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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李茁 版式编辑 周双 责任校对 彭扬

本报记者 秦慧英 李立川

似乎一夜之间，养老成了大家最为关注的
话题。 我们终将老去， 明天我们如何养老？近
日， 长沙县青松老年公寓党支部被中央授予
“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也是
全国唯一一个民办养老机构获此殊荣。

它的创办人杨松青，更是曾经的“推动中
国健康养老十大爱心人物”、“中国时代新闻人
物”，并入选“中国好人榜”……11月16日，我们
带着好奇走进了这150多位老人生活的家。

杨松青并不如他的名字一般高大 ， 娃娃
脸，总是笑容满面，眼睛黑而有神，似乎潜藏着
一股力量。

“做养老，光有爱心远远不够”

杨松青开办老年公寓，在外人看来，有点
“一时冲动”。

“2009年的一天 ，在电视里看到一位孤寡
老人在家‘老’了，过了四五天才被人发现。当
时心里被狠狠地戳痛了。”这一“戳”，让杨松青
从当时红火的幼儿园行业转入了养老行业。

“实际上当时也还是有赚钱的想法，我总
觉得老年产业应该大有可为。” 杨松青并不避
谈当时赚钱、公益两不误的初衷。

转让3所幼儿园，卖了一栋房子，租楼，招
人。一番筹备之后，青松老年公寓正式开张了。
但事情却远远超乎他的想象。

杨松青一口气请了一二十个工作人员，到
开业了却还只有一位老人。老人患有重病且神
志不清，屎尿全在自己身上。不出三天，请来的
人吓走了一半，留下的也是人心不稳。

这一当头棒喝，让杨松青有点发怵。“人难
请，事难做，老人难护理；当地百姓怕老人死在
这里，不理解；甚至还有家属也难招呼……我
当时真的打过退堂鼓。”不过，内心向善的力量
让杨松青坚持了下来，“我不能撂下人不管啊，

谁老了不会有个三病两痛？ 别人不愿意做，我
们自己做！”

一天七八次的卫生清理 ， 喂饭洗脸 、 抹
澡洗脚、 帮助老人大小便……杨松青都亲自
示范， 不嫌脏累。“其实只要克服心理障碍就
没什么难的了。我把他们当我亲爹妈，对自己
亲爹亲妈有什么不能做的？” 杨松青腼腆地笑
着说。

正是这种坚持， 公寓里老人越来越多。如
今，青松老年公寓里住了150多位老人，外面排
队的还有100多位，有的老人为了一个床位，一
等就是半年。

这也折射出当前养老难的现状 。“3年来 ，
我们共接待了四五百位老人，但仅长沙县60岁
以上老年人已超过了14万，而所有养老机构床
位总数才1500张左右，床位缺口巨大。”杨松青
希望养老产业能尽快步入正轨。

“做养老，需要很大的爱心，老人病了 、瘫
了，照顾起来很麻烦，端屎端尿的事情，很多儿
女都不愿意做，你没有爱心哪里做得了？但光
有爱心远远不够。” 杨松青说， 目前公寓勉强
能维持收支平衡， 很多好的想法都需要资金
的支持。 但是， 国家关于老年公寓的具体政
策尚在明确之中， 有些优惠政策还比较模糊。
这也是很多民营资本徘徊在养老行业边缘的
原因。

“我本来有3个崽， 现在有4个
崽，杨松青就是我的满崽！ ”

采访中，一位老人笑呵呵地走进来，一定
要跟我们聊聊他的“满崽”。这位76岁的老人名
叫鲁石凡， 脸色红润， 看上去身子骨很硬朗。
“我进来的时候可是拄着拐杖呢， 你们看我现
在！”老人得意洋洋地拍着胸脯。

“我本来有3个崽，现在有4个崽，杨松青就
是我的满崽！3个崽都要接我回家， 我不回，这

个崽屋里最热闹！”说起杨松青，鲁爷爷又是拍
大腿，又是竖大拇指，讲到激动处，忽然从兜里
掏出一叠纸来，说是他的心得。里边细细总结
了“青松十二好”以及杨院长做的各种好事，16
开的纸整整写了7页。

杨松青笑着说：“鲁爹爹现在是我们的党
支部书记，我们坚持‘党管公寓’，每周都会收
到党员们自发写的心得、建议等。”

“党管公寓”是杨松青的一个创举 。“现在
的老人们真正缺吃少穿的很少，他们真正缺失
的，是一份精神慰藉。”他申请在公寓里成立党
支部 ，30多名老党员找到了他们的 “红色娘
家”。发展新党员、开展党组织生活，成立“夕阳
红”演唱队、腰鼓队……支部活动有声有色。有
老人过生日，自己的演出队又唱又跳，热热闹
闹，寿星们乐不可支；最美夕阳红，在支部的关
爱下，5对老人来了一次浪漫的银发之恋。我们
还发现，在老人们写的心得里，大家不约而同
地用到了“美妙”、“幸福”等字眼。

面对员工，杨松青出不起高工资 ，但最脏
最累最难的活，他和妻子王小灿自己做；请的
员工大多家庭困难，住处偏远。每到过年，不管
天气多恶劣，路多难走，他都要亲自开车送每
一位员工回家，上班时再一个个接回来。黄明
芬告诉记者，她的丈夫做了脑瘤手术，偏瘫在
床，杨松青亲自把她丈夫接到老年公寓，让他

免费住着，逢年过节还送去慰问品，说及此事，
黄明芬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们也许还不够专业 ，但绝对够真情 。”
别的养老院收人都要看条件，先体检。杨松青
不设任何门槛， 现在的这群老人中，80岁以上
的占到8成多，一半属多病、瘫痪等需要护理的
老人。

杨松青还开设了非常人性化的 “临终关
怀”服务。老人病危时，他和员工们一起守在老
人床前， 细细照顾， 让老人洁净 、 安详地离
开。 83岁的宋少林老人突然发病去世 ， 当时
他身边只有七十多岁的老伴和一个孙女 ， 他
主动当起了孝子， 照顾老人穿上孝衣 ， 并帮
助料理后事。 “很多人忌讳这些事情，但我们公
寓里那些没有儿女的孤寡老人去世后，都是杨
院长当孝子。”

“给，远比拿更幸福”

开办了几年的养老公寓， 如今的杨松青，
一心想的是和老人们一起的幸福生活。“如今
还真没有什么赚钱的概念了。别人可能光看到
了我的付出，但其实我得到的快乐更多！”杨松
青的脸上，颇有几分天真和烂漫。

不过，鲜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个从小缺爱
的人。刚出生三天，他便被亲生父母卖到长沙，

7岁又再失养母， 最羡慕的便是同龄的孩子和
亲生父母在一起其乐融融的场面。“可能正是
缺少父母的爱，所以一直在寻找爱。”在这些老
人们身上，杨松青找到了一种单纯、真性情的
爱。

“人家说‘老小老小 ’，老人们也需要像孩
子一样哄着才行。”一天晚上，一位老人硬是闹
着要喝豆腐花，杨松青开着车跑到长沙城里找
了半天，买回了豆腐花，老人家才停止闹腾，像
个孩子般破涕为笑。为了找份军事报、找个老
式的电饭锅配件而满城跑，对杨松青来说都是
常事。

老人们最喜欢喊杨松青做满崽， 他生病，
老人们四处给他找土方，送土鸡蛋；感恩于他
的善举， 黄明芬28岁的女儿带着她的婆婆和几
个亲戚， 一起加入了青松老年公寓的员工队
伍……在杨松青心里，这些都是“无法用金钱
来衡量的幸福与满足”。

而更让杨松青激动的是 ， 他的给予和付
出，不但得到了老人们的一致赞许，也引起了
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青松
老年公寓的发展，高度肯定杨松青和员工们的
孝心和爱心。在长沙县工商联等单位的多方协
调沟通下，目前，长沙县委县政府还为其解决
了50亩新院用地。

“我的梦想，是让更多的老人过上更幸福，
更从容，更有尊严的生活。”有了政府的支持 ，
杨松青更加自信，他要建设一个养老床位超过
1000张的公寓， 并引入更现代的管理方式。现
在公寓免费接受了15位生活不能自理、 智障、
智残的老人，另外一些困难家庭，他只是象征
性地收一两百元钱，他希望到时候能有更多的
老人享受到他“福利办院”的好处。

“孩子们那种朝气与活泼，大家都很喜欢。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老人们比大家看到的要
更可爱。”杨松青说，“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爱，但
其实，给，远比拿更幸福，当你付出爱的时候，
对方看着你的眼神也会写满爱和感激，这便是
最大的回报了。”

■专题新闻部主办
■本期策划 李志林 本期主编 刘银艳
■电话： 0731-84326432
■邮箱： 31207316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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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银发危机悄然而至，谁能解读老人们眼神中的落寞、孤独与恐慌？

一个40岁的男人，从小就缺少爱，一直在寻找爱，可他在追寻爱的旅

途中发现，给予爱，远比得到爱来得更加幸福。他创办的老年公寓里，病

瘫、痴呆等不能自理的老人，占到七八成之多。当初拄着拐杖进去的老人，

许多已经行走自如；当初忧愁孤寂的眼神，如今绽放出满足幸福的光彩。

他们用从未用过的“美妙”一词，形容现在的生活，并将这生活归功于青松

老年公寓院长杨松青。

爱是“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杨松青：

青松老年公寓的老人们最喜欢和他们的“满崽”杨松青拉家常。 本报记者 秦慧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