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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爷大妈领着年轻人一起玩
浙江金华 85 岁的景香 拜下风。最近景香芬沉迷跑
芬在当地的年轻人跑友圈里 “大圈”
，
每天早晨和傍晚都要
火了，因为坚持跑步“打卡” 出来跑一跑，
来回的距离加起
近 40 年，很多年轻粉丝慕名 来竟有将近20公里。这距离，
来陪跑，
“小年轻们都说我是 能跟着跑完的人寥寥无几。
他们的精神领袖”
。
办英语角，
培养出世界名校生
像景香芬一样的银发
“导师”不在少数，他们能跟
每周五晚上，在重庆的
年轻人玩在一块，因为有才 一家肯德基，一群美女帅哥
艺，有魅力，逐渐在圈子中掌 聚到一起，他们用英语快乐
起大旗当上
“代言人”
。
地交谈、
游戏。
这是一个英语角，发起
全城跑友圈都奉她为
“领袖”
人是 72 岁的彭中。作为一
每天早上 4 点半，景香 名海归老人，彭中 2001 年从
芬开跑。随着天色慢慢变 美国回家乡重庆养老。当
亮，她身后的年轻跑友慢慢 时，无所事事的他跑去一所
增多，
“奶奶，您带我跑一段” 英语学校教学。每个周末，
“您是我的榜样，跟着您跑才 学校会组织一个英语角让学
生聚在一起练习口语。后来
能坚持下去”
。
如今，全城的几个比较 学校关闭后，彭中把英语角
大的跑友群里，大家争相上 保留了下来。为了提升英语
传景香芬晨跑的照片，以此 角的人气，彭中除了自掏腰
互相鼓励。很多年轻跑友为 包复印学习材料外，还经常
了能跟“偶像”跑上一段路 举办聚会和演讲比赛，并自
程，特意将闹铃从 5 点多调 己出钱给大家买奖品。
到凌晨 3 点多。
除了日常口语培训，英
很多年轻人对景香芬甘 语角每年还要举办四次大型

活动——春节聚会、情人节
聚会、圣诞庆和周年庆。
“快
乐英语角”的影响力越来越
大，很多来重庆的外国人或
游客也会到这里和大家进行
交流。十多年来，
从英语角走
出去了耶鲁大学的高材生、
中
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主持人、
新
华社国际部记者、维和警察、
新航空姐……
这些年，
彭中从英语角中
收获最大的是成就感，
“哪怕
我在他们身上只起了 3%的
作用，
我心里也特别高兴”
。

中老年服装产商都找她去拍
摄外景，
“ 最忙的时候，我一
天飞了 3 个地方拍摄”
。
在模特圈待的时间长
了，严之华接触到了很多 90
后和 00 后模特，也跟很多年
轻模特成了好友。因为年轻
模特体量大竞争大，
很多人有
时连着几个月都没
“生意”
，
不
少人便请求严之华带着去拍
摄现场打下手。有一次，严
之华一上午要拍摄 100 多套
服装照，她就建议让同去的
小卢化上老年妆，戴着白发
头套扮演老年模特，拍出来
开工作室，
帮年轻模特找市场
的效果让商家也很满意。
在江苏苏州的平面模特
后来，严之华成立了一
圈，61 岁的严之华占有一席 个工作室，除了她一个老“麻
之地。爱美、喜欢穿旗袍、精 豆”
，
其余 6 个全是年轻模特，
通电子设备的她，
5 年前在逛 “我给她们介绍和分摊拍摄
淘宝时，碰到一些商家正在 业务，
大家一起 AA 支付工作
招聘中老年“麻豆”
（模特的 室的场地等开支”。因为抱
意思）。于是，她便把自己的 团在一起，工作室的业绩比
照片发送到“淘女郎”平台 单干时的总和多了三四倍，
上，没想到许多商户看了后 “她们都叫我大姐，把我当家
要跟她签合约请她当产品模 人，我跟她们在一起更加年
特。很多外地的珠宝、帽子、 轻快乐”
。
（本报记者鲍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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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农屋”
圆城市退休族田园梦
本报讯 随着近年来旅
居养老、田园养老的兴起，各
地政府开始探索“共享农屋”
养老模式，以满足城市退休
族的归园田居梦。
在浙江金华市磐安县，
当地政府组建了共享农屋服
务中心，将农村闲置住房通
过互联网等，与城市租赁住
房需求对接。当地的“共享
农屋”比较集中，看起来像是
一个小区，由服务中心统一

开发共享菜园、共享洗衣房
等基础设施。城市老人只要
花费 400 元/月/间的价格即
可拎包入住。
在江苏南京栖霞区，
部分
村庄将闲置农房租给企业，
由
其统一打造成养老院，
提供给
当地及外来老人进行
“田园式
养老”。经过打造，这些农房
变身大型田园养老社区，
可为
入住老人提供包括家政服务、
日常照顾、康复护理、精神慰

当然，田园养老最让人
担忧的便是医疗问题。对
此，广东珠海的一些村委会
和社区还为农家接入医疗服
务，当地村居社区门诊会定
期派医生到这些家庭巡诊，
如有需要还可以为老人安排
转诊。当地在外做家政保姆
的村民还把城中雇主带回农
家居住，许多雇主最终选择
一同留在乡村养老。
（文/ 苗
露 马道军 陈治家）

想，想建一座以“大观园”为
原型的微缩景观。虽然他平
时会干的活儿挺多，但有些
技术还得从头学起。捏面
人、做木工等都得边干边学，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 大观
园”
微缩景观终于建成了。
有了建造“大观园”的经
验，他决定完成以《红楼梦》
为主题的微缩全景。3 年过
去了，他已建造房屋 70 所，

面人和家禽 800 多件，亭子、
小桥等景观 200 多座，花草
树木 1000 多株……这些元
素组成了“黛玉葬花”
“ 晴雯
撕扇”
等 100 多个故事场景。
微缩景观建成后，社区
居民经常组团前来参观。
刘振元计划下一步将屋子
收拾一下，把他的家变成一
个公益性家庭展馆。
（文 、
图/张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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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中的脊梁
是最坚强堤坝
江苏要求养老机构
提供中医服务
本报讯 江苏省卫生部门
日前出台文件，
明确提出，
60%
以上的养老机构能够以不同形
式为入住老年人提供中医药健
康养老服务。另外，所有二级
以上中医医院均应设置老年病
科，与养老机构开展不同形式
的合作。
（文/李昆）

台风暴雨天
要提防中风
本报讯 在高温天里如
遭 遇 台 风 暴 雨 天 气 ，温 度 下
降速度较快，中风风险更高。
因为天热时人出汗多、饮水不
足，血液变黏稠，突然降温会
引 起 血 管 收 缩 。 对 此 ，老 年
人要提前做好保暖等工作。
（文/经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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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观园搬到家中

痴迷红楼巧筑梦，此
身原是梦中人。
黑龙江哈尔滨 67 岁
刘振元从小喜欢美术，年
轻时读过《红楼梦》，其中
的情景和人物给他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2014 年，
刘
振元和老伴每天看电视剧
《红楼梦》，
这一看不要紧，
竟然上瘾了，一个月内看
了两遍。于是，他突发奇

9

每周一、
周四出版

读者服务电话

咔嚓一下

藉等综合性的服务。
而在湖北武汉，政府主
导并推动“市民下乡”活动，
鼓励城市中老年人租用空闲
农房休闲养老、创业等。不
少企业退休老人和同事好友
一起抱团入住养老山居，养
鸡种菜。58 岁的甄桂梅在 3
年多前便和老伴租下一处院
落，散养了数百只土鸡土鸭，
还将村民的土特产带到城
里，
一边养老一边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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