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阳门街道老年志愿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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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馆路街道虹桥艺术团合唱团

在舞台上一展歌喉， 用歌声唱出
生活的精彩； 参加社区志愿服务， 用
爱心点燃生活的激情； 举起手中的相
机， 用镜头记录生活的美好； 寻访美
景， 寻找自己的诗与远方……对京城
这群活跃的老年人来说， 退出职场并
不意味着失去自我的价值， 而是开启
了新的人生旅程。 年年重阳， 今又重
阳。 在这个孝老敬老的节日里， 本报
记者聚焦京城里的这拨追求生活、 享
受生活、 热爱生活的退休职工， 为您
讲述他们的最美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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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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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歌声
传递精彩夕阳红

“黄河在咆哮， 黄河在咆哮……” 今年8月22
日， 在龙潭湖公园中传出阵阵优美的歌声。 舞台
上， 来自体育馆路街道虹桥艺术团合唱团的队员
们正在一展歌喉。 尽管这些合唱队的成员中有多
位退休的老年人， 但是歌唱时的热情和专注度中
却透露着年轻人的朝气蓬勃。

今年60岁的张兰萍是这个合唱队的队长。 因
为年轻时就喜欢唱歌， 两年前她报名参加了合唱
队。 “听说社区有合唱队， 我就一直想试试。” 报
名后， 张兰萍迎来了入队前的 “考试”。 “别看我
们只是个业余合唱队， 但是考试、 排练这些可都
不业余， 很专业的。”

考查发音、 观察发声气息运用， 张兰萍回忆，
考试上刘声君老师的认真态度让她既敬佩又难忘。
很幸运， 张兰萍通过了考试， 正式成为合唱队的
队员。 结合声音条件， 她成为了高声部的一员。

“接下来就是和大家一起训练和表演。” 张兰
萍介绍， 每个周四上午9点到11点都是合唱队训练
的时间。 “队员们态度都特别认真， 都是准时来
参加。 还有我们的声乐老师刘声君， 都70岁啦 ，
还坚持给我们上课。”

通过一些日子的训练， 张兰萍不仅越来越喜
欢歌唱， 更爱上了这个团队。 “可以说， 合唱让
我们的夕阳红变得更精彩。 我不仅学到了不少声
乐知识， 还获得了很多登上舞台展示的机会。 心
情特别的愉快。”

不管是在训练中， 还是在演出中， 很多瞬间
都让张兰萍很感动。 “今年我们接到8月要在龙潭

湖公园表演的通知， 大家马上投入到排练中。” 张
兰萍回忆， 在大约半个多月的排练中， 队员们都
会保证出勤， 训练起来也特别卖力。

演出的日子临近， 因为服装不够， 需要有队
员做出牺牲放弃上台的机会。 这时， 队员李玉凤
马上接受合唱队的安排， 改为在舞台下负责为大
家看包。 “她没有一句抱怨， 欣然接受这个新任
务， 为大家做后勤工作。 我们都很敬佩她。”

不只是队员的相互理解， 社区文化中心的工
作人员也给了这个合唱队很大的支持。 “比如，
我们唱歌需要歌片儿， 社区文化中心的老师就会
帮我们准备。 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专心练
习。” 张兰萍说。

作为合唱队的队长张兰萍也尽自己所能， 为
队员们服务。 摆摆椅子、 准备电源……每周四固
定训练前， 她都会提前来到教室， 做好准备工作。
自从参加合唱队， 张兰萍已经参加了多次表演。
“有的是在社区， 有的是在剧场， 不少重大节日我
们都有表演的机会。” 她说， “退休后参加了这个
合唱队， 让我的生活更精彩啦。 在合唱上， 我学
会了如何正确用气。 锻炼了身体， 也收获了队员
们相互团结、 帮助的快乐。” 这几天， 张兰萍又和
合唱队的队员们为新的演出做着准备， 用美妙的
歌声传递着夕阳红的精彩和快乐。

“徐师傅， 你来啦？” 刚好在路边值班的首都
治安志愿者程淑英， 一看见徐玉英走过来便上前
打招呼。 她们都是朝阳门街道老年志愿者团队的
成员， 是志愿活动好姐妹。

程淑英今年73岁了， 之前是化工厂的一名职
工。 尽管她本身是一位老人， 但还不忘发挥余热，
贡献自己的一份爱心。 “去年我们大方家老年志
愿团队成立， 我跟很多姐妹就一起参加了。 别看
我们年纪也不小了， 但对高龄老人、 重度失能的
老人来说 ， 我们还可以做很多力所能及的事情
的。” 程淑英说。 这不， 在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
程淑英跟老伴还兼着首都治安志愿者的任务。 不
管每天的天气如何， 只要需要老两口值班， 他们
就会准时出现在 “岗位” 上。 程淑英和老伴住在
大方家社区几十年了， 对这里的人和物很熟悉 ，
平日里有大家都会相互照应。

一说起当志愿者， 队员郭桂云也打开了话匣
子。 快72岁的郭桂云拉着记者的手说： “咱们国
家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了， 我们老年志愿团队很有
意义。 我参加志愿者活动完全是为了给高龄老年
人提供帮助， 是心甘情愿的干这件事。 人人都献
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在大方家社区， 有一对夫妻八十多岁了， 没
儿没女。 有一次夫妻俩同时病了。 郭桂云知道后，
就经常上他们家看望， 问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 。
此外， 郭桂云还专门把个人电话留给了夫妻俩。
“当时我对他们说， 不管什么时候， 有事随时给我
打电话。 等我回家之后， 我跟老伴说了这件事，
老伴还夸我， 说我做的对，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全

力以赴。” 郭桂云笑着说， “我们是发自内心的。”
郭桂云心脏不太好， 平时都随身带着速效救心丸，
一方面为自己备着， 另一方面如果别人需要可以
急救。 结果还真是用上一次。

一次， 郭桂云跟老伴在大方家社区附近， 遇
见一位犯病的老街坊。 由于平时经常在一起聊天，
郭桂云知道她也有心脏方面的问题。 郭桂云赶紧
掏出速效救心丸， 给她吃。 之后， 郭桂云和老伴
便把她扶回去了。 老人家属立刻带着老人去医院
了。 后来得知， 医生说： “速效救心丸给的是非
常及时， 否则的话老人会出现危险”。

平日里， 老年人们在社区一起唱歌 、 跳舞 ；
当遇到需要帮助的老人时， 大方家老年志愿者便
会伸出援手。 大方家社区组织的包粽子、 包饺子
等活动， 总少不了困难老人的一份。 王淑敏、 杨
琳……在这个老年人志愿团队中， 大家彼此像一
家人一样， 相互照顾， 相互陪伴， 一起行走在志
愿者的道路上。

徐玉英走进大方家社区没多久， 便有一位穿
着志愿者衣服的老人走进来。 原来社区一位八十
多岁的老人摔倒了。 徐玉英知道这位摔倒的老人，
她老伴也八十多岁了， 膝下又无儿女。 于是徐玉
英和大方家社区书记立刻向她家的方向赶去……

愿用爱心
换来人间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