养老，解
决高龄、空巢、失能、失智老人的吃饭问题，是头等
大事。

广外街道天宁寺东里小区的“老年餐桌”为何
一直运行到现在，其“秘诀”就是“不追求利润”。

每天上午 10 点 40 分左右，广外街道天宁
寺东里小区老年餐桌的午饭由送餐公司准时送
到，养老驿站里等着就餐的老人已排好长队。7
月 10 日的菜品是两荤两素：豆泡烧肉、木须肉、
菠菜豆芽和白菜豆腐，主食有米饭和馒头，一份
套餐共 17 元。

社区居民刘崇惠、刘亚军、赵彦忙着给前来就
餐的老人盛菜盛饭，不时问一句“够吗？再给您来
点儿？”刘崇惠、刘亚军、赵彦都是老年服务站的志

愿者，她们都已退休，在街道办的组织下到社区为
高龄老年人和有需要的老年朋友义务服务。

75 岁的刘大妈和老伴儿正在用餐，刘大妈告
诉记者，她儿子工作忙，顾不上照顾他们老两口，
她和老伴儿身体都不太好，每天买菜做饭就成了
老两口最头疼的事儿。有了“老年餐桌”后，他们每
天能按时吃上健康可口又卫生的热饭热菜，而且
花费还不多，“感觉很幸福！”

负责运营广外街道天宁寺东里小区老年餐桌
的是北京红枫盈养老服务中心。据北京市西城区
广安门外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介绍，广外街道与
北京红枫盈不断探索合作，逐步建立起立足 29 个
社区的养老服务驿站，全面覆盖了居家养老、机构
养老两大体系，为实现“六个老有”——— 老有所养、
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
为，做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北京市养老领域社会服务机构第一联合党委
下有 5 个流动党员党支部，红枫盈养老服务中心
是其中之一。其创办人王兵毫不掩饰内心的自豪，
“这说明咱们确实做了一些工作，也获得了一定的
认可，要不然也不能给咱这里设立党支部啊！”

王兵也坦言：“办‘老年餐桌’，成本高，责任大，
没利润，大企业不愿办，小企业办不了。这么多年
我也是‘拆东墙补西墙’，靠别的领域的微薄利润来
补贴‘老年餐桌’。”

“不追求利润”怎么能维持运营？王兵解释：
“基本需求领域可以零利润甚至‘负利润’，多样化
需求领域‘微利润’，二者差不多持平，我们就能运
营下去。比如‘老年餐桌’就属于老年人的基本需
求，旅居养老属于多样化需求。”

“老年经济必定是一种长尾经济，必须在满足
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发展多样化服务。”王兵说，
“很多老年人不会只满足于保障基本生存条件，还
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在这一点上，红枫盈养老服
务中心想了很多招儿：6 月 22 日，将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 皮影戏引入了广外街道社区，获
“一老一小”两大人群的热捧；定期邀请有资质和

经验的授课老师举办绘画、书法、摄影、计算机、
围棋等课程，丰富老年人的生活；每年 3 月-12
月，每月开启一趟老年专列，提供休闲旅游、旅居
养老服务。

“银发打工族”不挣工资挣积分

结束了中午“老年餐桌”的运营，社区志愿者
刘崇惠稍作休息。她今年 60 岁，北京市人，原是某
大型国企的中层领导，刚退休时她心里空空的，心
情很低落。

她听人介绍有一家养老服务驿站，可以为老
年人介绍工作：想挣钱的，可以选择适宜身体情
况的工作；热心公益的，可以当为老人服务的志
愿者，不挣工资，而是用服务换积分，用积分换粮
油米面以及等积分的服务。“我就是喜欢这个行
当，能老有所为。”刘崇惠顺利成为社区志愿者。

“除了订餐、分餐，还要定期探访辖区内的老
人，每天事情很多。”刘崇惠说，“但我现在很快乐，
觉得自己‘有用’。所以别看是我为这些老年人提供
服务，事实上他们带给我的‘获得感’更多。”

红枫盈养老服务中心的业务范围涵盖了老人
需求的 10 大门类 60 多种，除了一般的送餐、家政
服务，还有老年人再就业、心理疏导、老年旅游、商
品网购等。所以，一个个适老岗位应运而生：有负
责站点运营的管理岗；有在各个服务站间送餐、分
餐的小时服务岗；有专门组织兴趣活动的组织岗；
还有一些掌握理疗、保健等一技之长的专业技术
岗，加起来总共有 20 多种。

在养老服务中心提供服务的志愿者们被称
为“活力老人”，他们不挣工资挣积分，比如送一
份老年餐积 2 分，如果独立运营服务站，一个月
能积 1700 分。志愿者挣到积分，可以到养老服务
网点换取粮油米面，1 个积分等价于 1 元钱。比
如一桶食用油价值 155 分，一袋东北大米 76 分；
也可以换取企业提供的等值服务，比如一次泥灸
保健 10 分，一次 15 天的旅游 3000 分。

这套积分办法，是广外街道办和红枫盈参
考“时间银行储蓄”想出来的志愿者管理办法。
实施以来，不仅节约了人力成本，更为退休老人
提供了自我价值再实现的平台，可谓一举多得。

跟刘崇惠一样重新“上岗”的还有 30 多位
“活力老人”。姚玉荣老人退休前是持证的心理
咨询师，专攻老年人的心理。几年前，她重操旧
业，为老人提供心理健康咨询，很多老人经过及
时辅导，抑郁症症状减轻了。

李宗云也是如此，退休后当上了泥灸师，在
外面的会所做一次泥灸要上百元，她给老人服
务，做一次泥灸半个小时，只收 10 元钱。同时，
她还在养老驿站维持各种活动秩序。

王兵非常认可“银发打工族”，他认为对
于老年人来说，更多的是需要摆脱在家里的
消极等待，比如等服务上门、等住敬老院这
类消极被动的养老方式。希望他们走出家
庭、走进社区、融入社会，通过互帮互助，实
现自我价值。

养老服务驿站，家门口的“管家”

北京市 2009 年提出构建“9064”养老服务
格局，也就是 90% 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的协
助下居家养老，6% 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
区照顾服务养老，4% 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
机构集中养老。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概念的提出，更好地
整合了“9064”格局，实现了“90+6”的覆盖面，
即不管在家还是社区，只要拨打电话，都能享受
助餐、助洁、陪同就医等服务，是政府为社区老
年人提供基本养老服务的重要载体，堪称社区
老年人家门口的“服务管家”。

老人一辈子精打细算，对价格很敏感。养老
服务驿站各项服务的定价就充分考虑到这点。

比如，老人如需陪同就医，拨打养老服务驿
站的电话就会有专人上门，只需支付 25 元/小
时的费用；老人如需家政服务，一个电话就会有
驿站的人员上门服务，也只需支付 25 元/小时，
相比 100 元/小时-200 元/小时的家政服务市
场价，可以说相当低廉了。这些费用还可以用老
年卡支付，北京市政府对于老人有一定额度的
补贴，可以用于在养老服务驿站的消费。

广外街道的王刚萍老人就是养老服务驿站
的受益者。他一辈子命途坎坷，从小双腿分不
开，属于重度残疾，一辈子没有结婚且无儿无
女，他有两个哥哥，却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还有
一个妹妹也因癌症早逝。早些年，还有妹夫和侄
儿照料他和两个哥哥，后来妹夫也不幸患阿尔
茨海默症，失去了照料他们三人的能力。

王刚萍老人虽然残疾，但神志很清醒，无奈
之下他打电话求助了红枫盈养老服务中心下辖
的广外街道养老服务驿站。去接三位老人的是
张晶晶。

张晶晶都不忍心去回忆见到三位老人的场
景，王刚萍老人当时两条腿因为湿疹已经全烂
了，不停地流脓流水，他的两个哥哥也浑身散发
着好久没有清洁的味道。她立马安排了车辆，免
费专人专车陪同王刚萍老人就医，同时安排人
为他的两个哥哥做基础护理。之后，在居委会协
商下，养老照料中心将三位老人的照料费用一
再压缩，决定只收取最基本的饮食费用。经他们
的侄儿签字同意，这三位老人住进了广外街道
养老照料中心，总算有了妥善的安置。

现在，北京市的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正在
推广“医养结合”模式，张晶晶再带着老人去合
作的三甲医院就医，可以直接走绿色通道，更加
方便了。

2011 年，当时 40 岁的张晶晶满腔热情地
加入红枫盈养老服务中心，从事养老服务这

些年，她帮过老人开药、陪过孤寡老人就医、
调解过若干赡养矛盾，算是撞见了形形色色
的养老问题。

在她看来，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还是更倾
向于居家养老，但新的社会发展带来了许多新
变化，许多老人很难实现居家养老，比如子女也
已步入老年，老人很难再照顾更老的老人；比如
有相当一部分老人脾气古怪，和子女亲戚都合
不来，只愿意独居；再比如一辈子没有结婚没有
子女的老人，或子女早亡的失独老人。这类老人
日渐衰老后，连日常的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而
这些人正是最需要政府购买服务、机构养老兜
底的人群。

据统计，北京 300 多万老年人中，在家独居
的老人占 9 . 8%，2017 年底，北京提出建立居
家养老巡视探访服务制度，由街道(乡镇)委托
就近的养老服务驿站、养老照料中心开展服务。

张晶晶每天除了做好“老年餐桌”的分餐，
就是忙着养老巡视，去看看那些辖区内轻度痴
呆的、精神有问题的、无人照料的老人，她无奈
地笑着说：“这些老人家脾气很不好，见面就怼
人，但是越这样你越放心不下。”

有一次，她走到一位老人家门口就闻到
很大的糊焦味儿，赶紧进屋一看，这位有些轻
度老年痴呆的老人在自己做饭，锅已经烧干
到快着火了。要是没有巡视到位，后果真不堪
设想。

应对老龄化，只争朝夕

养老是一个社会工程，老年人过得是否舒
适、安全、有尊严，牵动着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
安全感。养老如果完全靠政府，政府是包不住
的；如果完全靠家庭，很多家庭有心无力。

北京市某街道办一位工作人员坦言，“我们
也知道养老这一块形势严峻，但确实有很多工
作不好开展。”

他举了个典型例子。北京市有很多老旧小
区没有配套适老设施，老年人进出十分不便。某
小区的居民提议增设坡道。区政府本着为民办
实事的宗旨，组织居民开了研讨会，通过公开招
投标找到建筑公司承包了该工程，区财政也通
过了预算。

就在这项工程临近完工的时候，一户居住
在一楼的居民提意见，说“你们在我家阳台旁施
工，过道在我家窗台下边，征得我同意了吗？”一
拨一拨的人去给这位住户做思想工作，都没能
做通，这位业主还将街道办一纸诉状告上法庭，
最后法庭判街道办败诉，所有修建好的斜坡通
道全部拆除。

养老领域工作开展难，这只是一个缩影。
面对庞大的老龄人群、艰巨的养老重任，养

老必须走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服务之路。北京
市民政局局长李万钧曾对媒体说，“如果没有做
好准备，应对老龄化将是一场艰巨的遭遇战。从
2018 年到 2048 年，大约是一万多天，我们必须
只争朝夕！”

目前，北京市尽管有 4104 处养老助残设
施，然而并不是所有设施都可以承担一般性
的居家养老服务，有些养老服务设施“有名无
实”，属于无房间、无人员、无服务的“三无”设
施。据北京市 2018 年的养老领域摸底调查，
全市仍然有三分之一的街道和五分之三的社
区没有养老助残设施，这说明居家养老服务
设施的缺口非常大。

专家建议，要针对全市居家养老设施布局
进行合理规划，摸清什么地方存在服务“过剩”、
什么地方存在服务“不足”，从而判断哪些地方
应该建立服务站、哪些地方的服务站需要进行
调整，做好供给侧改革。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战乱 、饥

荒、传染病等原因，我国人口平均寿

命为 35 岁，很多人甚至没有机会

“老去”。随着生活水平、医疗水平的

不断提高，现在我国人均预期寿命

已达 77 岁

北京已经是一座“跑步进入老

龄化社会”的城市，一场应对老龄化

的“持久战”拉开序幕。北京市有政

策，有行动，有勇气，更有底气，因为

在一批率先试点的社区已经积累了

很多宝贵经验

▲安贞街道养老照料中心护理主任王莉正在准备老人的药品。 本报记者刘婧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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