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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志愿服务队：
十八般武艺大显身手

花甲老人
亮出“十八般武艺”

“老杜，电推子电充满了吗?”
“老吕，磨刀石少了一块，再去拿
一下吧! ”……22 日，是银发志愿
服务队固定的社区志愿服务日。
一大早，大伙儿就在房山区窦店
镇田家园社区小广场上忙活儿
起来，抬桌子、搬椅子、整理工
具，准备一展身手。

大树下， 磨刀摊刚一摆好，
十几位居民就带着菜刀、剪子围
过来了。 人群中，马广信、吕振
泉、王建强三位年过六旬的老师
傅坐在长条凳上，弯着腰，低着
头，认真地磨着手中的菜刀。

随着“嚓嚓”的磨刀声，那些
钝了的、缺了口的菜刀、剪刀，就
在他们手中又重新恢复锋利、闪
闪发亮。“我们老哥仨是流水线
作业，磨一把刀 20 分钟，虽说会
费点时，但这样磨出来的刀才用
得住。 现在外面磨刀都是用砂轮
打的，那样刀一发热，钢刃就软
了，不好使了。 ”坚持义务磨刀 6
年的老马，谈起其中的诀窍颇有
一番心得。

“嗒嗒嗒……”“磨刀摊”一
旁，老式缝纫机发出的转响声传
了过来。 65 岁的陶玉萍坐在缝纫
机前， 俯身盯着缝纫机的走线，
双脚不停踩着踏板，将一条裤腿
抻平往机针前推， 动作十分娴
熟。 她正在给一位居民送来的裤
子扦裤边。

改肥瘦、扦裤边、换拉锁、缝
扣子、补开线……一上午，来找
陶玉萍缝补衣服的人络绎不绝。
只见她穿针引线，几分钟时间就
将老人一件袖子开线的衬衣修
补好了。 张大妈高兴得直夸陶玉
萍的手艺好，“玉萍有一双巧手，
更有一颗爱心。 她给我们缝衣服
不收一分钱不说， 还自己搭线、
搭拉链和扣子。 ”

在不大的社区小广场上，还
有修自行车、修电器、为居民理
发的师傅……

银发“专家”
组成专业服务队

“一提起老年志愿服务队，
大家总觉得我们只会站站岗、发
发宣传册，其实我们都是拥有一
技之长的‘专家’，能为街坊四邻
提供专业的服务。 ”马广信得意
地说。

银发服务队的元老———70
岁的王玉民还记得， 十几年前，
他搬进了田家园社区，虽说生活
条件改善了，但总觉得生活中缺
点什么。

“街坊邻居一个也不认识，
没什么朋友，感觉特别孤独。 ”王
玉民回忆， 一次偶然的机会，社
区工作人员得知老王过去当兵
时曾是部队的理发员，便向他提
议在社区成立一支志愿服务队，
他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社区里老年人多，尤其是
空巢老人遇到一些需要缝缝补
补的活儿，就犯了难。 看到银发
服务队发出了征集志愿者的消
息，曾在服装厂工作过的我就来
了。 ”陶玉萍边缝扣子边说，3 年

来，居民有缝补衣服的需求都找
她，有时送来的衣服多得做不完
就拿回去做。“大家都说我做活
儿细致，比外面改的还好。 退休
后还能在社区发挥余热，也是老
有所乐、老有所得了! ”

“在广场服务的老年人可
不是临时来帮帮忙的， 他们在
退休前， 都是各行业的专业人
员。 ”社区党总支书记韩玉梅介
绍，2008 年，银发服务队成立之
初，只是在物业门前摆个摊子，
仅有的 3 位理发师免费给居民
理发。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银
发服务队已发展到 20 多人，他
们中有退休的机电工程师、理
发店老板， 还有的曾是服装厂
职工……大伙儿各有所长，纷
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 服务
项目也增加至磨刀、修自行车、
电器、理发、缝纫裁衣、修脚等
七八项。

12 年为居民
修家电 400 多件

在银发服务队里，73 岁的张
福贵是年纪最大的一位。 他的服
务场地有些特殊，不是在他的工
作间里，就是在居民家中。

走进张福贵的工作间，里面
摆放着电风扇、 老式半导体、电
磁炉等各式各样的电器，这些都
是居民送来让他帮忙维修的。 张
福贵说：“我以前是机电工程师，
专门修大型工业机械的。 退休后
也闲不下来，得知服务队里还少
一个会修电器的，我就自告奋勇
参加了。 ”

话音未落，一位居民拿着热
水壶走了进来。“张师傅，快给我
修修吧，我这壶怎么打不开了。 ”
只见张福贵接过电水壶，仔细检
查了一遍，便手法娴熟地用螺丝

刀将壶柄盖拆下， 卸下开关弹
簧，再换上新开关，最后把壶柄
盖装回，齐活儿。 前后几道工序，
不过用时十几分钟。 接上一壶
水，插上电源，按下开关，电水壶
又可以正常使用了。

“虽说以前修的是工业电
器，现在都是些电磁炉、电饭锅、
洗衣机这些家用电器，不过原理
都是相通的， 无非就是电源、用
电设备、传输电路和开关。 只是
有些家用电器的配件不好找，我
就得进城去买。 ”张福贵拿出自
己的材料盒，里面装着一堆感温
元件、小开关、发光二极管等，这
些都是他自己垫钱买的。 给居民
修电器，他从没收过一分钱。

“修电器是个耗工夫的活
儿，一天修不完，我就把电器拿
回去接着干。 我的手机 24 小时
开机，谁家电路、插座坏了，一个
电话打过来，我也上门去修。 算
下来， 加入银发服务队已有 12
年时间了， 经我修理过的电器，
少说也得有 400 多件了。 ” 张福
贵颇有些自豪地说。

张福贵将生活中的大部分时
间都用在了帮居民修理电器上，
可他却觉得乐此不疲。一次，三区
1 号楼一户居民家刚装修好的房
子， 厨房和厕所就出现了供电故
障。 物业派人去了好几趟都修不
好，总是一合闸就断电。 于是，居
民请来了张福贵。 听说了断电的
“症状”， 张福贵第一反应就是零
线、地线接反了。 他打开接线盒，

用万用表一根一根对， 果然发现
就是这个问题。找准问题“对症下
药”，张福贵又帮居民家重新进行
穿线，问题迎刃而解。这户居民连
连向张福贵表达感谢， 要请他吃
饭，张福贵婉言谢绝了。

九旬老人
有了“专用”理发师

70 岁的服务队队员王玉民
为十五六位居民理完发时，已快
到中午了。 看看广场上没有人
了，他收拾好工具箱后并没有回
家，而是一路小跑着直奔 4 层的
张进庆和吴凤慧老两口家。

将老人慢慢搀扶到椅子上
坐正后， 王玉民给他系上围布，
拿起电推子，一边和老人热乎地
聊着天，一边理着发……

“我俩是从海淀搬过来的，
一住下就不愿意走了，因为这社
区里的人情味儿浓! ”张进庆大爷
说：“孙子、孙媳都忙，难得回来
看看，我们的生活难题全靠社区
的服务队帮忙。 要买什么东西，
他们给送上门; 交水电费、 电话
费， 也是他们代劳; 厨房顶棚掉
了，他们找修理工来修;我和老伴
儿每次头发长了， 都不用打电
话，老王就上门了……”

“年近九旬的张进庆老两口
腿脚不好，上下楼不便。 每到服
务日，上门去给老两口理发就成
了我的活儿， 这一干就是好几
年。 ”王玉民老人说。

理完发时，念叨着服务队的
好，张大爷也激动地哽咽了。

服务邻里
浓浓的人情味儿

“在社区生活的老年人中，
有很多像我们这样专业的人员，
能用一技之长给街坊四邻帮得
上忙，不但能发挥余热，还特有
成就感，从中还能发现老年人的
自我价值，享受奉献的快乐! ”张
福贵说，13 年来， 原本不相识的
老邻居因志愿服务而结缘，一同
为社区的百姓服务，相互之间也
亲如一家人。

银发志愿服务队的理发师王
玉民结识到了无话不谈的老哥们
儿老吕、老宗和老何。几人不光一
起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还经常相
约一起打乒乓球，锻炼身体。

“头发长了，大伙儿互相帮
着剪，生活上遇到什么事也都是
互帮互助。 ”老王说。 记得有一
次，他和老何作为志愿者正在社
区东门执勤时，突然接到了老伴
儿打来电话说她腹痛难忍。 这可
把老王急坏了，一时不知如何是
好。 这时，老何说：“别急，我家有
车， 我开车送你们去医院。 ”于
是，老何开着车以最快的速度将
他们送到了良乡医院。“我老伴
儿患的是急性阑尾炎，幸好及时
赶到医院做了手术。 医生说要是
再晚一会儿，人就危险了。 ”

“像这样队员之间互相帮助
的事情太多了，就连谁家产生了
小矛盾， 也是队员们帮忙调解
的。 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也
收获了这么多温暖的邻里情，感
受到了浓浓的人情味儿。 ”王玉
民感慨道。 （据《北京晚报》）

一支平均年龄 64 岁的“银发志愿服务队”中，有退休的工程师、理发师，也有裁缝
和木工……擅长“十八般武艺”的老人们，利用专长为居民提供专业的服务。 13

年的坚持，他们奉献了自我价值，也给社区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同时，还收获了
浓浓邻里情。

� � 张福贵在修理居
民送来的电水壶

三位磨刀师傅在义务为居民磨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