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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住冷不冷啊？”“能吃饭一定要
多吃点”……7 月 27 日，在青岛颐德康
复医院 410 房间，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李
宪台，黄振军的担心和关心全都写在了
脸上。

在病房内，黄振军和照顾李宪台的
护工交流着，了解老师的病情，并不时地
为其整理着。“谢谢你。”“不是不让你说
谢谢嘛，和我不用说谢谢，好好养病，等
你好了咱们还去楼下遛弯儿去。”看到自
己的学生来看望，李宪台也有些激动，在
黄振军的鼓励下，李宪台伸出双手，随着
学生的节奏做着手指操，笑容又重新绽
放在这位八旬老人的脸上。

走出病房时，陪同一起前往的福利
中心养老院院长姜素玲告诉记者：“黄
阿姨是个特别热情的人，这几个月，她
天天在照顾老师，我们工作人员都很受
感动。”面对这样的赞扬，黄振军说：“一
日为师，终身为父，只要老师需要，我
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记者 许瑶

磕磕绊绊是生活
“我这哪是在养老，我是他们的保

姆。每天我都在收拾家、扫地、洗衣
服、带孩子、做饭……”王奶奶有理有
据地分析。

据描述，已经70 岁的王奶奶和老
伴始终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如今，
王奶奶的小孙女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
年纪，五口之家、三代同堂，原本宽敞
的两室一厅也变得拥挤热闹起来。

尽管对同住屋檐下有时会有烦
恼，但提及搬离现在的居所去机构养
老，王奶奶还是表现出了的抗拒。“我
舍不得呀！再说要是他们小夫妻吵架
怎么办？我肯定不放心的。”

“第一担心的还是我们家小孙
女。”王奶奶说。像大部分传统的家长
一样，王奶奶和老伴对这个孙子辈的

“独苗”宠爱有加。
“另一方面也是担心钱，”王奶奶

分享起不愿意去养老机构的第二个忧
虑，“我从退休之后和老伴一直在攒
钱，也没舍得花。养老金和之前的储
蓄我们俩能不动就不动。特别这两
年，我儿子开始创业了，我怕他哪天会

需要钱应急，想着能攒一些是一些。”
王奶奶表示。

在琐碎里的相爱
73岁的卢爷爷至今仍过着两点一

线的工作生活。
“技术人员的经验最值钱，所以年

龄是越大越好，”卢爷爷解释道，“我退
休之后就被返聘了，工作没有以前那么
忙，压力也不大，就是去单位带带新人，
分享一些经验。”卢爷爷认为自己能从
事现在的工作是一件幸运的事。

唯一的变化似乎发生在家庭
上。“我和老伴两个人挨得更近啦。”
卢爷爷说起退休后闲适的家庭，眼
带笑意，“现在我工作轻松了，上班
没什么要求，下班更早，每天都能去
帮老伴买菜。”时光流过琐碎平凡的
日常，在不再有生存、金钱、功名等
种种压力的居家生活里，卢爷爷似
乎比年少时更能体会到什么是的书
里说的“与子偕老”。“爱”字没说出
口，被藏在了字里行间。

学习面对孤独
不同于与子女同居热热闹闹

的烦恼，76 岁的张奶奶修习的课

题，是如何面对孤独。
她是一名居住在农村的空巢老

人。据张奶奶描述，村子里不比大城
市机会多，子女们成年后纷纷外出打
拼，她就留守在村子里。几个孩子都
忙，离得近的节假日能回来看看，离得
远的连过年都难碰面。

随着年岁渐长，张奶奶体力大不
如前。“以前我教书，总有很多话能说，
也能安慰别人，现在不行了。”说起从

前，张奶奶的话语间流露出几分遗憾，
“我上次得了突发脑溢血，之后记忆一
直断断续续，反应也很慢。”

尽管身体已经不再健硕了，张奶
奶还是努力经营着家里的土地和所
有生命，“地里的桑葚会熟，杏子会
熟，家里的大猫会生小猫。发生这
些，我就能有个理由给他们打电话，
看能不能喊他们回来瞧个新鲜。”

郑嘉意

日常生活中，老年人的尊严问题
常常被忽视。在助浴师眼中，他们需
要做的不仅仅是洗净老年人的身体，
更是要维护他们的体面与尊严。

老年人也会害羞吗？在与助浴师交
谈的过程中，这一话题似乎总会有意无
意地被牵扯出来。与晏杨俊祺最初想象
的“老年人不愿让陌生人为自己洗澡”。

然而恰恰相反，碍于隐私问题，面对陌
生人的帮助，他们反而会觉得更自然。

助浴结束后回家的路上，晏杨俊
祺一直在想，“我是一个90后，身边的
朋友和家人都在问：你这么年轻干什
么不好？非要干这个‘家政’？我想，
我们都有老的一天，干净而体面地老
去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王婧懿

为老人守住尊严

年轻一代助浴师“出师”

一个火热的夏日午后，晏杨俊祺
随团队一行三人来到一处单元楼门
下。这一次，他们要给一位因脑梗而
瘫痪在床两年的婆婆上门洗澡。

进门，第一步，为婆婆测量血压、
血糖和体温等、向家属问询过往病
史，这是浴前身体检查以及继远程病
情登记后的二次评估。为防止洗浴
过程中误碰婆婆的鼻饲管，他们先用
医用胶布将鼻饲管轻轻贴在了婆婆
的脸上。随后，三人分工协作，一边
用恒温浴桶从热水器接水、调试水
温，一边把充气浴床铺在床上。

准备工作就绪，充分顾及到老年
人的隐私，他们用一条一次性大浴巾
将婆婆的身体盖住，接下来的脱衣和
洗浴也都是在这条大浴巾之下进
行。“如果水温烫了，就眨眨眼。”由于
婆婆不能说话回应，晏杨俊祺只能仔
细留意着婆婆的面部表情。

他们时而握住莲蓬头将水慢慢
淋向婆婆的全身，时而把手“盲”伸到
浴巾下，用一次性搓澡巾轻轻揉搓。

洗浴结束，浴床排水孔打开，婆婆身
上的湿毛巾被撤掉，一条干浴巾“无缝
衔接”地盖了上来。擦拭干净的婆婆
被抱回床上，和浴巾下的“盲脱”一样，
被子里的“盲穿”同样是个技术活。

“我们服务的老人一般都是穿着尿不
湿的，熟能生巧，只需在被子里帮他
们把尿不湿和上衣穿好就行。”晏杨
俊祺说。最后一步，为婆婆再测一次
生命体征，做浴后检查，待婆婆状态
平稳，一场助浴就算完美结束了。“早
点遇到你们就好了！”“希望你们越做
越好，为更多老人服务。”看到洗完澡
后的婆婆躺在床上舒舒服服地睡着
了，女儿一遍遍地表达感谢和鼓励。

像这样的上门助浴服务，晏杨俊
祺一般每天可以完成两到三单，每位
老人的服务时长均在 1 小时左右。

“被认可是一种幸福，这份工作虽然
身体上会累一点，但精神上很满足。”
晏杨俊祺说。每当看到家属充满感
激的眼神，以及洗完澡安然入睡的老
人的样子，他就会有满满的成就感。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这一新
兴职业群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年
轻面孔，他们的加入既是机缘巧合，
也是命中注定。

周娜是名 80 后，也是四川乐家
介护公司的负责人。一年前，她的母
亲不幸查出脑癌，直到离世，老人没
能洗上一次热水澡。周娜承认，跳出
传统文化行业投身助浴行业很大一
部分原因是想弥补对母亲的遗憾。

“当时医院最好的洗浴服务是洗
帕水澡，说白了，就是帕子上的水没
有拧得特别干，然后把老人全身擦一
下，但即便如此，费用也不便宜。”看
护母亲的那段时间，周娜注意到，和
母亲境况相似的老人很多，洗澡是个

普遍难题。
2021年7月，周娜接触到助浴项

目，从引进器材到专业教材制定再到
学员考试结业，经过大半年时间，助
浴项目完成市场落地。

目前，公司有六七十位助浴师，
80 后占少部分，大部分则是 90 后，

“就连我们服务过的家庭也感到诧
异，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小孩子愿意去
做这个养老产业。”

据周娜观察，现在的 90 后都很
会分析养老市场，“现在专业护理
人员的缺口很大，在如此大的市场
空白当中，必须有千军万马进入到
这个行业，很多年轻人都看到了这
个趋势。”

分析分析 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成为助浴师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成为助浴师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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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60年，
这对师生在养老院相遇

李宪台和黄振军是一对师生，分别整整60年，谁也没想到两人再次见
面，竟然是在同一家养老机构。这几天，84岁的李宪台因病情加重，住进了
位于养老机构里的医院，这让77岁的黄振军担心不已。待李宪台病情稍加
稳定后，黄振军便来到病房，握着李宪台的手，不断地给他加油鼓劲。

在青岛市城阳区社会福利中心，这对师生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师生
的感觉，就跟亲人一样，过去他是我的老师，现在我们在一起养老，这就是缘
分。”黄振军说道。

黄振军是一名小学退休教师，三年前，她住进了
城阳区社会福利中心。“这里环境好、服务态度好，平
时没事我就去打打太极、扭扭秧歌，生活非常充实。”
黄振军说，近三年的时间，她从最初的不习惯到现在
的离不开，不仅在这里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
更在这里遇到了自己的老师。

“李老师是我的初中老师，虽然只给我们班代课
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我对他印象深刻。”黄振军告诉
记者，她是在青岛二中上的初中，几个月前，过去同
是青岛二中的老师告诉她，曾经教过她的李宪台老
师也住进了福利中心，这让她有些喜出望外。

在黄振军的印象中，当年的李宪台，二十四五
岁的样子，文质彬彬、举止优雅，刚刚大学毕业的他
被分配到青岛二中，精力充沛，充满朝气活力。“李
老师其实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他就像兄长一样和蔼
亲切，他的课我们都喜欢听。”

黄振军告诉记者，她和李宪台第一次见面是在
走廊上无意间碰到的，虽然已有六十年的时间未见，
但见面的一刹那，仿佛所有的记忆都在眼前。“仔细
看，李老师还是年轻时的样子，特别是他一说话，不
紧不慢，还是以前的感觉，就是觉得特别亲切。”

自从那次见面后，黄振军就把李宪台当成
了这里最亲的人。黄振军住在6楼，李宪台住在
5楼，每天去老师房间看看，给老师送些好吃的，
成了黄振军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老师肠胃不是太好，黄振军每天不是给
老师送灵芝水就是做猴头菇；老师便秘好几
天，黄振军马上请假，找地方给老师磨黑芝
麻喝；老师想吃哈饼，黄振军马上到住在附
近的弟弟家，亲自给老师做……

正是在这样一天天的相处中，李宪台把这
名曾经只教了几个月的学生当成了最贴心的
人。“老师什么事都会和我说，也最听我说的
话，我告诉他平时要多笑，笑也是种运动，后来
只要我去，他就笑。”黄振军告诉记者，曾经有
一天，李宪台问她6楼还有没有房间，她知道老
师是想离她更近些。

“别看他大部分时间不苟言笑，但有时他
也会和我讲他以前教书时的一些趣事。”黄振
军说，师生关系真的很特别，这种关系就跟亲
人一样，而能在晚年时和老师相逢，并在一个
地方一起养老，这种缘分让她特别珍惜。

惊喜养老院偶遇初中老师 老师把学生当成最贴心的人 照顾老师义不容辞

磕绊生活 不失爱恋

烟火里的居家养老
居家如何养老？随着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关系着

国计民生的养老问题再度引发关注。
“9073”格局下，居家养老模式是大部分老人的共同

选择。该模式既可提供“家”的归属感，慰藉客户群体的
老年生活，又可降低养老成本，满足普惠需求，通常适合
自理能力较强、并有余力帮助子女育儿的老年群体。

信任 牵挂

老年用品
市场巨大

张天祥师傅和老伴退休在家，
孩子结婚后出去单过了，平常家里
只有老两口。由于家里没有安装
适合老人使用的扶手等安全装置，
张师傅在洗澡时摔伤了。

心 有 余 悸 的 张 师 傅 在 伤 好
后，自己在卫生间安装了扶手。
退休老人张天祥说：“我觉得我
还是需要这个设施，岁数大了，
一不小心摔坏了起不来就全麻
烦了。”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
提供的数据表明，国内老年人除了
老花镜（60.9%）、家用血压仪（13.8%）
等产品的使用率超过10%以外，其
它非传统老龄用品，如居家环境应
用的扶手、马桶助起设备、厨房辅
助设施、防滑浴盆、呼救装置、护理
床等老年用品的使用率极低。这
也导致了生产厂家和商家对老年
用品的忽视。

目前国际市场上老年用品的
品类大概有6万多种，而我国只有
大约 4000 种。如此大的老年人口
基数和略显单薄的品类，显示出老
年用品市场需求巨大。

适老化改造
破解居家养老困局

为了改变老年人家庭缺乏养
老设施的困局，让老年人在居家养
老时过得更舒适，江苏苏州启动了
适老化改造的民心工程。根据计
划，今年苏州将为1万户老年人家
庭实施适老化改造。“十四五”期
间，苏州市将完成5万户老年人家
庭的适老化改造。

最近，家住姑苏区银桥新村的
周祖芬老两口，动起了改造厨房的
念头。而这个念头的产生，源自于
对卫生间适老化改造的认可。

去年，周祖芬老伴年满 80 周
岁，达到补贴标准，按照“政府补
一点、家庭掏一点、企业贴一点”
的方案，他家的卫生间得以全面

改造，不仅解决了多年以来的漏
水顽疾，适老化辅助用具的加装，
也让老两口在家洗浴更加方便、
安全。

姑苏区银桥新村居民周祖芬
说：“你看看我们的凳子，我平时就
这样坐在这（洗澡），起来就有扶
手，很轻松。”

一个电话就能叫上门的，正是
为他们提供改造服务的小区物
业。今年，苏州市民政局和住建局
以赋能物业企业发展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为重点，探索“社区+物业+
养老”融合服务的新路径。

多地探索
居家养老新模式

中午11点，是浙江省长兴县和
平镇回车岭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的午餐时间。在志愿者的帮助下，
老人们正在领取饭菜。老人表示：

“非常好，非常满意。菜也好，卫生
也好，样样都好。”

除了餐饮服务以外，这里还
配备了影音间、书画室、理发室、
图书角等功能区，可以有效满足
老人的各项精神文化需求。广东
惠州市开启了社区嵌入式长者居
家养老新模式，打造长者食堂，还
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推出送餐上
门服务。

目前，惠州全市社区15分钟居
家养老服务圈已基本建成，智慧长
者服务覆盖全市50%以上的社区。
眼下许多机构也正在积极研发高
科技、智慧型的养老产品。

这 是 一 款 看 似 普 通 的 摄 像
头，在结合了人工智能算法后，它
却可以准确识别老年人的安全状
态，在老人发生跌倒或需要帮助
时发出警报，及时通知到预先设
置的紧急联系人。

据统计，2021年我国智慧健康
养老领域新申专利共1116项，其中
发明专利513项，互联网、物联网、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型技术，
正在被逐步应用到养老用品中。

央视

缺乏养老设施、适老化改造难

多地探索新模式破解居家养老困局

行动不便、疾病缠身、
交流障碍……耄耋之年，在年

轻人眼中再日常不过的洗澡，对这
些老人来说却“难于上青天”，很多失
能老人的洗澡频次更是以年为单位来
计算。在这一背景下，助浴服务应运
而生。相较于传统的家政护理，助浴
师群体中还有不少年轻面孔。在他们

看来，重要的不只是帮助老人洗澡，
更重要的是守住他们的尊严。

黄振军黄振军（（左左））鼓励李宪台做手指操鼓励李宪台做手指操。。

海参原浆 198元10大盒
可以喝着吃的海参 点滴都是精华日常滋补 一天一支 每天都是对身体的投资每天不到2块钱

海 参 一 直
是养生的食疗
佳品，自古以来
深受中老年人
群认可。海参
原浆是由海参
精华浓缩提取
而成，它含有丰

富的营养物质，在饮用后可以给人体补充营
养，增强身体抵抗力。

海参原浆甄选5年以上大海参；科学提纯
去除有害物质和重金属，酶解分子体积，让人
体更好吸收；经过脱腥处理，口感美味；海参

原浆开盖插管就可以喝，免掉繁琐的烹饪过
程，携带方便，一天一支，可以长期滋补身体，
可以喝着吃的海参，点滴都是精华！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买2组再加送2大盒
可以喝着吃的海参，点滴都是精华！厂

家直销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市场价销
售火爆的海参原浆口服液（10m*10支），今
明后 3天在我市开展特惠购活动：一组10
大盒只要198元，可以服用100天，一次买
2组再加送2大盒，共22大盒，机会非常难
得，活动结束后恢复原价不再优惠。

订购热线：400-871-3938 2组起免费包邮到
家先收货后付款

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402亿，占比18.70%。
国家卫生健康委披露的信息显示，我国大多数老年人的养老
选择集中在居家和社区两项，其中约90%左右的老年人选择
居家养老。而这占比高达90%的居家养老的人群，却面临着
家中缺乏养老设施和适老化改造难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