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这一天，王保卫和几个义工
准备把养老院围墙边上的一小
块荒地整理出来。 他的养老院在
山区农村，离县城远，没有买菜
的地方，老人们以后吃什么成了
大问题。 于是，他们决定自己开
荒种菜。

这几个义工都是城里来的
大学生， 利用周末帮他干点活。
王保卫看着他们烧荒、 翻地、运
石头，心里已经很感动也很知足
了，“做这件事儿没想过会有人
帮忙，也不想求别人”，这是他最
初的想法。

村委会领导王洪波路过，看
见大学生们忙活得热火朝天，日
头正高、 个个早已是汗流浃背，
挖出的废料摞了一个小山，他便
过去问问，“这是干什么呢？ ”

王保卫把想法跟他说了，王
洪波搁下一句“等着我们回去商
量商量吧”便走了，王保卫也没
放在心上，继续开他的荒。

过了一周，王洪波过来通知
他，经过村委会讨论决定，把挨
着养老院的三亩地给他了，已经
和村民商量过了，赔人家点青苗
钱就行。

王保卫心里又惊又喜，“这
年头的土地哪儿还有白送的啊，
村委会直接从村民手中收回来
地白给我们用，种好的庄稼也归
我们了。 ”

从他决定要办一个免费养
老院开始，就渐渐发现事情远没
有想象得那么简单，但同时他也
体会着那句话，“只要你发自内
心的想做一件事，总会有人来帮
你”。

一

父亲去世后，做药材生意的
王保卫也开始思考生活的意义，
“等我们条件都可以的时候，没
法对父亲尽孝道，这是人生最大
的遗憾。 ”王保卫说。 从那时候
起， 他就想自己办个养老院，帮
助一些孤寡老人，也是帮助那些
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的年轻人。

2011 年，河南又接连出现老
人自杀、养老院护工虐待老人的
新闻事件，王保卫觉着事情不能
再拖了，“其他的事儿都不重要，
再等的话不知道有多少老人要
受罪的呢。 ”

于是，他脱掉西服，辞了职，
离开郑州，义无返顾地开始为他
的养老院奔波。

彼时，河南省有很多规模不
大的小学，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出去打工，把孩子也陆陆续续
接走，学校生源越来越少就干脆
合并。 王保卫想，城里租个地方
一年怎么也要十几万，那还不如
发给老人来得实在，所以几经考
察和辗转，新密市米村镇月亮寨
里有个废弃小学，成了王保卫的
落脚点。

38 岁，年近不惑，王保卫却
无比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这个
养老院绝不收老人一分钱，等盖
好之后我就再去工作，挣的钱供
养老人。 ”

整修房屋、 安太阳能装置、
打井建厨房、买床买被褥……为
此，他花了 20 多万元，那是他自
己全部积蓄。 开始时候，还有几

个朋友对他有一些资金上的帮
助，后来因为各自的原因都不再
捐钱了，有人说生意困难，有人
说资金不能周转。

二

王保卫把自己的事儿写在
博客上，慢慢有很多义工都来帮
他干活。

养老院所有的基建工程都
是他们自己动手完成的，刚开始
连个能烧火做饭的地方都没有。
义工们自带电磁炉、挂面，王保
卫再去周围挖点野菜，大家把这
些能吃的东西煮一煮，一天的饭
就齐活了。

“有村民看见了， 觉得我们
实在太苦了，就把自家种的菜送
过来让我们吃，他们都是非常淳

朴善良的人。 ”王保卫说。
村里的留守老人们，也到王

保卫这儿来看看有什么能帮上
忙的，他们年纪大了也干不动体
力活，就开始帮义工们做饭。 开
始时候，做完饭老人们就回家去
了， 后来就干脆住在了学校里，
只要有人来学校干活他们就帮
忙做饭、烧水，这里先后住过的

六个老人，也成了王保卫公益养
老院的第一批“顾客”。

“农村的老人都没有收入，
有的有点低保，有的靠儿女寄钱
回来，也不算多。 ”王保卫想着，
以后养老院里就收容那些因为
条件不允许而不能入住政府养
老院的贫困孤寡老人们，“有子
女的子女来签字，没有子女的村
委会签字也行，而且是生活贫困
的，有固定收入的不行。 ”他说。

先期的时候， 他准备收十
几、二十人就不再收了，算是试
运行， 看看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而且先期我们不能收生活不能
自理的，因为我还真的没有照顾
老人的经验，万一护理不好或者
出了什么事儿，这反倒是做了坏
事。 ”

今年年初，养老院一点点建

了起来，俨然有模有样，镇政府
还免掉了他使用废弃小学的租
金。 王保卫给自己的养老院取名

“善缘”，寓意因善结缘，传播纯
净的爱。

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如果 6 月 26 日那天， 他们

不办个公益养老院落成仪式的
话，可能现在养老院里，早已是

另一番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

三

“但是总有一天得办证啊，
这是国家规定。 ”王保卫叹了口
气，当初想得太简单了，以为自
己出钱不麻烦别人，就能办个养
老院，还是给国家做贡献。

落成仪式后，有当地民政局
的领导来考察王保卫的养老院，
对于他的做法表示支持和感谢，
但是却发现，他没有任何养老院
运营的证件。

于是，王保卫不得不停止刚
刚正式开业一天的养老院，把已
经入住的四位老人劝回家，告诉
他们，过几天就能回来了。

接着，他开始专心办证。“没
想到这么麻烦。 ”他说。

尽管王保卫的事情经过媒
体报道后被很多人知晓，不少领
导都来参观了他的养老院，各个
部门也在尽力开绿灯，可是他依
然要每天来来回回往返于多地
之间、一点点补齐各种手续。

跑了两个多月了，已经比正
常快很多了。 可是最后一道手
续，把王保卫难住了。

“最后一项是验资，我的资金
都投入到养老院了， 现在没有钱
了。 ” 王保卫对工作人员如实解
释。工作人员也很犯难，这是一个
必要程序。 于是， 他们特许王保
卫，只要有五万元的存款就给批。

就算是五万元，对于现在的
他来说，也是足以压倒骆驼的最
后一根稻草。

“义工群里有好多朋友，我
都还没有跟他们说这件事儿，我
不想让他们再往里搭钱，还是自
己想办法。 ” 他还自己打趣说，
“终于意识到，好需要钱啊。 ”

尽管如此，他也希望以后的

爱心企业和人士不要把钱直接
给养老院、 不要给他王保卫。

“我们以后肯定是要招收正式
的专业护工， 如果有爱心企业
愿意出钱， 就把护工收作自己
企业的员工吧，给护工开工资。
好心人可以给老人买保险，或
定向资助认养老人。 总之，不要
把钱给我。 ”

他在自己的博客上这样写
道：男人的胸怀是被困难和委屈
撑大的，困难压不倒人，无论办
到什么样，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四

现在，养老院外的三亩地里
早已是硕果累累，豆角、黄瓜、番
茄、小葱都能吃了，义工们周末
要组织起来去帮忙收玉米。

这两天，王保卫的妈妈又种
了白菜和红萝卜，67 岁的她，说
自己是养老院里的“老义工”。 每
天一大早就去地里忙活，王保卫
怕母亲累着，可是她却觉得自己
身体比以前硬朗许多。

“明天再去收点以前别人欠
自己的尾款， 然后再继续跑手
续。 民政局说我们这几天把所有
的手续整理了一下，最快半个月
吧，就能下来了。 ”王保卫盘算着
接下来他要办的事儿。

他此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赶在
冬天来之前，把证办下来，让老人
赶紧入住，“能帮一个是一个”。

“王保卫”们的路怎样走？

王保卫的“免费敬老院”如何
生存、延续，是他在碰触世人心底
柔软之处后，需要思考的问题。

“免费开放之后 ， 大量老人
集中入住。 他们不仅需要吃喝照
顾 ，还有感情上的需求 ，流动义
工难以保证护理质量和稳定性，
捐助不稳定，有可能引发再次流
浪或者被遗弃。 ”一位养老机构
的负责人如是说。

一位 75 岁的新西兰华侨老
人说：“这种个人行为是个引子，
但不要一阵风之后销声匿迹。 他
的做法能不能推动形成一种机
制，让各地的孤寡老人都得到赡
养？ 最关键是探索民间公益养老
的可行模式。 ”

“这几年，出现越来越多的独
立运作慈善项目的案例， 这是我
们很乐意看到的。 我们也希望通
过公益伙伴的发掘和扶持， 让更
多需要援助的人得到帮助。 ”河南
省慈善总会秘书长师戍平说。

官办慈善机构也开始引入
民间公益合作项目，试图改变部
分官办慈善机构曾经的负面影
响。 这意味着，民间慈善的努力
得到了政府的关注和回应；也证
明了 ，面对老弱 ，民众并不缺乏
善意和行动意向。 如何使这种善
意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公益不是几个人的事 ，也
不是几个机构的事，而是全社会
的事。 衡量一个公益项目的价值
和意义，最重要的就是推动相关
政策的突破。 ”师戍平说。

（摘编自河南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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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村子的老人过来帮王保卫干活，时间长了就住在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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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学生们来做义工，开荒种地、挖野菜，他们自己的话说“苦是
苦点，却也乐在其中”

公益养老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