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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表情

□陈炜

公园草地上，一老一小，温馨的一幕。

老的已白发苍苍，小的还是黄口“小哥

儿”。长者是人，少者是鸟。温馨中，有些许凄

凉；和谐中，有一丝苦涩。

这样的场景，在清晨的公园，在暮色的河

畔，在老街的门脸边，在道旁的林荫里，不难见

到；在摄影家周满堂《走进老人世界》的书里，

比比皆是。提笼者，定是老人，他们甩动着蒙

着蓝布的笼子，锻炼自己，也锻炼着笼中的鸟

儿。那些鸟儿，或八哥，或鹩哥，或芙蓉，或百

灵，各色不等，各有千秋，鸣叫起来，婉转清丽，

如花旦甩起的水袖延绵流畅；说起话来，巧舌

如簧，像儿孙绕膝时的讨巧嗔怪，虽有点闹人

却是那么的受用。它们，是他们的朗读者，也

是交谈者；他们，是它们的呵护者，更是聆听

者。它们是宠物，更是陪伴者。

眼花了，耳背了，腰硬了，腿脚不灵便了

——上岁数了，也下岗了，退休了，孤单了。身

边的人越来越少，儿孙们越来越忙，家里的电

话很久不振铃了，家里的大门很久没叩响了，

能说话的人，可能也走了。那就养个宠物吧！

总比一个人强，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去哪

儿你就去哪儿！

在广大的农村，寂静是村庄的主题，老少

是留守的主力，常见的场景，是冬天靠在山墙根

儿晒暖打盹，夏天在大树下乘凉枯坐的老人。

年轻人都去了城市，打工，挣钱，讨生活，一年到

头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一趟，有的可能就再也不

回来了，有了钱，买了房，变成城里人了。

在繁华的城市，喧嚣是时空的主旋律，忙

碌和快节奏成为常态，那里是年轻人的天地。

但喧嚣的背后，还有一个默默的群体。他们是

老人，被年轻人称为“大爷”“大妈”的一群。虽

然他们手里收音机的音量会开大到极致，她们

貌似铿锵的舞步会震动到整个街区，他们在公

园里的胡琴和歌声此起彼伏，但不得不承认，他

们弄出的动静很快就会被喧闹掩盖、吞没。

某天醒来，我们突然发现，身边的白发人

突然多起来了，公交车上不断传来“老人卡”的

表白，饭馆里的服务员由小姑娘换成了中年妇

女，曾经“廉价”的小保姆现在几千元也不好寻

了……这时候，我们方才意识到，老龄化社会

来了。

依照国际标准，一个国家 60 岁以上的老

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 10%，或者 65周岁以上的

老年人达到总人口的 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

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资料显示，我国早在

17 年前的 2000 年已悄然步入老龄化社会。去

年，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过全国总

人口的 16.1%，已进入老龄化的快速发展阶

段。据联合国统计，到 2050年，中国 80岁以上

的老龄人口将达到一亿人，占世界的五分之

一。

前些年那些在城市的饭馆、理发店、建筑

工地上打拼的年轻人，已经不再年轻。我们依

靠低成本劳动力来获取利润的时代正渐行渐

远，国家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在

逐步减弱，中国人口老龄化已经从抽象概念变

为横亘在眼前的一道现实难题。有一天，你会

发现，你买到的某个国际品牌衣服的标牌上，

已经不见“MADE IN CHINA”，其生产商已

经是亚洲某个人口密集的国度。

一对年轻人需要赡养四个老人，这个多年

前被反复提及的沉重的话题正变成现实。养

老服务，正变成当前社会的朝阳产业。农村留

守老人、城市空巢老人、失独老人、失能失职老

人……一个个定语冠于老人的头上，他们已经

不堪重负了，“载不动，许多愁”。

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已经引起国家的高度

重视。去年 5月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

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和对策举行第三十二次集

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说，“满足数量庞大的老

年群众多方面需求、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

的社会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

祉，需要我们下大气力来应对。”

老人最需要的，其实不是金钱和物质，而

是陪伴。在他们的腰身逐渐失去挺拔，心灵逐

渐失去水分的时候，陪伴才是最好的抚慰。

电视上，一位孤独在家的老人在向闺女

“说谎”：“你妈没在啊，她出去跳舞去了……

没有事儿的，你放心吧……”年迈的父亲在电

话中隐瞒了老伴生病住院，自己独自一人照顾

的事情……为了不连累你，他把所有问题都自

己扛！

公益广告中，儿子带老年痴呆的父亲去

吃饭，父亲突然把盘子里最后一个水饺放进

口袋，“我要带回去给我儿子吃，他最爱吃水

饺了！”他忘记了整个世界 ，却一刻不曾忘

记你！

春节联欢晚会上传来歌声：找点空闲，找

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老人不图儿

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

团圆圆，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一遍遍地强

调，一遍遍地呼唤。强调，是因为缺少和稀罕；

呼唤，是为了承诺和兑现。

我曾认识一个老人和老人的一只鸟。那

位老人每周的双休日都会出现在郑州大石桥

下的一个鸟市上，摆摊，卖自己种的亚腰葫芦，

也卖自己繁育的小鸡娃和芙蓉鸟。让我惊奇

的是，替他拉车的，是一只沉默而忠诚的黄狗，

就卧在他的脚边。他那只黑色的鹩哥，站在他

的三轮车上，不厌其烦地唱着一个熟悉的旋

律：“米搜拉米搜，拉搜米都来。”我知道，那是

《打靶归来》的旋律，也曾是一个时代的背景音

乐。

那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我不知道那鸟

市是不是还存在，我大概能判断，那老人和他

的那只鸟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我偶尔会想起

那旋律，也会想到老人和他的鸟、他的狗。

前几天，收藏家马未都在一个谈话节目中

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老人，要看他是否能自

由地离开地面——双脚起跳，成功离地。如果

能做到这一点，就说明，他还不老。

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的脚下不自觉地紧张

了一下，在心里虚拟地起跳了。我想，在悄悄

测试的人，肯定不止我一个。唉，又是几家欢

乐几家愁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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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保安我骄傲

姑娘是个“大管家”

陪 伴

□翟传海

“老范又得奖了！”捧着“河南省优秀保安
员”的荣誉证书归来，南阳市农业银行的保安
员范聚敏再次受到“围观”。

今年53岁的老范，下过乡、当过兵，也下
过岗。2007年成为保安公司保安员后，一直
为南阳农行机关服务。一晃十年，人们叫他

“老范”，也称他“好人老范”。
老范好在哪里？
——无偿献血。早在 2003 年“非典”期

间，他得知血站供血紧张后，第一次走上采血
车。随后的 14年时间里，他义务献血 120多
次，填满了35本献血证书。有一年大年初六，
他休班一天，把亲朋好友叫到家里准备小聚
时，血站打来电话说有个10多岁的孩子患败
血症急需血小板，他菜也不做了，打摩的赶到
血站采了一个半小时血小板回到家时，人全走

了；2013年12月26日下午，他正献血时，接到
母亲病危的电话，心急如焚，却又被告知不能
提前拔针……拔下针头他顾不上按针眼赶回
家时，鲜血把衣服染红了，却还是没能和母亲
见最后一面。

——拾金不昧。一天傍晚，一名男子在
自动取款机上取完钱坐上车就走，来时带的
包却落在一旁。巡逻的老范发现那个包后，
一拎很沉，以为是书，拿回值班室用手仔细一
摸，居然全是钱。1个小时后，丢包的男子匆
匆返回，脸煞白、一头汗。当他把包还给那男
子时，男子扑通跪下，一把将包揽入怀中，“这
15万的货款就是我的命啊。”男子不由分说
拽出一把钱硬往老范手里塞，但老范死活不
收。一个月后，男子从新疆提货回来，拿着锦
旗到银行表示感谢，保安公司和农行才知道
了这件事。

15 万元，对于每月只有 1000 多元工资

的老范来说，起码要挣 10 年。但老范手拍
心口说：“别看咱是个看门的小保安，也很骄
傲！”

——爱管闲事。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老范
还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在他看来，当保安不能
只管看大门。今年1月的一天，他正在门卫值
班，突然听到有人喊：“餐厅着火了！”他推开窗
户就翻进了餐厅……

指导单位大院车辆停放，阻止无关人员进
入，帮助他人保管、搬拿物品，维持公交秩序以
及其劝止酒驾等等，大小“闲事儿”，几乎没有
老范不管的。

老范先后被省公安厅、省总工会、团省委
授予过“河南省第一届优秀保安员”“河南省杰
出青年卫士”“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还连续6年被卫生部、红十字总会、解放军总
后勤部评为“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金奖”。而且
早在2013年，他就登上了“中国好人榜”。8

如果有人问路，你清楚地指给他；如果有人过马路困难，你

扶着他安全通过；如果有人需要心灵安慰，你不遗余力地陪伴

安抚……做这些“小事”，都是在传递正能量——

别看王亚茹只有 23 岁，却是漯河市
滨河路免费“爱心粥屋”的“大管家”。她
管理着粥屋的善款善物，是个做了 5个年
头的志愿者。

王亚茹18岁时，她的父亲因病骤然离
世。这一年，王亚茹面临高考，却精神恍
惚。假期偶然一次机会，母亲带着她跟随
粥屋负责人龚平一起下乡看望孤寡老人。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到煤油
灯。”城市生长的王亚茹在偏僻山区被贫困
家庭的境况惊呆了。临走，有位孤寡老人亲
热地拉着她不让走，说是看见她就像看见了
自己病故的孙女……老人的这番话，深深触
动了王亚茹。回来的路上，她和几个同样在
城市娇生惯养的同龄人哭成一团。

大学录取通知书，把王亚茹从漯河带
到了郑州。“在学校做的事儿就不说了，反
正那三年只要我假期回漯河，每周都会随
志愿者一起参加公益活动的。”

到养老院当义工，到山区看望贫困
户，在街头摆免费茶水摊……接触到需要

帮助的人越多，王亚茹的心情就越复杂。
她有过烦恼：自己的能力太小，不能帮助
更多的人；有过困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
帮助更多人？更有着这样的理解：每个人
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如果人人都愿意尽自
己一份力量，这力量就会无比强大。

2015年夏，毕业回到漯河的王亚茹，
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忙于找工作，而是
在滨河路这家“爱心粥屋”当起了志愿者。

这家爱心粥屋，几年前就开始向困难
群众、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他们的
收入来源，来自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捐
赠；打理粥屋的全是志愿者。在这里，负
责做饭、采买的志愿者，需要每天早晨三
四点钟风雨无阻地赶来。而担任粥屋微
信财务管理员的王亚茹，则必须在早晨 6
点前赶到。

“大家都叫我‘大管家’。”王亚茹说，
她每天的主要工作是把粥屋的饭菜情况、
就餐人数等写在黑板上并在微信群里公
布出来。“善款来之不易，更要仔细着花。”

粥屋每天必须公布的，还有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所捐的善款善物以及各项费用
的开支情况。

“说起这些善款善物，有很多时候我
被感动得直想流泪。”王亚茹说，在为粥屋
捐助的人中，有一位阿姨和一位老人，每
月前几天准会按时送来一笔钱，有一次阿
姨可能是出差了，晚几天送来时，一个劲
儿给她赔不是，“妞，实在不意思，我送来
晚了”；有一位每天早上都来粥屋吃饭的
拾荒者，每月都会把卖废品的钱交给她一
些，她若不收，还会瞪着眼跟她急，“咋了，
嫌我手脏还是嫌我手里的钱脏”；还有一
些长期在这里吃饭的环卫工，隔三岔五带
来一些新鲜蔬菜或自己腌制的咸菜……

一两个菜，一碗汤，两三个馒头，每天
早晨经常七八十人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

其乐融融。
“尽管我们曾经都是陌生人，但我们

粥屋更像一个大家庭，充满着爱意，充满
着善良。”在王亚茹的手机里，建有三个微
信群，它们有着统一的名字：每日一善。

建群的初衷，王亚茹是希望亲戚朋友
每人每天都能为粥屋捐出一元钱。“每天
一块钱，对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又能算得
了什么呢？”王亚茹说，如今她的三个微信
群人数都已超过 300人，“每月仅微信红
包，我就能收到好几千块。”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是认可公益
的，也很想加入志愿者队伍。就像我这几
个微信群，有一大半儿是年轻人。我们有
一个共同信念：只要我们一起坚持，一起
努力，正能量肯定能传递给身边每一个
人。”王亚茹说。

有一天，王亚茹和几个闺蜜正在街道
上走着，忽然有个流浪汉迎面冲她招呼：

“闺女，出来玩啊？”王亚茹亲亲热热回应
着，几个闺蜜却当场惊呆了。王亚茹笑着
解释说：“这有什么，在我们粥屋吃饭的人
差不多都这么叫我呢！”

有一次，粥屋里有个环卫工和一个流
浪汉不知怎的产生了矛盾，吵得挺凶，可
当他看见王亚茹被吓得战战兢兢端着碗
饭站在他身侧时，忙冲那流浪汉说：“算
了，我跟你说声对不起，不跟你吵了，再吵
都该吓坏俺闺女了！”

“闺女”的贴心还表现在这里：每天来
粥屋吃饭的人中有几个流浪者，经常的，
王亚茹会端出温水招呼他们洗手洗脸甚
至帮他们洗头；捐来了衣物，也会让他们
先捡自己喜欢的挑几件，“干干净净的多
好啊！”王亚茹这样细声细语的话，他们爱
听，也真心听——有的老年人主动承担起
了粥屋打扫卫生、刷锅洗碗摆桌凳的活
儿，有的年轻人还在王亚茹的鼓励下转变
了身份，当起了“打工者”。王亚茹曾经介
绍一个 30多岁的流浪汉给一家馍店干起
了送馍的活儿……

“现在的爱心人士太多了，光我们粥
屋每月至少能收到十几麻袋衣物、食品等
爱心物品。”

给这些爱心物品找出路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经常，王亚茹会在忙完粥屋
的事情后，请朋友开车带着她到附近的乡
村去打探贫困家庭的情况，再根据实际情
况“配给”他们一些善款善物。

“爱心，也是会感染的。”王亚茹说，去
年底项城市一个 30多岁的银行职员来漯
河办事时，无意中走进了他们的粥屋。了
解到粥屋的情况后，他被感动了，说是想在
项城也开一家这样的粥屋。半个月后，他
发动当地志愿者准备好了房子、桌椅，再次
来到漯河，把王亚茹在粥屋当义务炊事员
的母亲请去当他们的“技术指导”，“从春节
到现在，我母亲还没回来过一次。”

正在复习准备考研的王亚茹，也学会
了做饭和自己照顾自己。她说：“我很庆
幸自己在最美好的年龄能为他人做一些
事情。我觉得每一天都是美好的！”

考研之后，王亚茹还有一个约定：去周
口帮志愿者协会开一家“爱心粥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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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朱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