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爹爹喜欢看家里的老照片， 他说
自己以前当兵时帅多了，现在人老了，不
上镜了。

2月21日， 爹爹娭毑们仔细看着手
里的“交流表”，今天起他们有了自己的
新组织。

如果你愿意为互助小组的空巢老人
提供长期义工服务，或者想要为老人“开
活动室”、“建社区食堂” 的心愿出一份
力，可拨打本报热线电话96258或上新浪
微博@三湘都市周末。

三湘都市报公众服务热线：96258�（新闻 报料 发行 投诉 广告 服务 互动） 本报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一段 52号 邮编：410008

两会开启新政
放飞中国梦想

志愿、慰问活动消除不了孤独感，
空巢老人抱团取暖

其实，怡景民居“康乃馨互助
小组”并不是树木岭社区的第一个
空巢老人互助小组。 去年11月，树
木岭社区就开始在新华园小区试
点，成立了长沙首个空巢老人互助
小组，探索社区养老的新模式。

树木岭社区书记翟勇是互助模
式的策划人和组织者。去年，他听说
社区里一个空巢老人去世好几天后
才被发现， 这促使他思考空巢老人
的养老问题：目前，对于无法自我照
顾的空巢老人， 社区主要有两种照
顾方式，一种是政府居家养老，由政
府为老人的养老费买单； 一种是空
巢老人自己承担养老费用， 社区义
工为他们免费服务， 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提高空巢老人的生活质量？

树木岭社区是一个有3万人口
的大社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
5000多名， 空巢老人达200多户。
政府居家养老人数有限，整个社区
只有4人享受得到， 而义工服务在
时数上有限，尤其是不能很好地满

足空巢老人精神上的需求。爱动脑
筋的 翟 勇 想 到 了 一 种 新 的 模
式———老人互助。“社区空巢老人
住得近，能够及时掌握彼此的生活
困难，完全可以抱团取暖。”

2012年6月起， 翟勇开始在社
区里发调查问卷， 征集空巢老人建
立互助小组的意愿。 得到绝对支持
后， 11月8日，首个互助小组在新华
园成立。“首选新华园， 是因为这个
小区经济条件比较好、居民的文化素
质较高，有利于互助工作的开展。”

小组成员互相帮助，社区是“帮帮
团”坚强后盾

首个互助小组由8户居民11个
老人组成， 年龄大多在80岁以上，
由年纪最轻的张娭毑担任组长。

今年70岁的张娭毑是学医出
身的， 以前长期在单位从事党务和
工会工作， 对这次互助小组的成立
极为热心，走访、收集信息、建立档
案，没多久就把组员的家庭情况、身
体状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张娭毑说：
“我们经常互相打打电话、 串串门

子、聊聊家常、问问身体情况，私下
里都把互助小组叫做‘帮帮团’。”

“你们互相帮助， 我们帮助你
们。”翟勇告诉张娭毑，互助小组并
不单纯只是老人之间的互助，社区
是其坚强的后盾。1月初，长沙迎来
持续多天的雨雪天气。想到老人家
里的菜应该已经吃完了，天冷路滑
又不方便出去买，1月9日， 翟勇起
了个大早，到市场按一户人家一个
星期的分量买了8大袋菜， 分送到
各个老人家里。

来到蒋爹爹家时， 二老正在为
吃饭的事发愁。一个是菜吃完了，一
个是天然气断了。原来，最近小区天
然气表换代， 天然气公司发现蒋爹
爹家已经欠费一千元， 要求蒋爹爹
先交费，否则不送气。但是，交费得
去时代阳光大道，离小区很远，这对
83岁的老人来说实在是不安全。蒋
爹爹多次打电话让天然气公司先垫
付，以后补交，也不见人来。无奈，二
老只得用电饭煲煮了好几天的萝卜
白菜吃。见到社区书记送菜来，蒋爹
爹的老伴唐娭毑红了眼眶，“真的是
雪中送菜啊，太感谢了。”

互助养老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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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有空巢老人47万，2030年
全国空巢老人或将超两亿

长沙市老龄委2011年提供的数据显
示， 长沙60岁以上老年人近104万人，其
中47万为空巢老人。据民政部统计，中国
目前1.69亿60岁以上老年人中，40%过着
子女不在身边或没有子女的“空巢”生
活。预计到2030年，老龄人口将近3亿，而
空巢老人家庭比例或将达到90%， 这意
味着届时将有超过两亿的空巢老人。缺
少精神慰藉将成为困扰中国空巢老人
的主要问题之一。

“快乐湾义工团”
照顾空巢老人12年

在长沙中南院社区有着一群热心助
人的义工，他们组成“快乐湾义工团”，调
解各类邻里纠纷近百件， 坚持12年上门
照顾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 坚持自学中
医知识，帮助有需要的社区居民。

美国太阳城
退休老人集中养老

太阳城，美国著名的退休养老社区，
因每年有超过300天的日照时间而得名。
在太阳城里居住的城民必须是55岁以上
的老人，目前，太阳城社区共有居民3.85
万人，平均年龄72.4岁。太阳城的休闲运
动场所、医疗保健设施齐全，有超过120
个俱乐部，居民通过广场舞、陶艺、轮滑、
上网、拉拉队、板球以及瑜伽等集体活动
保持身心活跃。

“有稳定的经费支持才能产生良
性循环的互助模式”

新华园“康乃馨互助小组”成立
的消息在社区传开之后， 翟勇收到
不少小区业主建立互助小组的请
求。于是，经过调查，翟勇决定在怡
景民居推广，成立第二个互助小组。

互助形式大受欢迎， 高兴之
余，翟勇开始犯难了：如果仅仅让
老人互助，对小组放任自流，这种
互助尝试是没有意义的。要良性发
展，社区必须作后部支撑，出谋划
策、解决实际困难。那么，经费从何
而来？

互助小组成立后， 树木岭社区
发动多方资源， 为老人们组织了多
次活动。1月31日， 社区公益协会组
织万婴福乐幼儿园的小朋友给空巢
老人拜年、表演节目，翟勇还别出心
裁地想到了让小朋友给老人送红
包， 接到小朋友红包的张娭毑乐不
可支：“以前都是我们给小孩压岁
钱，第一次遇到孩子给我压岁钱，钱
虽然不多，但是很开心，很有意思。”
除夕那天， 社区还邀请子女没回家
的空巢老人一起吃团圆饭， 并有公

益团队、社区学生献上京剧、歌舞等
表演，陪老人们开心过年。

目前，社区并没有为空巢老人
互助小组设置专用款项，这些活动
支出都是由树木岭社区“蒲公英青
少年基金”垫付的，这个完全由社
区中小学生组织和管理的“压岁钱
基金会” 能够奉献的资金非常有
限。“没有专款专用，活动就不能持
续，互助模式就不能良性循环。”

为此，树木岭社区正积极与长
沙红十字会讨论合作项目，以争取
一定资金。另外，他们还将向长沙
市民政局申请一个空巢老人互助
的公益项目，希望政府能有一定的
经费补贴。

“我们不缺爱心资源， 缺平台，要
先把服务团队建立起来”

在互助实践中，翟勇还发现了
另外一个问题，老人互助可以帮点
生活小忙、给彼此心理温暖，但不
能解决很多生活实际问题，比如家
电维修、重物搬运等。不久前，第一
小组组长张娭毑在看望组员张爹
爹时， 发现他家的水龙头坏了，漏

水严重，但两人都不会修，束手无
策，叫外面的维修人员，又怕上当
受骗。

翟勇意识到， 要弥补这个缺
陷， 需要社区为他们整合资源，发
展和提供志愿者。问题是社区目前
的固定社工只有3人， 其中杨罗英
还是一名残疾人。

了解到互助小组对志愿者的需
求， 记者为其联系了长沙仁乐义工
的负责人王清。2月21日， 王清参加
了怡景民居空巢老人互助小组的成
立会，并表示，他们将为互助小组就
近发展志愿者，为老人服务。

有了志愿者， 翟勇开始思考如
何更好地满足老人的需求， 他认为
完全依靠民间志愿者是没有办法把
互助小组很好地建立和推广起来
的，“现在我们不缺爱心资源， 但缺
平台，要先把服务团队建立起来，形
成真正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志愿团
队。”他的计划是，向民政局申请成
立空巢老人互助协会， 发展固定志
愿者， 构建起稳定的社区服务平台
后，再考虑互助小组的扩容和推广。

如何促进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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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杂志，看《新闻联播》、《海峡两
岸》，十点半睡觉。“我不缺钱，就缺
精神上的东西，没人说说话。”虽然
李老强调他不缺钱，今年过年一家
人一起吃饭的钱也是他付的，但他
其实很节俭，舍不得请保姆，“我在
报纸上看了，现在保姆要两三千块
钱一个月呢， 还要包吃包住。”其
实，李老的女儿就住在隔壁。每天
晚上六点左右， 女儿回来都会打
开父亲家的门， 问一问父亲的情
况，李老通常的回答是：这一天是
过去了。“前后不到五分钟。”李老
情绪有些低落。 但女儿有自己的
工作、家事要忙，他很理解。李老
的外孙在澳大利亚读大学， 放假
回来了，就在隔壁，也很少过来聊
天，“现在的年轻人就知道整天抱

着电脑，跟老人没什么话可说。”

连续两年女儿没有回家过年，
“老了最害怕生病和孤独”

第二户拜访的是70岁的吴爹
爹，他的老伴去世快20年了。从长
沙锅炉厂退休后，他还一直在外面
做技术活，一直到2010年才正式停
止工作。闲下来之后，吴爹爹大部
分时间都待在家里，他喜欢看《鲁
豫有约》、《冷暖人生》这样的节目。

吴爹爹有两个女儿，都在深圳
工作。今年过年，吴爹爹又没有把
女儿盼回来，除夕他去姐姐家吃了
一顿团圆饭。吴爹爹记得他们一家
人在一起过年还是前年他去了深
圳。“大女儿有四年没回来了，一两

个月没有一个电话。” 虽然电话里
从不多聊，吴爹爹猜测，大女儿可
能是工作上不太顺利。“小女儿以
前一年回来一两次，现在孩子要上
幼儿园了，就难得回来了。”

“老了最害怕的就是生病和孤
独。”吴爹爹有急性肠炎和低血糖，
去年2月的一天， 他晕倒在厕所里
半个小时起不来，最后自己爬出来
的。尽管生活中会遇到这种紧急情
况，但吴爹爹不愿意去深圳，因为
那边人生地不熟，跟女儿相处也容
易有矛盾，“现在跟子女很难相处，
性格、习惯都有很大不同，老人比较
固执，子女又不能理解。”

吴爹爹对空巢老人互助小组
充满期待， 他说：“这种形式很好，
跟同龄人聊天，贴心、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