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又画上
了圆满的句号。 经过短暂团聚的
年轻人纷纷离开家人， 奔赴工作
岗位， 开始新一年的忙碌。

那些留守在深山里的老人们离
开儿女的照料将怎样度过他们生
活不便、 孤单寂寞的晚年岁月呢？

近日， 本报记者驱车120公里
来到密云区，探访了这样一个致力
于解决老人养老问题的幸福晚年
驿站。 车颠簸了数小时，终于停在
了四面环山的密云区石城镇黄土
梁村， 与天寒地冻的户外不同，记
者跟随着工作人员走进密云黄土
梁村幸福晚年驿站后，立刻感受到
了浓浓的暖意。 这里的老人每天有
便捷舒适的生活， 平时有人照料，
过节、过生日有人问候，老人们的
脸上常挂着幸福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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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人提供丰富多样养老服务

虽然已过了春节， 但山里的寒风
依然凛冽 。 车一圈圈在山路上盘旋 ，
北风打在脸上， 像刀割一般的疼。 车
终于在密云区石城镇黄土梁村停下了。
走进一个胡同， 记者看到一块牌子上
写着 “密云黄土梁村幸福晚年驿站”，
橘色的牌子白色的字， 分外醒目。 黄
土梁民俗旅游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孙
燕山在这里接待了我们。

“幸福晚年驿站， 就是为居住在本
辖区内60周岁以及以上有需求的老人
提供短期照料、 居家服务、 精神关怀
以及信息管理等服务， 让老人在这里
安度晚年。” 孙燕山介绍。

幸福晚年驿站的成立还有一段故
事。 37岁的孙燕山是黄土梁民俗旅游专
业合作社的理事长， 在前些年的时候，
他带领村民研发特色美食“羊六宝”，带
动了全村54户102口人的民俗旅游的发
展。 在2014年底的总结大会上，孙燕山
提出村民的日子富裕了，应该惠及村里
的老人。 于是，2015年5月份，黄土梁村
幸福晚年驿站开始建设，2015年9月中
旬正式开始运营。

“虽然村里民俗旅游发展得好，但
是村子四面环山，年轻人不是去了密云
县城，就是去了北京市里发展，村里剩
下的老人多。 冬天水管要上冻，老人取
水不方便。 此外吃饭、洗澡、交水电费 、
生活自理以及空虚孤独等问题都很
严重，我们的幸福晚年驿站正是致力于
解决这些问题，为老人打造温暖温馨的
居家养老环境。 ”孙燕山说。

每间卧室都配备了独立的卫生间

驿站左边挂了一块宣传底板 ， 上
面写着 “幸福晚年驿站服务规范”， 服
务内容很多 ， 比如为老人提供助餐 、
助浴 、 理发 、 代买代缴 、 托老服务 、
上门打扫卫生、 开展洗衣服务等。 此
外还有健康服务、 精神关怀服务， 内
容十分丰富。

记者走进了老人的卧室 ， 每间卧
室大约有20多平方米。 米色的地板砖
一尘不染， 米色的床上被褥叠得整整
齐齐， 每个卧室都配有独立的卫生间，
卫生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为了方便老
人洗漱， 水槽和水龙头都设置得比较
低， 马桶旁边有辅助的不锈钢扶手。

据孙燕山介绍， 像这样的院子一
共有两处， 一共360平方米， 有11个卧
室， 目前住了11位老人。 幸福晚年驿
站为老人提供几个方面的服务： 首先，
有生活服务， 包括老年餐桌、 托老服
务、 代买代缴、 洗浴、 理发； 第二有
家政服务， 包括上门打扫和洗衣服务；
第三是精神关怀， 比如在老人生日当
天， 通过电话或上门等方式问候老人，
还有节日关怀、 老人交友、 文化娱乐
等 ； 第四有健康服务 ， 包括量血压 、
血糖， 突发情况上报镇卫生院。 此外
他们还与镇街卫生部门签订协议， 每
周组织老人做基本体检， 为老人建立

健康档案等。
孙燕山说， 除此之外 ， 服务人员

每天还要协助老人穿脱衣服和如厕 ，
定时叮嘱老人用药 ， 定期清洗、 更换
床单和衣物等。

“我们在这生活得很舒服”

“我们一起唱 《东方红》 吧！” 十
余位老人正聚在院子里准备唱歌。 而
59岁的本村村民何海云正在 “指挥”。

幸福晚年驿站一共有3名工作人员，
何海云就是其中一位。 他们每天要根
据老人们的喜好准备可口的饭菜， 一
般有米饭、 馒头、 花卷、 油饼、 炖肉、
煮鸡蛋、 白菜、 萝卜、 土豆等软和的
食物。 此外， 要定期为老人清洗床上
用品 、 衣物 、 为老人理发 、 洗澡等 ，
还会教老人做操、 唱歌、 画画， 逢年
过节， 还会组织文艺演出， 丰富老人
的业余生活。

“这里住着舒服啊！ 冬天有暖气，夏
天有风扇，吃的也好，又不用做饭、洗衣
服，还有一群老伙伴们一起打牌、唱歌、
做操、聊天，真棒！ ”75岁的王福云乐呵
呵地对记者说。

王福云老伴过世， 有两个儿子一
个闺女 。 孩子们成家后都在外打工 ，
她以前都是一个人住。 家里的平房冬
天很冷， 取水也不方便。 虽然孩子们
常回来看她， 但是生活不便、 孤单寂

寞仍是她最大的困扰。 如今搬到幸福
晚年驿站后， 生活便利多了。 她爱说
爱笑， 爱唱歌， 爱画画。 谈话间， 她
一边轻声哼唱起了 《常回家看看》， 一
边认真画着画。 虽然画作看起来并不
精妙， 但王福云沉浸在其中的快乐神
情深深感染了周围人。

“能吃现成饭， 一个人住一个屋 ，
还有24小时热水， 我和老伴在这里过
得挺好！” 年龄最大的孙伯云含混不清
地对记者说。

今年92岁的孙伯云和86岁的老伴
赵连英都住在幸福晚年驿站。 他们家
里有两个儿子四个闺女。 之前一直跟
儿女们生活， 但是住不惯楼房， 也怕
给孩子们添麻烦， 于是他们就来到了
幸福晚年驿站。

“每到逢年过节都会有联欢会， 此
外吃饭、 洗澡、 理发都有人帮着， 冬
天暖和， 一大帮人聚在一起有说有笑，
开心啊。” 赵连英对记者说。

据孙燕山介绍， 除了常住的老人，
幸福晚年驿站还会为村里的老人提供
各种便利服务， 很多服务都是免费的。
比如凡是本村60岁以上的老人， 每周
都可以来幸福晚年驿站免费洗两次澡。
幸福晚年驿站还免费为老人代缴各种
水费 、 电费 ， 为老人上门打扫卫生 、
理发、 进行健康管理等。 此外， 还会
定期组织一些联欢活动， 让老人们热
闹热闹。

记者们在这里看到 ， 老人们聚在
一起， 有的在唱歌， 有的在画画， 有
的在活动手脚， 有的就在闲聊， 冬日
暖阳透过玻璃天顶照抚着他们， 他们
脸上挂着温和、 慵懒的笑容。 对生活
环境的满意， 让他们浑身散发着快乐
的气场。 “住在这里很得劲儿”， 老人
们用满脸的笑容表达他们的满意， 这
一处小小的 “幸福晚年驿站”， 让远离
子女、 深山里的老人享受着温馨、 舒
适、 美好的晚年时光。

洁净的生活环境 、 可口的饭菜 、
便捷的生活照护 、 贴心的精神安抚 ，
幸福晚年驿站正以贴心的服务让老人
们安度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让老人安度幸福的晚年时光
———密云黄土梁村幸福晚年驿站养老服务纪实

□本报记者 余翠平/文 于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