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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看点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
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随迁
老人近 1800 万，占全国 2.47 亿
流动人口的 7.2%，其中专程来
帮助晚辈的比例有43%。他们有
个共同的名字——“老漂族”。
这些“老漂族”也存在于我市
的各个社区街道以及乡镇，为
了帮助子女看娃，他们离开了
故乡，来到他乡，开始了带娃
生活。人生地疏、隔代教育、
异地看病、精神空巢……他们
几乎天天都要面临着生活中的
各种难题。

漂来的“保姆” 甜蜜
的“负担”

“儿子、女婿一个在服装加
工厂，一个在酒店做前台，孙子 7
岁了，平常在家中都是我帮着照
看。”家住云阳街道永福村的张
夕娥是贵州人，在丹阳“漂”了近
8年了。原先她与老伴在老家务
农，后来经营着一家超市，生意
一直不错。孙子一出生，她就抛
家舍业从贵阳黔灵镇安井村赶
来帮忙看孩子，在老家的老伴腿
脚残疾，身体一直不好，只能把
超市关掉歇业在家。

说起现在的生活，满脸愁
容的张夕娥叹气说，当初来到
丹阳，人生地不熟，由于听不
懂丹阳话，自己很少与邻居交
流，仅仅是见个面打个招呼。
早上，张夕娥6点起床，准备早
餐，让孙子吃饱吃好，送孙子
上幼儿园后去买菜；下午还要
洗衣、搞卫生和接孙子回来；
晚上，等孙子吃完饭整理收拾
后，就已经8点多了，接下来还
要带着孙子睡觉。有时候，孙
子睡得晚，她还容易失眠。张
夕娥坦言：自己到底是年纪大
了，身体也不如从前了，带娃
不轻松。说起自己的身体，69
岁的她表示，孙子出生后，她
因长时间抱着他而过度劳累，

颈肩部和腰部肌肉疼痛。特别
是遇到阴雨天就更加疼痛难
忍，彻夜难眠。“本想跟儿子儿
媳说说这事，但看到儿子儿媳
辛苦的样子，我还是把嘴边的
话又咽了下去。”张夕娥说，儿
子媳妇整天为工作忙碌，跟他
们也没什么交流，自己每天做
着重复的事，没有其他娱乐，
感觉就像是“局外人”，有时候
想老伴了，只能通过手机联
系，提醒老伴注意身体等。

张夕娥虽然来丹阳生活有
些年头了，但她的医保一直在老
家，所以她不能享受医保待遇。

“现在去门诊看病，使用外地医
保不能报销，包括买药等也一
样。假如住院的话，可以拿回去
报。”她说，以前她住院都是拿回
老家报，但现在没住过院，也不
知道是什么情况。由于在本地
没有医保，自己平时生病也都是
花钱买点药吃，勉强扛过去。

为了帮子女看孩子，晚年却
要背井离乡，虽说陌生的环境已
经慢慢适应了下来，但平日里她
还是喜欢在家呆着与孩子为
伴。因为乡音难改，不爱参加村
上的娱乐活动，平日里最大的爱
好就是看电视。在异乡的时间
长了，时常会想家。被问到以后
考不考虑回老家时，她叹了口气
说：“我来丹阳的年头长了，等孩
子以后大了，不用接送了，就可
以回去了。”

孩子不是全部的生活
忙里也要偷闲取乐

来自安徽蚌埠固镇县的程
秀珍阿姨，现住在陵口镇陵口
村中山路附近。儿子和儿媳在
同一家皮鞋厂上班，她现在接
送两个孙子，大的 8岁，小的 6
岁。来丹阳三年多的时间里，
每天把两个孩子送到学校后，
剩下的时间，她就在家为孙子
织毛衣、做棉鞋，还经常与附

近的邻居相约跳广场舞。“我在
老家的时候就喜欢运动，虽说
住在这里的时间长了，一直听
不懂这里的方言，但不影响我
与邻居的相处。”程阿姨说，她
自身性格开朗，喜欢与村上的
人打交道，大家都互相照顾，
非常友好，邻居还经常约她跳
广场舞。“现在天气冷了,邻居都
在家窝着，我偶尔也串个门和
他们聊会天。”

66岁的解广胜有着 3岁和 5
岁的外孙女。“两个娃都是我和
老伴带大的，两个人带小孩，
可以换换手，不觉得太吃力。
我们 2009年来到云阳街道东马
场村， 在这里已经 9年了，女
儿和女婿在路边经营着一家奶
茶店，生意还不错。”解大爷
说，外孙女老大和老二年龄相
近，带着她们有些吃力，但是
每天与孩子们在一块也其乐融
融。 虽说每天看护孩子，但是
二老却始终都会挤出时间来培
养自己的爱好。他们常常吃过

晚饭，就步行来到万善公园跳广
场舞。“晚上，我女婿就回来照顾
孩子，女儿一人忙生意，我和老
伴就能放松放松了。”解大爷认
为，虽说能够帮助子女带娃，但
孩子并不是他们全部的生活，养
育孩子，还是要靠父母。随着孩
子年龄增大，他们也需要父母的
新知识传导。作为老年人，自身
文化水平不高，跟不上时代步
伐，更不能整天围着孩子转，也
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
一片天地。

“老漂族”如何走出“寂
寞”

调查显示，城市里的“老漂
族”主要有以下三类人：一是农
村老人跟随子女进城；二是城市
老人跟随子女从一个城市到另
一个城市；此外，还有一部分从
不发达地方到发达地方的老年
务工者；出国帮子女带小孩的就
另当别论了。进城老人的年龄
一般在 60~70岁，主要在家里做

家务、带孙子孙女等，这些老人
比较多。有些是帮助进城打工
的子女看店帮忙的，也有些从事
家政服务等工作的。

针对“老漂族”的社会融
入问题，陵口镇陵口社区服务
中心的工作人员陈昌元说，社
区经常不定期举行各类活动，
只要在社区居住，不分户口，
都可以参加，他们也很欢迎。
他告诉记者，社区有很多从外
地来给子女看孩子的老人，有

“候鸟性”的，也有常驻性的，
但就参加社区活动来说，外地
老人没有本市老人的积极性高。

离开了农村老家，突然无
事可做，这最容易让人产生失
落感。老人应该走出家庭，学
习新东西，消除自身特有的无
助感，给自己找乐子。帮助子
女带孩子的“老漂族”，也要融
入当地老人群体，聊天交流，
与他们共同娱乐。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
物为化名）

“老漂族”的异乡带娃生活
本报记者 魏裕隆

本报讯（记者 魏裕隆 通
讯员 张建平）近日，我市玉汝
于成助学社负责人告诉记者，我
市一位退休民警，从有限的退休
金里拿出一部分，资助我市贫困
大学生的事迹。

今年65岁的殷俊，退休前是
一位基层民警。退休后，一次偶
然的机会，他得知曾经的高中校
友恽汝成创办了助学社，资助优
秀的贫困学子上学，他当时听了
后很感动。2016年，他主动与恽
老师取得联系，要求参与助学社
调查认证。他来到丹北镇某村
的贫困生家中进行走访了解，得
知该学生芳芳（化名）跟 70岁的
奶奶生活。由于父亲患尿毒症，
花去了很多治疗费用，母亲又突
然离家出走，不知去向。当时她
已考取了大学，正为没有费用上
学而发愁。了解到该学生家庭
情况后，殷俊决定资助芳芳上大
学。从 2016 年到 2019 年，每学
年 3000元，连续资助 4年。他不
仅按时把钱汇入助学社的账号，
还经常与芳芳进行沟通交流，关

心她的生活和学习，在殷俊的心
里，芳芳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
样。“我一有时间就发微信关心
她，问问她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最近听说她学习上又有了进步，
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公益活
动，我就很开心。”殷俊笑着说
道。

据了解，殷俊是一名有着40
年党龄的退伍军人。退伍后，他
来到了公安系统工作。在当民
警期间，他工作出色，不仅要办
理治安、刑事案件，还要负责社
区工作。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他“舍小家，顾大家”，把全部的
精力都倾注在了工作上，时时刻
刻都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想
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
群众之所需。他还曾多次被评
为丹阳公安系统先进工作者并
获得嘉奖。2014年 9月，因青奥
会安保工作成绩突出，荣立“二
等功”一次。作为一名退休民
警，他希望在退休后能够继续发
挥余热，情系贫困学子，为社会
传递一些正能量。

“挤”出退休金献出一份爱

退休民警情系贫困学子

图为程秀珍（右一）与儿子儿媳陪孙子娱乐 记者 裕隆 摄

银龄

近日，我市安康通延陵助
老员来到行宫敬老院开展冬
季送温暖活动。图为助老员
为老人泡脚后修剪指甲。（记
者 裕隆 通讯员 杨鹏 摄）

给爸妈多拍些照
蔡源霞

打开手机，里面的照片有儿
子的日常，有城市的风景，有露台
上的花草，有家里养的小猫，可父
母的照片却寥寥无几。自那以后，
我开始提醒自己给父母多拍几张
照片。刚开始的时候，父亲还好，
但母亲却有些抗拒。“不好看了！”
年过七旬的母亲指着自己的脸
说。“好看着呢！”我悄悄地在手机
里加了美颜，然后再把照片给母亲

看，她惊讶不已，没想到自己在手
机里竟然这么年轻。

当然，我保留下来的，是最真
实的母亲，在我看来都是最美的。
拍得多了，父母也不在意，于是我
的镜头下有了各种各样的他们，看
电视的他们，吃饭的他们，甚至争
执不休的他们……每一张都是那
样生动，每一张也都让我心头微
颤，我的父母，真的已经老了。

在给父母拍照的过程中，我
发现他们的头发比去年又白了些，
行动更加迟缓，甚至听力都差了许
多。原本，我以为自己是个很孝顺
的人，可是现在却发现，我所能做
的，除了记录他们的时光，便只有
多回家陪陪他们，陪他们呆上一
天，吃饭、说话，或者一起看电视。
仅此而已！

家事国事天下事，耳闻
目睹心里想，亮您观点，说您
想说，我们都愿倾听！

欢迎读者投稿《老人天
地》,可以是您的生活事、情
感事、隔代教育、人生感悟
等，字数在600~800字之间。

来稿请注明【真实姓
名+年龄+详细地址+邮编】

电 话 ：13912812976
（微信同步）

投 稿 邮 箱 ：wil-
liamz402@126.com

丹阳市地处富饶的长江三
角洲，自古以来就是久负盛名的
城市之一，这儿商贾云集，经济
繁荣，人文荟萃，文化兴盛，城内
各种文化设施齐全。随着现代
化进程的加快，清朝末年，丹阳
知县在城区兴建了丹阳历史上
第一个公园。公园位于城区中
心地带，即现在南至乔家巷，北
至公园路，东至北草巷，西至三
板桥的内河城沿，占地约三十亩
余。公园依山傍水，随地势而
建。公园内河水潺潺，河边杨柳
柔柔，古树林立，庭院深深，鲜花
芬芳，曲径通幽，受到旧时丹阳
人的广泛好评。

1937 年 12 月丹阳沦陷后，
公园成为日寇的兵营和养马
场。日寇经常出没于此残害人
民。一个个好端端的公园被践
踏得面目全非，人们恨不得将日
寇碎尸万段，以解心头之恨。

1945 年 8 月日寇宣布无条
件投降，丹阳人民同全国人民一
样重见光明，普天同庆。民国政
府派来人员来接收时，人们寄予
厚望，希望饱受战争创伤的城市
能重建，人民能安居乐业，过上
美好日子。然而，国民党政府只
知道搜刮民脂民膏，那些散兵游
勇无恶不作，以致人心惶惶，不
可终日，过安稳日子的期盼成为
泡影。这时公园的各项设施仍
损坏严重，杂草丛生，满目凄凉，
只有少数古树犹存，残留一座楼
房。幸运的是珍贵的文物唐中、
铜钟和镶嵌在围墙中的石碑虽
满身污垢却未曾遭劫。国民党
政府在园中唐中和铜钟残亭的
东侧，建起了一座抗战胜利纪念
亭，残留的那楼房成了民众教育
馆。此时的公园游人几近绝
迹。只有城中的中小学学生开
运动会才会借用此处的广场。

1949年 4月丹阳解放，党和
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忙于发展生
产，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限于
人力物力，对饱经沧桑的公园无
力修葺重建。为了人民防病治
病的迫切需要，将公园改建成丹
阳县人民卫生院。园内的文物
保存在当时的文化馆中，待日后
条件具备之后建造新的公园供
人游览。

1964年，丹阳在人民医院的
后面建起了人民公园，占地有百
余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又修
缮了千疮百孔的万善塔，1996年
又围绕万善塔身建起了名闻遐
迩的万善公园。当时四周建有
仿古城墙城堡，购票方能入门游
览。到了新世纪，拆去了仿古城
墙和其他不必要的设施，园址扩
大近百亩，成为了一座开放型公
园。

如今的万善公园集自然景

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它以万善
塔为中心，各个景点如众星捧月
般环绕四周。万善塔是园中的
主角，古色古香，自明代起就巍
然屹立于城市的东方，雄伟壮
观，万人瞩目。塔下有古色古香
的雅室，飞檐翘角，窗明几净，有
曲廓相连。和塔相邻的山岗林
木苍翠欲滴，山崖临水的一面是
一个风光不同凡响的景点，名曰

“凤谷鸣琴”。凤谷建有渡壑廊
桥及“桐音阁”，山坡植树以梧桐
为主，寓引凤凰来此栖息。清澈
的河水之中，建有一艘绚丽夺
目、宽敞明亮的石舫，置身于其
中，有“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
里芰荷香”的惬意。

城市西北角的人民公园也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得更加宽
广开放。这里百花吐艳，树木茏
葱，空气清新，环境整洁，游人络
绎不绝。园中醒目处那精致典
雅的华亭之中，安置着古文物唐
中和铜钟。形体宽大凝重，是稀
世珍宝。北面花木扶疏的山岗
之上，建有一座亭台，是观景休
闲的幽静之处，整个园林能尽收
眼底。北有碧波粼粼的小桥流
水，对面沿岸有热闹的街市，情
景交融，令人心旷神怡。在公园
的东南角，建有篮球场、乒乓桌，
爱好球类的游人可一显身手。
弈棋、打牌也有固定场所，老少
各取所需。

在城市的东南、西南，近几
年又建设了丹凤主题公园、凤凰
山遗址公园……公园是伟大祖
国壮丽山河的缩影，不仅给人以
美丽的享受，更有一份沉甸甸的
深情厚谊。

40年，弹指一挥间。那些记
忆中逐渐淡忘与远去的故事，在
回眸时又清晰再现。笔者记忆
中的“家账”见证了 40年走过的
难忘岁月。

1978年初，我家生活十分拮
据。为此，我想出了记“家账”这
招儿，由此尝到了甜头。都说改
革开放变化大，我用“家账”见证

“巨变”来说话。
1982年，村上实行联产承包

责任制，我家分到6亩责任田，除
了上交公粮外，还余 500 元钱。
这一年，我花 150元购买了一辆

“永久”牌自行车，村上年轻人都
很羡慕。这辆自行车就是我全
家的运输工具，帮了大忙。

1985年，村上推行“双层经
营，统分结合”，收入又增加了。
这年，我支出 450元购买了一台
12寸的“金星牌”黑白电视机，实
现了“电视梦”。接下来，村上好

多人家也都竖起一根根天线杆，
黑白电视机开始普及了。但没
过几年，天线杆不见了。原来，
随着电视的普及和更新换代，电
视机已由有天线变成了无天线，
由有线变为数字，由立体变为智
能，由黑白变为彩色，由小寸变
为大寸，由笨重变为液晶......对
此，“家账”中都有详细记载：
1986年买 14寸“金星”黑白电视
机支出560元；1993年买19寸彩

电支出 1500 元；2013 年买 29 寸
平面直角彩电支出2300元；2018
年拆迁装新房又新买 65寸液晶
彩电支出10000元。电视机售价
越来越高，屏幕越看越清晰，电
视节目也越来越多了，表明生活
也越来越好了。

再从“家账”看“价比”：1980
年前，猪肉每斤 0.75元，大米每
斤 0.14元，按当时一般工作人员
的工资，每月能买猪肉 30斤，大
米200多斤。而现在我一个人的
退休工资，一个月可买猪肉近
500斤或大米 2700多斤，老百姓
得到的实惠太多了。我又翻开
1998年 8月的一页账单，上面记
着我花 1500元买了一辆电动车
让孩子们骑。可没过几年，电动
车又落后了，只好卖“荒”了，
2014 年支出 8 万余元新购进一
辆小汽车，更方便了。

这些年，我的“家账”虽然还
在记，但记的已不是零头小数。
家乡拆迁款百万多元，减去购房
款，还多几十万元，装修新房 20
万元。昔日的家乡善巷刘家村，
如今已蝶变为繁华的吾悦广场，
我们全家也住进了新开发的“汇
金天地”小区，过上既舒适又幸
福的美好生活。

40年来，国家巨变，丹阳巨
变，家乡巨变，令人印象深刻。
而我家的“家账”见证“巨变”，就
是改革开放 40年来发展变化的
一个小小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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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公园的变迁
■ 马越

“家账”见证“巨变”
■ 刘联芳

○城市记忆○

在丹北镇后巷南部，有一
片丘陵山地，最高峰名为嘉
山，是丹阳最古老的名山之
一，海拔虽然只有 149米，却
是“横卧长江边，壁立千仞，
状如伏牛”，山势逶迤，颇具
特色。山的南部山明水秀，幽
雅清闲，郁郁葱葱，这里有座
名噪千年的古寺——嘉山寺，
距今已有 915年的悠久历史。
嘉山南麓的朝东毛家，是个十
分美丽幽静的小山村。从前，
有一户人家的山墙边头，有半
只被废弃的石臼。这半只石
臼，已经说不清有多少年代
了。年年风吹雨打，代代日晒
夜露，从来也没有谁注意过
它。

有一天，一个识宝的外乡
人从此路过，看到了这半只石
臼，大为惊奇！马上愿意出高
价向主人索买。

主人疑惑地问：“一块毫
无用处的废石头，如何值得这
么多钱？”

识宝人说：“嘉山内有一
座宝库，库里有许多珍宝，这
半只石臼，就是那把开启宝库
大门的钥匙。”

主人听后心里盘算，既然
这钥匙能打开嘉山宝库的大
门，那么得到的珍宝当然比卖
石臼的钱要多得多。于是，他
拒绝了识宝人的索买。

识宝人走后，石臼的主人
马上捧着这把神奇的“钥匙”
来到了嘉山下面。他把这半只
石臼插入山坡上的一条石缝
里。突然“轰隆”一阵巨响，
石壁上开了一扇很大的石门，
门里是一个很大很深的洞穴。
但洞穴里看不到有什么珍宝，
却有 18 个像罗汉一样的人。
这些人一见到亮光，便一齐向
洞口飞扑过来。石臼的主人大
惊，吓得回头就逃。这时只听
见背后又传来一阵巨响，石门
重新关闭了起来，山坡恢复了
原来的样子。

过了一段时间，识宝人又
来到山村，问及主人开启宝库
的情况，主人如实相告。识宝
人听后，非常遗憾地说：“您
错过机会了，那 18个人就是
珍宝，那是 18个金罗汉呀！”
石臼主人不相信，说：“哪
里，那是18个人。”

识宝人诡秘地笑笑：“你
只要在洞口处撒上三担三升的
黄豆，罗汉出来时就会纷纷滑
倒。一旦他们跌倒在地上，就
会马上变成金身，再也不会动
了。”

石臼主人听后十分懊恼，
他明白，是识宝人有意给他留
了一手。

识宝人又问：“那半只石
臼呢？

主人告诉他：“一齐被关
在石门里面了。”

识宝人遗憾地摇摇头，叹
了一声大气，无可奈何地走
了。此后嘉山宝库的石门，就
一直紧紧地关闭着，再也没有
人能打开过。

○民间传说○

嘉山宝库的传说
■徐荣根 贾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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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万善公园外景。 记者 显春 摄 人民公园内的唐代铜钟

○岁月回眸○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善巷刘家村

如今的善巷刘家村所在地已
成为吾悦广场的一部分2000年的善巷刘家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