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午读报、打太极、唱卡拉
OK，中午到饭堂用餐，餐后各自
回家午休，下午康复理疗、下棋、
聊天，晚上回家吃晚饭与家人共
享天伦———这是广东省珠海市
翠香街道香柠花园南区“邻里互
助社”老人们一天的生活。

记者来到香柠花园南区时
恰逢中午，“邻里互助社”的 3 位
义工正在将准备好的午餐———
土豆炖肉、咸蛋、白灼菜心、海带
黄豆炖排骨一一端上桌，等待着
20 多位日托老人前来用餐。

来自社区的 6 位退休义工
不计报酬每天轮流用她们的爱
心精心照料 20 多位老人的用
餐，每天一早的采购、备料、烹调
到最后的照料老人用餐无不体
现她们的爱心、热心、耐心、恒心
和细心。 6 位退休义工年纪最大
的已 68 岁，最小也 60 岁。

其中一名义工说：“今天我
为大家服务，相信有一天也有人
为我服务。 ”

养老日托送到家门口

“一个小区的幸福指数高不
高，就要看这个小区的老人过得
好不好。 ”香柠花园南区一位负
责人说，“社区在册人口总户数
3682 户，其中 60 岁至 80 岁的老
人有 1648 位， 占总居住人口的
10.3%。 ”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香柠花
园南区属于老社区， 社区老人
多， 加上小区脏乱差情况突出，
因此引发的居民与物业管理公
司和居委会之间的矛盾此起彼
伏。 在此之前，如何解决这个社
区的综合问题，帮助社区内老人
安度晚年，一直是市里头疼的问
题。

两年前，针对老人不愿去机
构和社区养老这一现象，香柠花
园南区引进港澳经验，在社区成
立了“邻里互助社”，让社区老人
不出小区也可以享受日托服务，
并且成为了珠海市首个展开互
助养老的社区。

据邻里互助社社长韩晓勐
介绍，“邻里互助社”主要由香港
浸会大学珠海校区学生社工、香
港社会组织的优势资源开展合
作， 在社区开展居家养老日托、
卫生、 康复等多项贴心服务，成
为社区居民一个温暖的家。 目
前，社区已建立了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康复中心、生活服务中心、
文化活动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工作坊等“六位一体”的服务
平台，使居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
到周到的生活服务。

居家养老社区受欢迎

“邻里互助社”自成立以来，

社工们以爱心、热心、耐心、恒心
和细心获得社区长者的一致好
评。

今年 62 岁的梁伯最爱唱卡
拉 OK，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
“邻里互助社”唱红歌，旁边几位
阿姨则一边听歌一边在健身器
上运动。“等一会儿就去隔壁饭
堂吃午饭，两荤一素一汤才 5 元
钱。 ”梁伯放下话筒乐呵呵地告
诉记者。

除了提供午餐和基本的娱
乐、健身器材，这里还有先进的
温热理疗床、专治呼吸疾病的离
子治疗仪、国外机构送来的康复
器械，“邻里互助社”担负起了许
多专业康复机构才能完成的任
务。 此外，“邻里互助社”还承担
了上门养老的服务模式。

据韩晓勐介绍，“邻里互助
社”的创立“既学习了香港的模
式， 又考虑了珠海本土的特殊
性”。在香港，通常是由专业护工
提供上门服务，而这里是由专业
人员和义工人员一起提供上门
服务。 韩晓勐解释说，专业的医
护人员和社工负责给老人提供
医护服务，而义工则给老人提供
家政服务。

韩晓勐说，如果这种模式在
这里试水成功，下一步将往其他
社区推广。 让他感到开心的是，
目前社区已经有十几位老人来
报名，要求中心提供有偿的上门
服务。

据统计， 小区内 70 岁和 80
岁以上的老人分别为 338 人和
109 人，此外还有 145 名残疾人。
而“邻里互助社”的服务则分为
无偿、低偿和有偿三类。其中，特
困低保、 三无老人可享无偿服
务；低偿和有偿服务的收费标准
分别为每天 6 元、12 元。 韩晓勐
称，共有 30 多位 70 岁以上的老
人符合享受免费服务的条件。

从“闲人”到社区“义工”

韩晓勐原是一家国企的副

总经理，2005 年企业解体后赋闲
在家达三年之久，期间除了练习
书法外无所事事。经一名义工朋
友介绍，“闲人”老韩爽快地答应
也到社区当义工的建议。

自称“做义工会上瘾”的老
韩，在上级的支持下成功创办了
这个“邻里互助社”，广东省委书
记汪洋同志肯定的居家养老模
式。

2010 年 9 月 15 日，“邻里互
助社”宣布成立，并让韩晓勐担
任首任社长。 在两个月的时间
里，老韩发动 580 多人把社区老
人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在此
基础上开始借鉴香港经验推出
居家养老服务，同时把香柠花园
南区原有的居民活动中心建设
成为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在他的带动下，除了小区内
的退休居民自愿在“邻里互助
社”承担义工工作，还吸引到周
边其他小区的志愿者每天不辞
辛劳地前来帮忙。

“说实话， 做义工是会上瘾
的。 ”韩晓勐说，等他到退休年龄
之后还会继续当义工，在社区开
个书院免费培养小孩练书法。

邻里互助社：
珠海市邻里互助社成立于

2010年 9月 15日，主要从事为社
区居民提供居家养老、残疾人康
复、公共医疗、文化教育、贴心生
活等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

邻里互助社成立后，在香柠
花园南区作为试点开展居家养
老服务工作 ， 服务对象分为无
偿 、低偿和有偿三类 ，为老人提
供医疗、讲座、心理保健咨询、兴
趣小组活动 、午餐 、生日会和大
型社区活动等服务。

居家养老服务的项目有日
托照料、护理陪伴、代购代买、配
餐送餐、医疗服务、家政服务、临
终关怀 、法律服务 、文体服务和
精神心理服务等。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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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故事

邻里互助
托起一片夕阳红

� � 走进西吉县白崖乡库房村
马庭栋的家， 老伴马秀花正在
给孙子洗澡。 孙子今年 8 岁，在
西吉县城边上的一所小学上二
年级， 暑假接回来住了 20 多
天，马上就要开学了，孙子也得
回去了。“他一走，家里又剩我
们俩了。 ”马秀花一边给孙子穿
衣服，一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马庭栋今年 67 岁，马秀花
63 岁，生有三个儿子，大儿子、
二儿子早就分家单过， 前些年
搬家去了县城， 他们跟小儿子
一起生活。 小儿子在北京一家
餐厅打工，常年不在家，儿媳妇
去年带着 5 岁的孩子也跟着去
了北京， 家里就留下了两位老
人和一个孙子。 由于村里的小
学已经没有几个学生， 老人怕
耽误孩子的学习， 孙子刚上一
年级就将他送到了县城， 寄宿
在大儿子家。

和村里的很多老人一样，尽
管年事已高，但他们依旧需要下
田劳作。家里的 8亩地今年种了
7亩玉米、1 亩土豆，再过半个月
就要收获了。 让马庭栋发愁的
是，小儿子夫妻俩忙工作今年还
是回不来，而老伴眼睛患有白内
障，无法下地，所有农活只能靠
自己一个人完成。

“干不动也得干啊，一天一
天慢慢熬呗， 总不能眼看着让
庄稼倒在地里没人管， 家里就
靠这些过日子呢。 ”马庭栋说，
除了地里的收成和每年 2000
多元的退耕还林补助款， 政府
每月还给每人发 55 元的养老
金， 加上儿子们给的一些零花
钱，勉强能够维持生活，但依然

需要精打细算， 平常在吃穿方
面根本舍不得花钱， 买药看病
是主要开销。

老人告诉记者， 常年累月
过度的体力劳作让他俩落下一
身的病痛， 自己患有前列腺炎
和胃病，老伴除了白内障，还有
胃溃疡和腿疼病， 每月光买药
就得四五百元， 这对他们而言
是个不小的负担。

为了补贴家用，老两口利用
房子临街的优势开了一间小卖
铺，里面摆了数量有限的生活用
品和儿童小食品，尽管这是村里
唯一的小卖铺， 但依然生意惨
淡，用马秀花的话说，“最多的时
候能卖十几元钱，有时候甚至一
天卖不出去一分钱的货”。

“原先村里有 30 多户人
家，这两年陆续有搬走的，加上
年轻人都外出打工， 剩下的几
乎都是老人，没人来买东西。 ”
马秀花说。

相比于生活的艰辛， 在老
人看来， 儿孙常年不在身边的
寂寞更让他们难过。“当然想
啊，尤其是身体不舒服时，打电
话时就偷偷掉泪，但没办法，孩
子不出去打工就没法生活，我
们不习惯也得习惯。 ” 马秀花
说， 每年春节儿子从外地回家
那几天，她和老伴特别高兴，平
时有着一身病此时也显得特别
精神，全然不知道累。

当儿子离去时， 她和老伴
总是送了一程又一程， 直到汽
车在山沟里消逝， 才转身慢慢
向家里走，每当这时，她的眼泪
就忍不住直往下流……

（据《宁夏日报》）

“寂寞夕阳”孤独守望

互助养老

农村留守老人

� � 团圆的日子总是过得挺快，转眼间，不少老人又要恢复到节
前的空巢状态，期盼下一次团聚

义工定期到“邻里互助社”为居民检查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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