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月25日 星期四
版式编辑 彭婷

10

“文化养老”：创造绚丽多彩老年生活
———康乃馨养老产业集团的探索与实践

胡光华 李黎峰 陈俊鹏 吴丽娟

中华文明孕育了丰富的孝亲敬老文化并形成了独特的养老模式。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关键时期，努力让老年人
安享晚年已成为全社会共识。作为湖南教育报刊集团旗下的核心企业，康乃馨养老产业集团（以下简称康乃馨）努力创新
现代养老文化，探索构建“文化养老”模式，以引领现代养老事业。这篇采自康乃馨的报道真实记录了他们的探索和实践。

现代老年生活差不多占人类寿命的四分之一。创造积极健康的老年生活对于人的一生来说至关重要。康乃馨创新的
现代养老文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养老”模式，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尝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
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
事业和产业发展”，这是新时代党中央向
全社会发出的开创养老事业新局面的要
求， 也进一步增强了康乃馨不断探索和
完善文化养老模式的信心和决心。

2017 年 3 月上旬，副省长向力力
专程调研湖南教育报刊集团， 对康乃
馨探索构建以文化为内核的健康养老
模式给予充分肯定。 向力力说：“湖南
教育报刊集团是省管国有文化企业，
是康乃馨的母公司， 一群文化人出来
搞养老产业，一定要体现文化的内涵、
品位，既承担老有所养的社会责任，又
实现老有所乐的追求， 走出一条超越
传统养老企业的路子， 形成并不断拓
展康乃馨的核心竞争力。 ”

作为康乃馨文化养老产业的积极
推动者，湖南教育报刊集团总经理熊名
辉表示：“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着力，一
是通过‘文化 + 养老’，推动文化与养
老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教育报刊集团
转型升级、拓展主业领域，打造文化服
务产业链。 二是通过‘养老 +文化’，提
升健康养老的服务品位和质量，让老年
人充分乐享老年生活，形成中国特色的
敬老孝老养老体系。 ”

“康乃馨始终围绕构建现代养老文
化并以此推进‘文化养老’新模式这一
核心问题的探索，逐步形成了以观念创
新为先导，以养心、养性促养身三者协
调发展的文化养老雏形。 ”康乃馨集团
董事长叶仁波这样告诉笔者。

康乃馨作为全国最先提出“文化养

老”的社会养老机构，通过老年再教育
推进老年再社会化，重构老年人的世界
观、价值观、人生观，重新燃起老年人对
生活的热忱和希望，提升老年人的意义
感、价值感和幸福感，因而成为了中国
“文化养老”事业的先行者与开拓者。 在
长者国旗班赴京升旗、 陪长者看世界、
“奔跑吧，轮椅、韶山孤老助养等一系列
孝老敬老主题文化活动中，我们数次被
闪耀在杨伯坚、陈永恒、欧阳清芳等老
人眼神中那永不褪色的希望所震撼；在
彭正华、杨序九、刘永红等老人的感人
故事中，我们看到了曾珍珍、张玉、陈胜
男、郭美术等康乃馨员工对老人毫无保
留的爱与关怀，更被他们身上大写的孝
道所折服……康乃馨的“文化养老”开
创了一种全新的老年生活。

引思：我们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养老文化？

为老年人创造快乐生活

“大家积极性高，只要身体允许，肯定会来
叠纸，哪怕是和老伙计们坐在一起聊聊天，也很
开心。 ”82 岁的杨序九奶奶和伙伴们围坐在一
起，开始叠纸。 十几年前她不幸得了肾癌，治疗
期间偶然接触了叠纸艺术， 之后叠纸便陪伴她
抵抗病痛。 如今，管家帮杨奶奶开办了老年叠纸
课程，叠纸成了老人们的一项文化活动。

“简单的造型要叠一天，复杂的就要更长时
间。 叠纸时我们全然忘记了年龄、忘记了病痛。
你看我现在的状况多好！ 我们仿佛回到了孩童
时代。 ”杨奶奶笑着讲述她的“快乐经”，完全看
不出她曾是一名患癌病人。

活动室传出悠扬的歌声，老人们载歌载舞，
82岁的欧阳清芳奶奶一曲京剧选段博得全场喝
彩。2016年，她和老人们自编自导的《梨花颂》登
上了湖南大剧院的舞台。 当时面对主办方的质
疑，她和老人们铆着劲连夜排练。 登台前一天晚
上， 完整的表演以录像带的形式呈现在主办方
眼前，和着康乃馨老年艺术团“不老松”乐队的
伴奏，老人们精湛的表演折服了主办方，临时决
定将《梨花颂》排在晚会黄金时段。

“这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个很‘励志’的故
事！ 康乃馨的老人用自己的行动树立了老年人
不服输、敢追梦的典范。 ”主办方夸赞道。 以《梨
花颂》的成功演出为契机，康乃馨成立了老年艺
术团，让老人们的才华有了新的展示平台。

开叠纸班、进艺术团、开生日会……在康乃
馨，老人生活在快乐中。

帮老年人找回自我

“康乃馨如同它的名字一样，非常温馨。 第
一天来时， 我就感觉回到了一个久别重逢的大
家庭。这里属于我，我也属于这里！”86岁的周荷
素奶奶原本不想住进养老院， 但和儿子来康乃
馨看过后， 便不想回去了。 现在她主动学习剪
纸，还和老师说：“老师，我是新来的学生，什么
都不会剪，但我会认真学。 ”老师则手把手地教，
不断鼓励道：“奶奶，您剪得很好啦！ ”听到夸赞，
周奶奶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一个人不仅要乐于学习，而且还要善于学
习，不然就会变成‘活宝’（长沙话：大傻瓜）。 我
在康乃馨交了新朋友，学了新技能，入住才一个
多月，我完全变了个样。 ”周奶奶说，她几乎是
“重生”了。

刘永红阿姨也在康乃馨涅槃重生。因中风偏
瘫 26 年，她初来康乃馨时，一听到与人生、时间
相关的话题，总会感伤。得知刘阿姨酷爱唱歌，管
家便推着她在各类文艺活动中展示歌喉，帮她重
新找回自信。刘阿姨的房间里挂着一排参加文艺
活动的照片，作为领唱者的她神采奕奕。“管家们
千方百计为我创造唱歌的机会，让我在歌唱中重
拾希望，让我的生活有光芒照进来……”谈起“演
艺生涯”，她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

康乃馨文化养老最忠实的实践者、用音乐带
领老人们寻求“重生”的陈永恒奶奶每逢周二、周
四上午弹琴为老人们伴奏，教唱歌曲，连续 5 年
编写《康乃馨中老年朋友喜欢的 100首歌》，因而
被亲切地称为“陈老师”。 她用歌声鼓舞大家，也
用歌声驱除自己的悲痛。 7 年前，她和遭遇车祸
的老伴一起住进康乃馨，她一边照料老伴，一边
为丰富老人们的文娱生活而奔忙；3 年前老伴过
世，就在大家以为她不会再教唱歌时，她却勇敢
地敲开了那扇门。“那一刻，陈老师是那么美丽！”
社工服务中心主任姜乐怡动情地说。

在康乃馨，老人们“重生”的例子远不止这
些，挥别过去的遗憾与疼痛，夕阳下，他们的笑
靥令人动容。

成为老年人的知心朋友

在康乃馨，护理员、社工、管家等认真践行
“为社会解忧，帮子女尽孝”的企业宗旨，铸成了
一道虽温柔却有万钧之力的文化养老战线。

护理员郭美术照护因脑梗昏迷 10 余年的
彭正华老人，每天准时为她做鼻饲，定期翻身擦
洗、修剪指甲。 卧床一年，老人没生过一次褥疮，
头发总是被打理得干净整齐， 皮肤也被护理得
十分光洁。 郭美术经常一边给老人按摩，一边唠
叨家长里短，她说：“虽然老人整天躺着，除了手
指偶尔动一下，没有其他任何反应，但我还是希
望她能早一点醒来。 ”

有一次， 当郭美术说到彭正华马上要当奶
奶时，老人的眼角溢出了眼泪。 郭美术明白了老
人是有意识的， 从那以后只要有空她就在病床
前跟老人说家里最近发生的故事。 后来，老人还
是走了，郭美术强忍悲伤为老人净身、穿衣、烧
纸……她说：“我也有老去的一天， 孝敬老人是
我的义务。 ”老人的儿子赶到康乃馨，在郭美术
和管家曾珍珍面前长跪不起：“谢谢你们， 是你
们代我向我母亲尽孝， 是你们陪伴我母亲走过
了人生最后的岁月，你们是我的亲人！ ”

护理长陈胜男直言“文化养老”的精髓，“老
人有自己的生活圈， 需要深入交流才能理解他
们的世界。 由于缺乏安全感，刚接触时老人会有
防备心理，但从照料日常生活到走进他们心里，
这个过程可能一个星期，可能一个月。 但无论多
长时间，我们都要保持足够的耐心、细心、贴心，
努力成为老人安全感的港湾。 ”

张玉永生难忘 2014 年 3 月 20 日， 这一天
她完全接受了养老工作。 自从 2010年入职康乃
馨，她见证了太多老人被抬着进来，经过悉心照
顾恢复自理的例子，每每见到这些，她都备感喜
悦与自豪。 张玉说：“康乃馨践行了对老人无尽
的爱与关怀， 对企业文化的认同驱使我工作越
来越起劲。 文化养老、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让
我与老人成为了亲人。 ”

社工服务中心主任姜乐怡在 2010 年调查
时发现，大多数老人的心态十分消极，这与文化
养老格格不入， 她下定决心要改变老人的这种
状态，让老年生活有质量、有尊严。 7 年来，她带
领社工团队共策划了 1000 余场文化活动，“陪
长者看世界” 等大型公益助老活动更是得到了

全社会的关注。橘子洲头的“奔跑吧，轮椅”，失能
老人从轮椅上站起来一步步走向亲人， 那一幕，
没有人不为之动容； 在康乃馨长者国旗班的升
旗仪式上，失智老人的军旅记忆被唤起，向国旗
庄严地行军礼，那一刻，他再次成为一名军人，在
场的人早已热泪盈眶……

传递现代“孝”道

凭着满腔的爱、责任感与一流的专业技能，
康乃馨让老人享受到了全新的幸福晚年生活，
拓展和延伸了传统文化关于“孝”的含义。

在家属纪先生看来，“康乃馨交通方便，硬
件、软件条件都好，环境宜居；护理人员专业，服
务态度好。 遇到突发疾病能迅速处理，这让家属
很放心。 此外，整个护理区没有异味，说明康乃
馨很好地解决了老人大小便失禁造成的问题。 ”
纪先生的母亲在康乃馨度过了最后的岁月，如今
父亲也住在这里。“康乃馨的文化养老模式，是
帮助老人重塑一种健康幸福的老年生活样式。 ”
纪先生由衷地说，“我老了以后也会到这里来养
老。 ”

2015年， 王奶奶的女儿陈女士考察了康乃
馨后， 毫不犹豫将母亲从其他养老院转到了这
里。“康乃馨的文化养老理念独树一帜。 ”她母亲
每次春节回家后， 住不了几天就吵着要回康乃
馨。“白天大家锻炼身体，做手工，下午管家陪我
们晒晒太阳，聊聊天，多惬意自在。 ”王奶奶大声
地对笔者说。 如今， 陈女士经常告诉她的朋友，
“康乃馨的文化养老重构了老人的生活和观念，
让老人拥有了更多快乐和活力， 也让我真正领
会了‘孝’的现代意蕴。 ”

《快乐老人报》记者谢玉斌采访了康乃馨后
认为，康乃馨的文化养老理念新，可操作性强，效
果好，真正让老人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康乃馨总经理王树槐认为， 康乃馨的文化
养老特色主要有：一是文化养老有规模，文化养
老项目丰富，如老年大学、老年艺术团等。 二是
大型公益助老活动作为其文化养老的重要组成
部分，品牌影响力巨大。 三是康乃馨有一批专业
的文化养老带头人，他们本身多才多艺，步入老
年后依然发光发热， 影响更多的老人重构老年
生活方式与价值观。 四是康乃馨的高层高度重
视文化养老，主推社工服务中心的发展，并将其
作为公司的重大特色进行推广。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意见》， 明确提出将老年人作为公共文
化服务的重点对象。 最新修改的《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也把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作为规范
性要求。 现代养老事业急需解决老人的“精
神空巢”问题，8年来，康乃馨积极倡导在继
承中国传统敬老孝老文化合理内核的基础
上，依托现代养老科学知识，构建一种以观
念重塑为起点， 以多元文化体验活动为载
体，以养心、养德、养身三者协调发展为目标
的全新养老模式，让老人在现代养老文化的
涵养中优雅地、有尊严地老去。

重构老年人和谐生活圈

康乃馨的“文化养老”是传统“物质养
老”向更高层次养老方式的拓展，其不单注
重让老人老有所乐， 更依托先进的设施和
服务管理重构老年人的生活圈。

杨伯坚等老兵的“长者国旗班”、杨序
九等老人的叠纸手工、 康乃馨老年艺术团
……都展现了老人乐观豁达的人生观、价
值观和生活观。

通过举办各类学习型、交往型、娱乐型
的文化体验活动， 康乃馨极大地满足了老
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 成功地跳出了传统
养老企业忽视“精神养老”的窠臼。 在鼓励
老人与时代接轨的过程中， 康乃馨借由智
能技术、互联网新媒体等工具，让他们主动
接受新鲜事物，体验新的生活方式，不断赋
予晚年生活流行色彩， 最终让老年生活重
新迸发青春的活力。

康乃馨这种极具群体性与互动性的老
年生活方式， 促使老人逐步走出封闭的自
我空间，重新融入社会，在现代养老文化的

浸染中满足心灵和情感的需要， 在生活圈
重构中使晚年生活更有品质与内涵， 大大
提升了晚年生活的幸福指数。

引导老年人养成平和心理素养

古语曰：“未知生，焉知死。 ”中国传统
社会过多地把关注重心置于生命的起始阶
段，却忽略了人生的谢幕过程。 事实上，老
年与其他年龄段的生活相比， 时间可能更
长，而且会面临健康恶化、收入减少、社会
影响力减弱、亲友离世等各种生活变故。 正
因为如此， 康乃馨强调老年期是人生最重
要一段旅程的开始， 每个老人都应该在张
扬个性与享受生活中坦然面对生活带给自
己的波折， 在追求独立与愉悦精神的过程
中重构自身的行为方式，时时更新自我，学
会以崭新的面貌拥抱未来人生旅途中的种
种美好。

康乃馨集团副总经理李正军说：“把养
心、养德置于优先地位，使养心、养德促养
身，并实现三者的高度统一，以此重构老年
人的行为方式， 这正是康乃馨能够高质量
地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关键所在。 ”

康乃馨的“文化养老”特别注重帮助老
人培养坚强的心理品质， 鼓励其乐观面对
生活中的转折与变故。 此外， 还主张老人
们应该学习一些必备的老年生活知识和
技能， 包括养生特别是养心知识， 让其能
够自觉消解内心的失落、 孤独、 恐惧与迷
茫， 并学会从生活中发现与创造乐趣。 采
访中， 每位老人的眼神中都充满了对未来
生活的憧憬， 这足以证明康乃馨的“文化
养老” 不仅让老人能够老有所依、 老有所
为、 老有所乐， 还让老人的老年生活更乐
观、更从容。

再塑老年人自我效能感

康乃馨集团总经理王树槐曾说：“康乃
馨‘文化养老’最大的魅力在于大大提升了
老年人的‘获得感’。 我们竭尽全力地弱化
乃至消除过往人生经历带给老人们的不良
影响， 让其在康乃馨能够不断获得丰富的
精神文化体验， 获得新的自我价值与社会
认可，获得积极健康、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与生活方式，获得拥抱未来的希望和信心，
老人的这种‘获得感’正是我们对其最真诚
的呵护与人文关怀。 ”

康乃馨鼓励老人们利用自己丰富的人
生经验或者专业特长去发挥余热并反哺社
会。 像杨伯坚、陈永恒、欧阳清芳等才华横
溢的老人， 康乃馨都会鼓励他们参与各类
社会活动， 展示当代老年人应有的阳光活
力。 而在彭正华、 刘永红等人的感人故事
中，我们看到康乃馨会帮助老人树立一种
全新的老年生活观、 健康观、 生死观和孝
道观。 渐渐地， 老人们重新看到了晚年生
活的希望与意义， 幸福再次洋溢在他们脸
上。

康乃馨的“文化养老”真正实现了对中
华传统孝道文化的推陈出新， 不仅有益于
老年群体的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更充分
调动了他们参与文化生活的信心与热情。
康乃馨对老年人的观念重塑与文化再造，
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到现代养老体系的构
建中来， 成为现代养老文化的创造者以及
文化养老事业的实践者，而不再仅仅是文
化养老的被动接受者。 康乃馨与各位老人
一道， 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与执着追求，丰
富和完善着现代养老文化的新内涵， 初步
勾勒出了一幅“文化养老”的和谐图景。

一、“文化养老”纪实

二、“文化养老”之道

岁月如流，历久弥新。 “引导老年人把生活过得有乐趣、有意义、更有价值”是文化
养老无法逾越的主题。 面对逝去的青春岁月，康乃馨通过对老年人价值观念与生活方
式的重塑，引导每位老人不再害怕老去，学会积极地创新生活，鼓励其在现代养老文
化的浸染中沉淀真正的人生。 康乃馨的文化养老故事才刚刚开始……

后 记

康乃馨长者国旗班受邀国庆赴京，参加“不朽老兵，圆梦北京”活动。

“筑梦华章 花伴重阳”活动。▲

向参加“奔跑吧，
轮椅” 大型公益助老
活动的老人献花。

《梨花颂》
演出现场。

“陪长者看世界”公益助老活动。

老人在老年呵护中心活动室学习英语。

(本版图片均由康乃馨养老产业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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