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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阳 节

不再“围着儿孙转”，越来越多“新老人”规划“新生活”
本报记者张玉洁、周勉

“老年人也应该与时俱进，跟上社会发展的潮流。”在车水马
龙的长沙街头，82 岁的朱元亮举着摄像机，一边取景一边对记
者说。近十年来，他平均一周参加三次社会活动，自学了电脑和
摄像，还出过影集，拍摄制作了近 5000 条视频……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不少像朱
元亮一样的老年人逐渐改变生活状态，他们不再整日“围着儿孙
转”，开始为自己规划晚年生活。

从“传统老人”到“新老人”

1997 年刚退休时，朱元亮也尝试通过“打牌”消磨时间。“突
然没事做了，人也难受。”他说，有时一坐就是一整天，腰酸背痛，
加上老伴不喜欢，渐渐地，他也就没去了。

后来，小外孙的到来，让朱元亮和老伴又忙碌起来，带外孙
成了他们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我的两个外孙都是我带大的！现
在一个读大二、一个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提起孙辈，朱元亮满
脸幸福。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60 岁以上
老年人口数已突破 2 . 5 亿，占总人口数的 17 . 9%。在这群人中，
像朱元亮这样出生在 20世纪 50 年代之前的老年人，历经动荡，
年轻时因为基础设施和物质生活的匮乏，生活十分艰苦。

“他们子女众多，自我意识相对较差。”专门服务于老年群
体、于 2009 年 9 月创刊，如今已成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市场化
报纸之一的《快乐老人报》社长赵宝泉告诉记者，他们曾专门针
对受众做过调研，将 20世纪 50 年代之前出生的称为“传统老
人”，20世纪 50 年代之后出生的称为“新老人”。

赵宝泉说，由于成长环境的变化，“传统老人”和“新老人”在
特点和心态上有一定差异。“但随着‘新老人’群体的增长和社会

环境的变化，当代中国老年人对生活开始有了新的追求。”
因为爱好文学，年轻时朱元亮就常常给报纸、杂志投稿。

退休后，利用带孙儿的空档，他还曾用铁笔、钢板、油纸一笔一
画刻录下“个人回忆录”，油印了好几本送给亲友。

随着孙辈长大，朱元亮有了更多空闲时间，看着孩子们一
个个生活安定，他这才静下心，开始思考做点“自己喜欢做的
事情”。写作便是其一，看到周围开始有人使用电脑打字，速度
快且字迹工整，于是他每天都跑去跟别人学习。

2003 年，朱元亮有了第一台自己的电脑，虽然因为“总是
记不住五笔口诀”，导致他用电脑打字还没有手写一半快，却
丝毫没有影响他写作的激情。

“很多报纸都登过我的稿子，《快乐老人报》创刊第一期就
登了我的文章。”朱元亮自豪地说。

“新老人”有了“新生活”

退休后就收到丈夫的离婚协议书，曾让 65 岁的“鱼尾巴”
（网名）产生轻生的念头。“那段时间特别难熬，空虚，觉得日子
过不下去了。”她说。

在家闷了很长一段时间，一次偶然的机会，朋友带“鱼尾
巴”参加了由《快乐老人报》发起的长沙老年人同城聚会，聚会
上，她认识了不少同龄人。渐渐地，她跟着大家一起跳舞、学摄
影、学乐器，生活多姿多彩。

“我专门买了一台智能摄影机，他们有活动我就去帮忙。”
“鱼尾巴”告诉记者，她最近又加入“快乐老人大学”开始学扬
琴，为了方便练习，她买了两台扬琴，教室一台、家里一台。

9 月 20 日，在《快乐老人报》创刊十周年庆典上，拿着摄
像机在现场帮忙拍摄的“鱼尾巴”，穿着时髦的明黄色连身裤，
完全看不出年纪。“老年人一定要心态好，心态好身体才会好，
这才是真正给子女减轻负担。”她说。

“十三五”期间，中国加快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
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在湖南，为了满足当
前老年群体文化养老的需求，2017 年，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
持下，《快乐老人报》创办了集老年资讯、教育、社交、购物、旅
游、健康等功能于一体的开放式“快乐老人大学”综合服务平
台。目前，在省内外已有近百个校区。

和“鱼尾巴”一样，朱元亮也是“快乐老人大学”的学员之
一，他所在的校区位于长沙豹子岭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距
离他家仅需步行 4 分钟。中心除了给老年人提供学习场地，还
设置了小超市、食堂、法律咨询和棋牌娱乐室等。目前，主要服
务于居住在周边 13 个小区的近万名老年人。

“长沙非常重视老年教育工作，社区免费将场地提供给我
们做老年大学。”豹子岭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副主任尹堂龙
介绍，为了满足老年人文化养老需求，中心注册成立了长沙市
天心区新天艺术团，鼓励老人参加各类文艺活动，目前已有
220 名团员，平均年龄 60 岁以上。

“主要来跟人交流。”朱元亮说，他通过“快乐老人大学”认
识了很多本地的同龄人，《快乐老人报》还号召他们成立同城
会，老人们经常聚集在一起搞活动，他主要负责为活动写稿录
影，为了做好这个“工作”，他又自学了视频剪辑还有微信、抖
音等社交软件。

“老年人需要倾诉，需要‘被需要’，需要‘人生永不落幕’。
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满足他们这些需求。”赵宝泉说。

老年人有自己的追求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统计显示，截至 2018 年底，中国共有
各级各类老年大学和老年学校 6 . 2 万所，在校学员 800 多万
人，参加远程学习的学员 500 多万人，已基本形成省、市、县、
乡办学网络。

除了“上学”，如今，越来越多老年人开始重视自身需求，
用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实闲暇时间，提升晚年生活质量。

某海军部队转业军人吴先声退休后，将大半时间花在社
会公益活动上，曾为不少报刊、电视台提供过手稿和资料。如
今已 87 岁高龄的他身体依然硬朗，不久前他又跑去为单位欢
庆国庆节、重阳节举办的老年门球赛当裁判。“人要有追求，才
能越活越年轻。”他说。

和吴先声一样，一直从事摄影工作的谢卓勋在退休后也
依旧没有放弃这份“事业”，如今已 70 岁的他，把摄影从工作
变成了日常的爱好和习惯，还经常义务教“学生”，“遇到有同
龄人跟我请教如何摄影，我都会手把手教他们。”谢卓勋说。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党和政府把老年人的福祉记挂在
心，一项项惠老政策陆续出台、一处处为老年群体的服务设施
加快建设，为老年人带来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养
儿防老，积谷防饥”的老旧传统逐渐成为历史。

现在只要出门，朱元亮必须携带的不是手机而是一本《湖
南省老年人优待证》。“我已经用了 12 年，节省了不少钱。其
实，也不是用价来论，它体现了政府对老人的一份情和一份
爱。”他说。

在中国，还有这样一群“特殊”的老年群体。他们倾其一生
为国家奉献，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为了把中
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手中，90 岁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始
终没有停下自己再攀高峰的脚步。“这个奖分量很重，对我是
一个鞭策。”刚刚获得国家勋章的他乐观地表示，“我现在是

‘ 90 后’了，干劲儿还足得很！”
目前，中国已建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16 . 38 万个、

各类养老服务床位 746 . 3 万张；全国养老机构以内设医疗机
构、签约服务等不同形式提供医疗服务的比例达到 93%；高龄
津贴制度已实现全国省级层面全覆盖，30 个省份建立了养老
服务补贴制度，29 个省份建立了老年人护理补贴制度。

除了免费午餐 还有精神食粮
访广州长者爱心餐厅

新华社广州 10 月 7 日电（记者杨淑馨）伴奏的二胡起弓，
63 岁的张树枝第一个出场，唱起了粤曲《锦江诗侣》。伴着悠扬
的旋律，坐在台下的百余名老人跟着低声哼唱。这是 6 日在广州
番禺区石碁镇蓝态爱心环保餐厅举行的重阳敬老活动，近 90 名
志愿者为社区老人们义务理发、做爱心面条，并且组织了一场精
彩的歌舞演出。

“平时我就爱唱粤曲，餐厅里的老人们也喜欢听，这次就趁
着重阳节的活动上台表演。”张树枝说。两年前，爱心餐厅正式开
始运营，张树枝是第一批来到餐厅享用免费午餐的老人，从此他
就成了餐厅里的常客。

每天中午 11 点，长者餐厅准时打开大门，为 60 岁以上的老
人和残障失能人士提供免费午餐。

“一顿饭对年轻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老人家来说是一
件大事。”餐厅志愿者孔聪颖说，“有一位 85 岁的老人每天都会

来这里吃饭，吃完之后还会给瘫痪在家的妻子打包。”两年间，
餐厅除春节假期外全年无休，共提供了近 9 万份免费午餐。

除了一碗饱腹的饭，餐厅更多的是为老人们提供了精神
食粮，创造了互动和交流的空间。阮礼端老人今年已经 80 岁，
志愿者为她剪了一个利落的短发，理完发的老人手里拿着国
旗，唱了一首《歌唱祖国》。餐厅里聚集了一群同龄的老人，良好
的氛围让孤独的阮礼端老人渐渐敞开了心扉。“这是我以前读
夜校的时候学会的歌，但是我之前不喜欢开口唱。来到这儿以
后，我愿意天天唱歌。”她说。

餐厅内除了文艺活动以外，还会定期开展传统文化的课
程供老人们学习。时间长了，老人们的心态发生了转变，随之
而来的是行动上的改变，老人们从坐着等吃饭到主动成为服
务者，他们开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回馈餐厅：将废弃的塑
料瓶改造成餐桌上的花瓶、用粉笔在餐厅的小黑板上誊写菜

单、帮助志愿者收拾碗筷……
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让这种文化落到日

常正是开设长者爱心餐厅的初衷。
“以前做公益，我们多会在重阳节探望孤寡老人。这

一天人特别多，平时就少了。”爱心餐厅负责人张华说，
“敬老爱老需要一种社会氛围，有了氛围，每天都像过重
阳节。”

长者爱心餐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两年间，参与长者志愿
服务的志愿者超过 1 万人。重阳节活动当天，阮礼端老人早
早吃完了一碗爱心面，在碗筷放置处主动接过了志愿者的
工作，站在她身旁的是第一次来服务的小学生志愿者。老人
边收拾碗筷，边教导小志愿者如何做好这件事。

“老人们不仅仅是吃饭，而是一种交流，希望他们能感
受到自己的价值。”张华说。

新华社贵阳 10 月 7 日电（记者李黔
渝）由民间爱心人士筹建的贵阳“诚善助
老”免费餐厅，每天有上百名义工为孤寡、
空巢、独居等困难老人提供免费午餐。午
餐提供素餐，包括四菜一汤，不收一分钱、
吃饭管饱但拒绝浪费。5 年多来，餐厅已
经发展到 7 家店，每天供餐近千份，累计为
老人们免费提供午餐超过 109 万份。

食客是“家人”

国庆假期，记者来到“诚善助老”免费餐
厅北京路店。每天 11点，餐厅准时开餐，老
人们依次排队领取碗筷，义工鞠躬双手把碗
筷交到老人手中，老人双手接过轻声道一声
“感恩”后，坐下安静地吃饭。

北京路店平均每天接待 170 名以上客
人，绝大多数是老年人。这个店位于黔灵
山公园对面，一些老人逛完公园就来吃饭，
许多老人还是这里的常客。

76 岁的孤寡老人蒋茂义每次来吃饭
都带着饭盒，免费餐厅只供应中餐，每天吃
完饭，义工都把晚饭准备好让他带回去吃。

记者采访了解到，这 7家免费餐厅每天
现场服务义工有 130至 150人，就餐的 9成
以上是老人，有 7成义工也是老人。义工们
没有工资，完全是无私奉献。义工老人们称
餐厅为“家”，食客被称为“家人”。

“现在来这里工作已是我每天最重要
的事。”72 岁的张黔珍是北京路店店长，她
已经在餐厅做了 5 年多的义工。

爱心助老故事多

水口寺店 63 岁的义工叶秀金手掌因
断掌接肢残疾，她最初是来餐厅吃饭的，吃
了没多久就想着做义工回馈。刚开始是在
门口做迎宾，后来转到厨房帮忙。“天天择
菜切菜，手经常活动，慢慢地，手还比以前
好多了。”叶秀金说。

71岁的陈光秋在国际城店做了 3年义
工，在她老伴患病住院期间，一起工作的义工
们成了她的精神支柱，大家自发凑集资金、送
饭送菜，关心她、鼓励她，帮她渡过难关。

免费餐厅发起人欧筑秋说，免费餐厅已成为许多人“老有
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养”的平台，帮助大家走出失落、抑郁、
焦虑和孤独。欧筑秋介绍，餐厅运转资金主要源于四方面：一
是政府购买社会公益组织服务；二是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参
与和资助；三是免费餐厅各个店发起人的个人捐赠；四是义工
和用餐老人们的捐赠。

每个月，免费餐厅会收到一些企业家和慈善组织捐赠的粮
食和食用油，为餐厅节省了很大一笔开支；还有来自食客的捐赠，
60岁的低保户李安国经常来免费餐厅吃饭，闲时自己捡废纸壳、
矿泉水瓶卖废品，卖的钱全部捐给餐厅。去年过年，李安国把政
府发给他的 60斤米也背过来了。他说，“我一个人在家也不好做
饭，还不如背来，这里天天都有‘四菜一汤’。”

记者近日在各餐厅走访看到，餐厅在管理上也较为规范。
各家餐厅常驻义工每天实行签到制，每日固定来吃饭的老人
们的身份证复印件、残疾证或低保证等都登记在册，进出的每
一笔捐赠、餐厅购买物品情况都有记录。

贵州志愿者学习基地

据餐厅提供的数据，从 2014 年 5 月至今年 9 月底，餐厅为
老人们免费提供午餐超过 109万份；为高龄、孤残、智障、失能和
半失能老人免费上门送餐 1 . 33 万余人次；帮扶孤残、特困家庭
196家，与政府部门和社区联合举办 88场敬老助老公益活动。

餐厅开办 5 年多来，获得了全国老龄办、贵州省文明办、
贵阳市民政局等颁发的荣誉奖牌等。随着免费餐厅的“孝道、
感恩、奉献”理念深入人心，餐厅已成为贵州省志愿者学习基
地，义工服务累计超过 19 万人次。

今年 7 月，贵州某装饰公司负责人吴侨带着 21 名员工到
免费餐厅北京路店，送来 300 斤大米和 150 斤菜油，将米和油
放进仓库后，志愿者们开始择菜、切菜，清理餐厅、厨房等，一直
忙到老人们吃完饭。9 月，贵阳某眼科医院数十名医生及医护
人员到免费餐厅国际城店，为 40 多名老人提供义诊服务。

餐厅也吸纳了一些年轻人。30 岁的乌当店店长张馨学的
是财会，在店里服务快两年，她早上专心工作，下午帮助做账。

张馨说，自己由奶奶一手带大，在有能力去孝敬奶奶的时
候，她却去世了。有这样的平台，让她把对奶奶的孝敬之心放
在这里。一些年轻人看到她在这里长期服务，周末也来帮忙。
“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一起做公益。”张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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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老兵

过重阳

▲ 10 月 7 日，“抗战老兵”刘玉平（右二）、王友庆（右三）在博物馆内向
“老首长”——时任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照片敬礼。当日是重阳节。山东
省滨州市沾化区益寿德老年公寓开展“陪老兵过重阳”主题敬老活动，组织
入住公寓的抗战老兵及部分老人来到区博物馆参观，重温峥嵘岁月，感受
时代变化。

新华社记者范长国摄

新华社杭州 10 月 7 日电（记者李平）
今年 90 岁的魏长根是浙江省安吉县递铺
街道赵家上村银发食堂的常客，几乎每天
中午他都准时到食堂“打卡”。

“这里的菜很干净也很好吃，跟大家一
起吃吃饭、聊聊天，很热闹！”魏长根笑着
说，重阳节期间，食堂还会加菜、搞活动。

两年前，为让高龄老人及时吃上热乎
乎的饭菜，赵家上村建设了集就餐、医疗、
娱乐等多功能一体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该中心每天为村里 80 岁以上的老人提供
中餐、晚餐，每餐一荤两素一汤，餐费为 5
元，目前用餐人数达到 40 多人。

从简单养老到康养护理转变的永康市
古山镇敬老院，目前居住着 128 名平均年
龄超 80 岁的老人。

古山镇敬老院负责人陈妙灵说，他们
累计投入 200 多万元对古山镇敬老院进行
了升级改造，增添了电视机、棋牌室、公共
淋浴室等设施，聘请 21 名护理人员对老人
进行细心照顾。

“对长期卧病的失能老人，我们每两小
时帮老人翻一次身，并每天给他们擦洗身
子。对生活尚能自理的老人，我们每天带
着他们做健身操，组织他们搞趣味活动。”
古山镇敬老院护理部主任陈素萍说，城里
的医生每周还会到敬老院查房，为每一位
老人把脉问诊。

在古山镇敬老院住了快一年的章宝圭
奶奶说，敬老院平时会组织老人唱歌、玩游
戏，给老寿星过生日；邀请幼儿园小朋友来
表演节目等，在这里养老一点都不冷清和
孤单。

“小区”内楼房鳞次栉比、花草树木错
落有致，健身场所、棋牌书画、医疗康复设
施一应俱全……走进义乌市怡乐新村养老
服务中心，犹如走进一个高档小区。

曾不顾子女反对住进怡乐新村养老服
务中心的张敬老人说，年龄过了 80 岁以
后，买菜、做饭力不从心，疾病也相伴而来，
专门请保姆也划不来。为不想给子女添麻
烦，三年前她和老伴住进了这家专业养老
机构，一年花费虽有 5 万多元，但胜在居住
条件优雅、护理水平专业。

“我现在就想和老伴一直住下去。”张
敬说，她和老伴虽然住在养老院，但子女经
常会来看他们，亲情依然是老年人最需要
的温情和关怀。

据了解，近年来，浙江省通过建立居家
养老为基础、社区（乡镇）养老为依托、专业
化（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
1120 多万名老人初步得到了“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的养老服务。

“未来，我们还将加大投入，积极推进
机构养老与居家养老的融合发展，加快智
慧养老和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不断提升
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浙江省民政厅
养老服务处处长陈建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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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10 月 7 日电（记者黄安琪）在国庆长假期
间，记者走进上海市闵行区新虹街道的“记忆家”。八位中轻
度认知障碍老人正在进行康体运动：社工通过拉伸带，带领
老人们进行着伸展运动。之后，社工拿起彩色纽扣与画笔，
请老人和家属一起完成“欢度国庆，喜迎重阳”的条幅制作。

“这项活动将色彩辨识和手部精细动作训练相结合，刺
激认知障碍老人的感知力。”新虹街道社区服务办主任王云
舟说，针对老年认知障碍，目前还没有药物可以逆转，唯一
能做的只有通过专业的护理减缓病情的加剧。

84 岁的张梅春多次脑梗，左手失去知觉，且听力欠佳，
记忆力减退。家人将他送到了“新虹记忆家——社区认知障
碍家庭支持中心”，为其申请了一对一个案干预服务。

上海是我国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之一。据估算，上
海认知障碍老年人约 20 万人。9 月，上海 28 个街镇被列
为“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首批试点单位。各试点单位正

结合各自社区特点及老年人群需求，开展老年认知障碍全
过程服务。

“我们正积极构建认知障碍科普预防、筛查转诊、早期
干预、照料支持的全流程服务模式。”闵行区老龄事业发展
中心主任陆群表示。

“真是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轻松很多。”56 岁的朱
丽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将年近 90 岁的母亲送到“记忆
家”，她表示，“这里建立了专门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服务
的日托所，有这样需求的老人不少。因为是轻度的认知障
碍，也没有必要送到养老院，这里路程近而且环境好，更重
要的是工作人员很专业，还会对我们家属进行专业化培
训。”

据悉，加强老年认知障碍照护服务已被列入《上海市深
化养老服务实施方案（2019-2022 年）》。其中，老年认知障
碍友好社区建设是该项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社区日托”帮助认知障碍老人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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