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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人建精神家园

70岁美籍华人开创养老新模式
2017 年 6 月 3 日，上海颐乐

助老慈善基金会成立典礼在上
海罗山养老院举办。 作为送给基
金会成立典礼的“礼物”， 在现
场，上海颐乐助老慈善基金会举
办了慈善义拍，义拍的所有收入
都将全部用于资助贫困老人和
有需要改善设施的养老院。

模式创新

而在此前，上海颐乐助老慈
善基金会已经协助罗山养老院

“旧貌换新颜”———所有墙面粉
刷一新，裸露的管道都实施了隐
蔽工程，灯光照明系统进行了改
善。 更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在养
老院原本的户外空地上，搭建了
实木结构的休闲区域，阅览室也
更换了全新的透明顶棚，还添置
了藤制座椅……

罗山养老院的负责人周玉
琴认为，对养老院的环境进行改
造， 关系到老人们的身心健康，
这是一种非常符合老人身心需
求的、实实在在的援助。

而对于上海颐乐助老慈善
基金会创始人、 出资人杨之国来
说，除了为老人建设生活家园，更
重要的是， 要为老人建设精神家
园。在杨之国看来，老年人的精神
世界更需要关注。 老年人的生活
绝对不是只有吃饭和睡觉， 老人
也需要图书馆和电脑等这些年

轻人需要的东西。 通过对外界信
息的接触和新鲜事物的学习，必
然会提高老人对生活的热爱程
度，也会提升老人的生活质量。

为老人们打造阅览室，建设
健身场所等文化娱乐设施将是
杨之国关注老人的重点。“让老
人们可以在更加惬意环境中享
受晚年生活、享受精神生活。 ”杨
之国说。

业内养老专家认为，现在养
老院的老人基本的物质需求问
题已经解决，但是他们的精神层
面的需求却不为社会所关注。 杨
之国这种关注老人精神生活的
助老模式，为现在的老人们所亟
需，也是一种创新的养老模式。

不为名利

1945 年出生的杨之国现在
是位退休老人。 他 1963 年考入
华东师大，学英美文学。 受“文
革”影响，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
煤矿当一名矿工。 1980 年，杨之
国自费去美国留学， 靠着奖学
金， 他从硕士读到管理学博士，
然后创业。 1991 年，爱国心切的
杨之国开始在中国投资设厂。

关注中国的养老事业，是因
杨之国退休回国后感触于比他
小一些的“老三届”们的晚年生
活的困境。 他们当年也大都上山
下乡， 虽然现在已经回到上海，

但步入老年后大多生活困顿。
杨之国当时就想，自己虽然

也经历了一些苦难，但毕竟是属
于所谓的幸运人士，还是可以帮
助一些有困难的老人的。 从开始
有帮助贫困老人的想法，到去年
9 月份基金会在上海正式注册，
经历了两年时间。

当有人问杨之国成立基金
会的目的时， 他很坦然的回答：

“我一个退休的美籍华人， 不需
要扣税，也不需要名利。 我只想
实实在在地为老人们做一些事
情。 ”

在杨之国看来，中国的成功
人士也同样应该把慈善作为义
不容辞的义务。 让他高兴的是，
在成立基金会的过程中，企业家
朋友倪建忠和程静夫妇主动要
求出资加入，不仅如此，被杨之
国的行为所感动， 杨之国更多

“老、中、青”朋友们纷纷出钱出
物出力加入到关爱老年人的队
伍中。

和谐社会

上海颐乐助老慈善基金会
的定位是立足慈善， 聚焦助老，
注重人文关怀， 弘扬爱心精神，
支持慈善事业。

杨之国对基金会未来的工
作有清晰的规划：一方面，尽可
能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老人；另

一方面， 向公众宣传养老慈善，
让更多人投入到养老领域。

现在在他手上，有上海 1000
家养老机构的联系表。 基于这个
表格，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对这些
养老机构进行调查，对于条件较
差的养老院将进行改造。 另外，
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会从民政
系统去了解哪些是需要人照顾
但是没有钱进入养老院的老人，
基金会将会为这部分老人提供
资金，让他们进入养老院颐养天
年。

“现在社会上对于老人的关
注相较而言比较缺乏，政府的力
量毕竟有限，需要社会人士都来
关注。 既能解决这些老人的困

难，也能够创造一个和谐社会。 ”
在美国生活多年的杨之国告诉
《公益时报》，在美国除了为有钱
人服务的民营养老院，政府资助
的为符合条件的贫穷人士设立
的公立养老院，还有一部分不符
合进入公立养老院的穷人，这一
部分人群，也依靠的是美国民间
慈善机构的救助。

杨之国退休前在美国就倾
力慈善， 在母校设立奖学金，帮
助贫困学生上大学。 而对于自己
倾心打造的上海颐乐助老慈善
基金会，他感慨，如果能够真正
地帮助到老人，并能够唤起大家
的博爱之心，他这一生，也算是
圆满了。 （徐辉）

2017 年 5 月 25 日，由东风
汽车公司驻五台乡金牛寺村扶
贫工作队等组织发起的“爱心
助学” 活动在十堰市房县五台
乡小学隆重举行， 爱心企业东
风公司电力处、 十堰翔天工贸
有限公司为该校学生捐赠了 3
台空调、11 台电脑、书包、文具、
体育用品等， 合计价值 5 万余
元。 爱心企业负责人、乡政府领
导、 房县教育局领导等参加了
此次捐赠活动。

捐赠仪式结束后， 东风总
医院体检中心的口腔医生还为
学生们开展了以“小学生健康
思维和行为模式疏导” 为主题
的健康知识讲座， 以培育和提
高学生的健康意识。

五台乡小学地处偏远地
区，由于学校资金不足，五台乡
小学的学生至今还没有校服。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 扶贫工作
队随即与五台乡小学一起商定
了校服定制方案， 决定在 6 月
10 日前， 给每个学生定制两季
校服。

该校师生表示，将怀着感
恩之心， 扎实工作， 努力学
习，开拓创新，把五台乡小学
办成一所让人民满意 、 社会

赞誉、家长放心、学生舒心的
一流学校， 以优异的成绩回
馈社会。

据了解， 在响应湖北省委
省政府关于开展驻村扶贫工作
中，东风公司以“润楚工程”为
载体， 对对口房县五台乡实施
精准扶贫， 以该乡金牛寺村为
重点，实施“1+3”扶贫模式，通

过产业、教育、生态、农业帮扶
等， 以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
展。 扶贫工作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发起爱心助学活动，也
是希望通过企业的努力， 为公
益事业和教育事业尽一份力
量， 同时让孩子们度过一个难
忘快乐的六一儿童节。

（于俊如）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中
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自闭儿
童关爱基金正式启动。 全国妇联
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理事长宋秀岩，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邓
丽出席活动。 著名指挥家曹鹏被
聘为“中国自闭儿童关爱基金终
身爱心大使”， 青年演员陈学冬
被聘为“中国自闭儿童关爱基金
爱心传播大使”。

活动前， 已 92 岁高龄、与
星宝贝有着 10 年情缘的曹鹏
老先生和 1990 年出生、毕业于
上海音乐学院的陈学冬两位

“90”后，非常投入地为演出的
孩子们进行节目彩排和交流，
场面温馨和谐， 爱和音乐跨越
年龄、 叩击心灵， 在代际中传
递，在心田里徜徉。

据了解， 中国的自闭症发
生率约在 1%，目前有超过 1000
万自闭症患者。 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秘书长朱锡生在介绍有
关情况时说， 自闭症虽然需要
终生康复和终生照顾， 但是又
有相当数量的孩子有超强的机
械记忆和艺术表现力， 极具开
发潜力和价值。 中国自闭儿童
关爱基金将通过引进世界前沿
研究成果，支持高校、医疗机构

对从业人员开展培训和心理指
导， 建立自闭症康复训练公益
实践示范基地， 开展自闭症宣
教活动， 开发自闭症救助保险
机制等方式， 搭建社会支持体
系， 动员全社会爱心力量帮助
自闭症儿童更好的融入社会。

启动仪式上，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向首批确定的“中国自闭
儿童关爱基金实践基地”北京五
彩鹿儿童行为矫正中心、上海曹
鹏天使知音沙龙颁发牌匾；并为
来自全国卫生系统、教育系统的

“中国自闭儿童关爱基金” 专业
委员会专家代表颁发聘书。

麦田公益、碧桂园、晋江阳
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天
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长江入海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天元瑞信通信、太原正越工
程设计有限公司、迈骏建筑工程
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等爱心企
业进行了现场捐赠。 活动由中央
电视台乡村大世界栏目制片人
兼主持人毕铭鑫、新华网络电视
副总裁李琳主持。

据悉， 六一儿童节当日，中
国自闭儿童关爱基金还将在上
海开展点亮外滩、公益募捐等主
题活动。

（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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