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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蓝天，阳光沙滩。去南方过冬，是许
多老人理想中的生活方式。1月初，老李和老
伴从东北老家飞到了海南，成为了“候鸟大
军”的一员。

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海南，是候鸟老人
南飞的首选。根据海南省政协的一份提案显
示，来海南过冬的候鸟老人主要来自东三省
和北京市，占到了候鸟老人总人数的53.9%。

来到海南
老毛病居然没犯老毛病居然没犯

老李在海南的新家，位于乐东县郊外的
一座海景房小区。这里风景优美，气温适宜，
距海边只需要步行5分钟。虽然房子不是自
己的，老两口也仅仅是在这里住两个月，老李
却相当满意。

海南冬季平均气温在22摄氏度以上，对
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气管炎、高血压等慢性
疾病有明显的缓解作用，吸引了大量老李这
样的北方老人。“这地方好啊，清静！”说起海
南的种种，老李总是赞不绝口。患有慢性支
气管炎的他，早就听人说海南的气候有着“治
疗”的神奇功能，不少和他有着相同症状的老
人来到海南，住一段时间就能够“自愈”。所
以对于这次海南之行，他早已是望眼欲穿。

在北京工作的女儿找好房源后，老李就
迫不及待地拉着老伴飞了过来。“女儿放假
晚，我们先提前适应一下环境。”老李说，来海
南的头一个星期，他和老伴都有些不太习
惯。此时的老家，还是零下二十几摄氏度，来
到这里，就跟夏天完全一样，不管是身体上还
是心理上，都需要适应。

很快，老两口适应了海南的生活。和其
他老人一样，去海边溜达成了他们每天必做
的“功课”。吹吹海风、捡捡贝壳，晚上再去小
广场上跳跳舞，日子过得平静而舒坦。不知
是不是心理作用，老李的支气管炎在海南居
然没犯毛病。这让老李不住地感慨，逢人便
说海南空气好。在老家，一到冬天，空气里就
有一股烧煤的味道，惹得他喉咙里总是痒痒，
一咳起来就没完没了。他常常念叨：“要是能
一直住在这里就好了。”

老李对新环境的喜爱溢于言表。自从来
了海南，老李就经常在家庭微信群里发各种
照片。除此之外，他还养成了一个视频聊天
的习惯。除了给亲戚朋友们看看大海，他还
经常给他们做动员：“你们也来吧！”

过年了
感受不到年味儿感受不到年味儿

相比之下，老李的女儿却没有那么大的
兴奋劲儿。“这边空气是不错，离海也近，小区
环境也还可以。不过不适合长住。”来海南才
几天，小李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小李这么说有着自己的理由。这个小区
是一个典型的候鸟老人居住的小区，平时入
住率仅在10%左右。只是临近春节，小区里
的“亮灯率”才一天比一天高了起来。春节七
天，是小区里人最多的时候。不但海边上的
人多了，物价上涨了，回到小区打开水龙头，
都能感觉水流小了一些。

除此之外，在小李眼里，小区还有很多
“先天不足”的地方。“我们小区虽然靠着海，
但其实小区周边都是农村，去县城还得坐班
车。”小李说，小区虽然有班车去县城或者三
亚，但交通毕竟不方便。她说，小区周边的配

套设施基础薄弱，没有大型商场，也没有银
行、医院。一旦有个感冒发烧，拿个药都得往
城里跑。

大年三十，一家人的年夜饭是在家里做
的。小李说，小区外面只有两个小餐馆，档次
不高，而且比较吵，在家吃年夜饭就成了他们
惟一的选择。“这边的环境肯定没得说，但是
除了环境好也就没啥了。”

虽然过年时最有人气儿，但让老李稍稍
感觉不快的是，小区里好像跟往常没什么区
别，感受不到年味儿。尽管小区里北方老人
居多，耳畔响起的也都是带有乡音的普通话，
但是没有什么熟人儿。大多数情况下，老李
见到邻居只是点头致意。小区里的广场舞虽
然还有，但是他总是觉得少了点啥。他本以
为可以感受一下海南当地的年俗，但是小区
里大家都是外地人，当地也不让放鞭炮，让他
感到有些落寞。

在家里，老李除了发拜年微信，就是看电
视。中央台和辽宁台的春晚看了好几遍，但
他就是不愿意换台。“海南挺好，就是有点
闷。”对于老李来说，他的一日三餐还是东北
菜，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吃。

感到落寞
不仅仅因为孤独不仅仅因为孤独

“候鸟老人来海南为了什么？肯定不是
为了过年。”房产销售张学（化名）说，在海南，
老李这样的情况在候鸟老人群体中非常典
型。“这里风景好、气候好、水好。”张学说，他
来海南将近四年，家里烧水的壶从来没有出
现过水垢，而这正是海南吸引候鸟老人的地
方。

因为工作的原因，张学接触了很多来海
南过年的候鸟老人。在他看来，无论是购房
还是租房，能在三亚、海口市区居住的候鸟老
人仅仅是少数，大部分老人都是和老李一样，
在海南的县城甚至是村镇上居住。“有些候鸟
小区远离城市，配套设施肯定比不上城里。”
他说，海南的旅游资源绝大部分集中在三亚、
海口两座城市，其他城市的开发程度普遍不
高，因此他很能理解老李的感受。

而在三亚、海口这样的城市，老人们的生
活则丰富多彩得多。以三亚为例，最早来这
里的候鸟老人都是经济条件、健康状况比较
好的老人，他们不但“能折腾”，很多人还都有
艺术特长，从而能组织起来各种各样的活
动。他介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候鸟
老人“组团南飞”，大家结伴来，结伴走，日子
过得并不寂寞。

但是，光靠候鸟老人的自发结群是不够
的。更多的老人则是像老李那样，对海南缺
乏了解，在海南也没有熟人，来了之后只能各
自过着各自的小日子。当新鲜劲儿一过，难
免会有一些落寞。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子女也
会陪他们来过年，但是无法融入当地社区的
局面依然没有改变。

“说到底还是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生活品
质的要求更高了。”张学说，来海南的候鸟老
人经济条件大都不错，而且大部分都属于“活
力老人”。这样的老人来到海南，所要求的并
不仅仅是“疗养”那么简单。

服务“候鸟”
暖了身还需要暖心暖了身还需要暖心

根据海南省政协调研报告显示，2017年
10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来海南“猫冬”
的候鸟老人达93.29万人。而海南坊间，也有
着当地经济“冬热夏冷”、“黄金三个月”的说
法。如此大量的候鸟老人涌入海南，对当地
的公共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2014年7月1日起，海南启用新版《海
南省老年人优待证》，将优待的范围扩大到
了候鸟老人。外埠老人只要居住期满一年，
就可以申领老年人优待证。在海口，当地推
出了“椰城警民通”，只需简单几个步骤，老
人们便可完成居住证的申领登记，不必再去
派出所现场录入。在候鸟老人最关心的医
保问题上，异地就医结算惠及的范围也越来
越广。

但是，更多的老人都像老李一样，既憧憬
着海南的椰林沙滩，又担心到了海南感觉没
意思。在海南省政协的一份提案中，也明确
提出在加大交通、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建
设力度之外，积极发展老年大学、老年会所等
非基本公共服务，以满足本地人和候鸟老人
的发展型和享受型服务需求。在三亚，当地
已经开始了对候鸟老人进行网格化管理的尝
试，把候鸟老人划归到每一个社区，在节假日
举办各式各样的社区文体活动，为他们提供
和本地居民交流的机会。

不光是海南，在广西、在云南，也面临着
同样的情况。应该看到，候鸟老人去南方过
冬不是去旅游的，而是去生活的。他们不仅
需要新鲜空气，还需要与当地社区进行交流，
真正融入当地社会。 本报综合消息

英国一项调查显示，志愿者的探望有
助于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英国《每日邮
报》近日报道，慈善机构“志愿服务”调查
2000 名接受志愿者服务的老人，发现 62%
的人认为志愿者服务让他们与社会接触更
多，从而改善情绪，有益身体健康，让他们
能够更好地应对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困难和
挑战。在很多国家，从事志愿者活动或者
进行相关教育从小学就开始了，美国很多
三四年级的孩子定期到老人院演奏，给老
人们带去欢乐。

尽力为老人提供全方位服务尽力为老人提供全方位服务

英国有组织的志愿者服务，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前就开始成形，参与者以女性为主，
当时称为妇女志愿者团。她们在战争年代
里扶老携幼，为公众提供餐食，救助伤员，并
在军事行动中提供后勤和运输。在这个志
愿者团体中，所有的人都尽力而为，主动地
做所有力所能及的工作，团体中从来没有等
级之分，即使英国王室成员参与，也和其他
人一样，接受同样的任务。

目前英国的志愿者们主要是面向有需
求的民众，特别是老年人，为生活有困难的
老人们提供各项服务。这些服务或大或小，
但是都是贴心并且周到的实际事项，例如为
行动不便的老人取药，送他们去图书馆，在
社区餐厅里服务等。志愿者们用他们的爱
心和耐心，给老人们送上了日常的方便和生
活的独立。

医疗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医疗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英国的志愿者更是该国医疗服务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日不可或缺。住在伦敦
郊区的老人詹姆斯，因需要做髋骨手术而住
院。他和老伴都 83 岁了，平时在家还能自
理，可是到了医院后，两位老人方方面面都
力不从心，特别劳累。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马上帮他们联
系了皇家志愿者组织，找的都是具有在医院
工作经验的帮手。在詹姆斯手术前，值班的
志愿者按医生的叮嘱，帮助老人放松精神，

做好准备，控制好情绪。手术后，志愿者的
服务更是直达老人床前，除了协助护理，还
送他去做康复锻炼和办理应有的手续等，事
无巨细。

在詹姆斯平安出院后，志愿者们继续为
老人送餐数周，一方面保证手术后特需的营
养，另一方面也让两位老人有足够的时间适
应，减少劳累和孤独。

詹姆斯一家虽然经历住院和出院的变
动，但是一切都顺顺利利。老人在接受了全
方位的照顾后，恢复良好，和志愿者们都成
了朋友。在后续的检查中，詹姆斯的医生也
认为，老人在治疗后加上有志愿者的帮助，
已经能够正常生活。

独居老人乔治·科斯坦住在英国汉普
郡，现年74岁，自数周前出院后开始接受志
愿者服务。志愿者盖尔·阿林顿除照顾日常
起居，还帮他参与俱乐部活动。科斯坦说：

“我喜欢盖尔的到访。她是一位可爱的女
士。盖尔带我出门，让我与俱乐部接触，如
今我觉得自己强壮一些了。”

英国皇家志愿者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践
行团队的中心理念，就是尽力让每一位得到
服务的老人，都能够平安回家正常生活。

每位志愿者都是每位志愿者都是““小甜心小甜心””

当老年人需要时，志愿者们及时地提供
恰当的陪伴和服务，是非常受老人们欢迎的
事情。由于志愿者不是指定工作人员，所以
他们会用更多的时间来陪伴老人，起的作用
也是单纯医学治疗所不能达到的。

美国大学生赛琳娜讲述了她在社区养
老院服务的经历。她一开始是和熟悉的朋
友到祖母居住的老人院里做志愿服务。当
时她并不认识那里的老人，以为老人们会把
她当作陌生人对待。在接到院方分配的工
作时，她对自己的角色很不以为然，认为与
其只是简单地看望一下老人，还不如到厨房
去给他们烤点心和做菜，才有实际的服务效
果。

可是让赛琳娜惊讶的是，当她走进老人
詹妮弗的房间时，老人像见到家人一样给了

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并说她是一位受欢迎的
客人。在两人亲密地坐下来后，老人兴奋
地拿出自己正在编织的小毯子炫耀，夸自己
年轻时手工做得如何好，拿赛琳娜当成自家
小孙女了。

赛琳娜与老人慢慢地聊天喝茶。过了
一会儿，相邻房间里的老人都闻声而来，在
詹妮弗这里聚会。詹妮弗笑道，我们都这
样，只要有一位志愿者来，她就是我们大家
的“小甜心”，这一天是我们大家的节日。

赛琳娜向老人们请教各种问题，大家都
拿出各自的经验来分享，谈话越发活跃和有
内容。赛琳娜更欣赏老人无视自己的年龄，
积极计划未来的心态。在他们中，有的人想
读完名著，有的人正在学钢琴。老人们的身
体状况可能都不是十分好，但是他们的想法
和做法，让赛琳娜非常钦佩。

一扫负面情绪积极筹划未来一扫负面情绪积极筹划未来

用老人们的话来解释，正是因为有像赛
琳娜这样的志愿者陪伴，他们得到了关注和
照料，一扫以往被冷落、被边缘化的负面情
绪，才能重新提起精神，把日子过好，把未来
策划好。这样心态的背后，也不乏有的老人
曾经失落过，所以他们更看重到来的每一位
志愿者。

英国一个老年人社交网站曾经调查了
1014 名 50 岁以上老年人，询问他们有关孤
独的问题。结果显示，73％的人“有时”或

“一直”感到孤独。这些人里，56％表示从未
向外人承认过这一点，71％的人说，若是亲
友知道自己感到孤独，一定会“震惊不已”。

亲人离世、健康状况不佳、独居等都是
让老年人感到孤独的原因。还有不少人在
退休或孩子离开家独立生活后，感到十分孤
独。五分之二的人甚至一天都不能和别人
说上一句话。已经有研究显示，孤独对健康
有巨大影响，其对身体的破坏力堪比每天抽
15支烟。志愿者们发自内心地愿意陪老人
待一会，与他们互动聊天，就会帮助他们忘
记自己的孤单。

本报综合消息

老人去南方过年还需要什么

志愿者服务有益老人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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