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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十来天，2020 年就要过去
了。曾经希望重启的一年，竟也就这
样如飞鸟般划过！那么，你的天空留
下怎样的痕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
案，但总有些云彩，为众人所看见。

“语言是存在之家。”能迅速勾起
人们共同记忆的，非流行语莫属。近
来，国内多家机构公布了年度十大流
行语。比如，《咬文嚼字》编辑部的名
单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逆行者、
后浪、飒、神兽、直播带货、双循环、打
工人、内卷、凡尔赛文学。国家语言资
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的名单为：逆行者、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带货、云监工、光
盘行动、奥利给、好家伙、夺冠、不约而
同、集美。

细观这些榜单，我们既能听到时
代的波澜壮阔，又能触到人间的喜怒
哀乐。这一年，艰苦卓绝的抗疫之战
是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无数的“逆行
者”演绎了什么叫做“飒”，无数的动人
细节诠释了什么是“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这一年，危中寻机的奋斗之姿
是最慷慨激昂的陈词，就像风生水起
的“直播带货”激荡内需大潮，炙手可
热的“双循环”催生多维机遇；这一
年，纷繁杂乱的舆论之辩是最波谲云
诡 的 意 念 ，宛 若“ 秋 天 的 第 一 杯 奶
茶”，不知从何而起，“凡尔赛文学”空
引“打工人”两行热泪⋯⋯在 2020 年
这个特殊的年份里，一个个流行语如
同一座座石碑，镌刻下人们的一点点
经历、一丝丝情绪。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语”
不同。年度流行语藏着本年度的“记
忆球”，也藏着社会发展的“晴雨表”、
生活变迁的“风向标”。早些年，我们
畅聊“新常态”、感叹“岁月不居，时节
如流”，如今我们探索“双循环”、感悟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同样是政经领
域主流文化词汇演变为大众生活流行
语，背后却是一个国家面临的“时”与

“势”之变。早些年，挂在嘴边的“压力
山大”“我太南了”，如今已被“打工人”

“尾款人”所取代，成为许多人自我调
侃的减压用语。人们一边高呼着“奥
利给”，一边抨击着“内卷”，却再也不
会“蓝瘦香菇”。变迁的流行语，映照
着时代发展的脉搏，承载着社会心态
的起伏，是窗户也是镜子。

与流行语一同变化的，还有流行
语的生成机制。古时候的流行语大多
诞生在文人骚客的笔下，是辗转反侧
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魅力卓绝
的“翩若惊鸿，矫若游龙”，是幽美邈远
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
生”，是乐观旷达的“人有悲欢离合，月
有阴晴圆缺”⋯⋯凭着卓越的文才、浓
烈的情感，这些流行语穿越时间长河，
不再是诗人的轻吟浅唱，逐渐积淀成
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时至今日仍绽
放着鲜活的生命力。反观当下，互联
网蓬勃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强势兴
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流行语的
构建者，只要创造的词汇足够生动有
趣，足够击中某种特定的社会情绪。
好比是，“朝阳冬泳怪鸽”远没有李杜
的才情，但会冬泳的他传递出来的夸
张与乐观，就能留下一句“奥利给”。

要么沉淀，要么流失，是流行语的
必然宿命。然而，即便“来也匆匆，去
也匆匆”，终究是“人过留名，雁过留
声”。一方面，语言本身具有反向塑造
作用，当我们制造流行语时，流行语也
会反过来塑造我们的思维，潜移默化
地影响我们的文化内涵乃至思想深
度。正如一些学者所担忧的，部分网
络流行语带有明显的叛逆、颓废等亚
文化色彩，对传统经典文化和主流价
值观带来不小冲击，这需要引起一定
的警惕和重视。另一方面，流行语选
择愈多样、变化愈快速，越说明网络
时代的多样性。语言来自生活，语言
空间的广阔多变，映衬更多人舞台的
延展、成长的纵深。正如《破壁书：网
络文化关键词》的前言中所言：“麦克
卢汉曾预言，进入电子时代的人们将
重新部落化，如今，在网络空间以‘趣
缘’而聚合的各种圈子，每一天，每一
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生产着新
话语。”

语言是流动的，随着奔腾向前的
时代而革新；语言也是静默的，拥有润
物无声的力量。构建流行语的同时，
我们也在构建共同的记忆，凝聚共同
的精神。2021 年，你我又会创造出哪
些流行语呢？

流行语，
从来不止于流行

颜云霞

养老院里的“小家长”

“你这个耳环很漂亮，谁买的？”
“我女婿给我买的。”
“你女婿真孝顺！”
“那你有没有给你丈母娘买呢？”
……
陪樊奶奶说话的小伙，是这家“幸福园”的院长。

高大英俊，是李佳树给人的第一印象。一开口字正腔
圆，则暴露了他曾经的职业：电视节目主持人。从聚光
灯下衣着光鲜的时尚青年，到终日围着一群老人打转，
看起来反差极大，但1985年出生的李佳树却说自己很
适应。

“我的兴趣爱好和同龄人不一样，我不打游戏，
没事的时候喜欢在公园里下棋、逗鸟。因为平时交的
朋友都比我大很多，我一直更喜欢和老年人相处。”

幸福园护理院是一家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
占地2500平方米的“大平层”，127张养老床位分置于
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中，而走道的另一边则是一字
排开的医务室、治疗室、护士站、康复活动室……

这个被住宅楼四面“围”住的地方，曾是一间菜
场，如今借助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了服务周边居民

的“嵌入式”养老院，方便家属随时来访。
在 2016 年接手这间养老院之

前，李佳树在日本学过养老服务。
在日本养老院无论从事什么岗

位，都要从最基础的叠床单开始。
一个护理员最多的时候可以同时照
应12个老人，到了点谁要去洗手间，
谁开始吃水果，一点不能乱。让行
动不便、躺在床上的老人转身不易，
但日本护理员用一根手指按住老人
腿，就能轻巧做到。“这些极致的养
老服务细节已经形成文字，成为当
地护理人员执行的标准。”然而没有
人能凭借这些手册办好养老院，因
为“法无定法”，归根结底用心才是
关键。

自从养老院里来了李佳树这个
“小家长”，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

比如，他要求新员工进来首先轮
岗，“先把72个老人认全了再说别
的。”他自己不仅自学了营养学、医疗
学、会计学，还专门去考了消防设施操
作证。

再比如，过去养老院里，老人牙
口不好，吃不动蔬菜，就吃软糯的香
蕉；怕鱼刺惹事，那就不吃鱼……李
佳树却有新办法：胡萝卜和蔬菜蒸熟
了再炒，不带刺的巴沙鱼肉打碎给老
人吃。高血压、糖尿病是老年人的常
见病，他让厨房换低钠盐、木糖醇。

他还为老人们设置了一些稀奇
古怪的“岗位”，食堂择菜员、院子里
的萝卜看护员、卫生专员、戒烟专员
……光荣“上岗”的老人比谁都爱岗
敬业。

“老年人为什么特别喜欢穿得花
里胡哨跳广场舞？因为年轻的时候
他们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老了不受关注了，就要在
最显眼的地方，用最显眼的方式唤起别人注意。”李佳
树说，对于老人来说，除了生理需求、自身价值外，还
特别在乎自己是不是有影响力。

上半年的疫情让李佳树格外烦心，除了要做好
防控工作外，入住率的下滑也是个问题。一筹莫展之
时，90岁的谢有顺爷爷突然跑来对他说：“你这个小
鬼，我还以为什么事让你愁成这样，就这么点破事
啊！当年国营厂效益不好，几千人下岗，天天有人到
我家堵门，你看我现在也没事……”李佳树一下子想
到了三年前过世的罗婆婆，每当有人来咨询，她就凑
过来说：“这里好不好你就看看我，我活了100多岁。”
罗婆婆就在“幸福园”走完了一生，那一年她106岁。

孤独比死亡更冰冷。老人总是竭力发挥自己的
“余热”，却也无意间在年轻人心中散发出万丈光芒。

三“代”同堂

养老行业无可避免要面对衰老和死亡，哪怕在老
人身上付出得再多，他们的生命也是一个向下的过程。

“一般家庭都是等到老人年龄很大了，完全动不了
才送来。”李佳树说，在“9073”的中国养老模式里，90%的
老人是家庭自我照顾，7%接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3%由
机构代为照顾养老。目前，住在幸福园的老人，平均年
龄高达85岁。

92岁的左奶奶也是不得已才来到这里。人老
了，最日常的洗澡都成了危险的事。不常洗澡的左
奶奶好不容易洗一次就出了事，整个人滑倒在自家
浴室，撞碎了玻璃门，划伤了大腿，住院治疗后被送
来养老院。

过去她真不愿住养老院，觉得这里属于被遗弃

的人，但在保姆和养老院之间，她还是选了后者。“我
一个人在家，万一被保姆欺负了怎么办？”居家的日
子，电视机是左奶奶最亲的“人”，抱着遥控器就是一
天，电视剧和生活分不清。

到养老院是“对生活的妥协”，期望值也不高，来
了之后最大的体会就是“什么都不要烦”。对于一个
年事已高、一直独居的老人来说，有现成的吃喝，有
人服侍拉撒，就知足了，而多认识几个新面孔，有事
无事可以和其他老人聊聊天，就已经是赚了。

截至2019年，中国约有1000万阿尔茨海默症
患者，是全球患者数量最多的国家，约占世界失智
人口的1/4。不少年轻一点的老人，因为这个原因
选择养老院。

70多岁的杨大兰出门后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儿
子冒着大雪，找了一夜，才把她领回家，如果再迟点，
老人可能就冻僵了。被送到养老院时，杨大兰这位
昔日叱咤商界的南京一家百货公司老总，不仅失去
了记忆，整个人因为吃饭少，瘦得只剩60多斤。

1986年出生的杨凌筠对于这样的老人特别能
共情。杨凌筠的亲奶奶也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她
亲眼目睹了一年又一年，奶奶忘掉了一个又一个亲
人：女婿、儿媳、女儿、儿子……如今，就只认得90岁

的爷爷一人。

有一天杨凌筠发现，奶奶偷偷把客人带来的水果
“藏”得到处都是，被发现后不给拿，说要留给儿女吃，
杨凌筠哭了：记忆不见了，但爱并不会消失。

在养老院工作三年，事情不少，收入不高，但杨
凌筠一直踏实地干着。她知道，喂老人吃饭就像哄
孩子，要连哄带骗。

养老院的休闲室里，四五个老人围着电视，或站
或坐或躺。门一推开，撞上轮椅上爷爷直勾勾的眼
神。“他以为你们也是志愿者！”杨凌筠说。

志愿者，是养老院里的又一波年轻力量。
周末，东南大学、南京工程大学等高校的学生就

会从城市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陪老人聊天，包饺子，
甚至开运动会。

李佳树策划各种各样的活动，还给学生们出主
意，怎么打开老人的话匣子。“学校里面新鲜、有意思
的事，可以跟他们说说，也可以介绍一下你们家乡的
特产。”如今这个名为“志愿者联盟”的微信群里已经
有279人，老人们都盼着大学生来的这一天，跟他们
说说外面的世界。

幸福园有37位员工，年龄最小的只有24岁。在
养老服务上，年轻人有自己的优势。知识面广、会网
购，也更容易接受新理念。很多人不知道，哪怕一个
轮椅也有很多种，什么样的老人适配哪一种轮椅，往
往只有年轻人搞得清楚。但在李佳树看来，养老院也
需要“老中青”人才梯队。有的岗位，经验比年龄更重
要。比如护理人员，他们需要干的活很多，收拾房间
卫生、打水、打饭、洗脸、按摩、剪指甲，甚至吸痰、导
尿、清理大小便……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更能胜任。

夏玲娣干过油漆工。油漆含有苯、甲苯、二甲苯
等有毒挥发性物质，她的嗓子哑了之后，丈夫就不让

她干这行了。一开始到养老院，夏玲娣内心排斥：“我
不干这行，糟死了！”当时的院长看透了她要强的个性，
整天让她跟在他身后看，就是不给她动手的机会，时间
长了，夏玲娣自己憋不住了，主动请缨。

在养老院工作了十几年，夏玲娣已经是护理部主
任了，在很多事情上她有经验，家属和老人就爱找她。

比如，卧床老人最容易长褥疮，只有夏玲娣有办
法，有的老人有甲沟炎，专程请人来修理一次要200多
元，夏玲娣分文不取就搞定了。

繁忙的工作之外，护理员也是许多老人生命最后一程
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送走一个老人，夏玲娣心里就空一次。

4000元起步的月薪，可能是一些年轻人待不长久
的原因，而人到中年的护理员从事这一行最怕面对的
反而是他们自己的子女。

“孩子出去相亲，一旦提到‘我爸/我妈在养老院工
作’，就很容易失败，毕竟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那就是伺
候人的活儿。”夏玲娣说。

人情冷暖

养老院是个五味杂陈的地方，更何况这样一个在
民居之间的“嵌入式”养老院。来这里养老的人，家基
本上就在方圆三公里之内，离开家，仍然能和子女维持

着“一碗汤的距离”。但距离有时候是在心里的。
采访当天中午，夏玲娣刚在

养老院里抹了眼泪。起因是一位
老人的手表不见了，家属想也不
想就对夏玲娣说：“不是你们拿的
是谁拿的？”她说她可以用手给便
秘老人“抠”大便不嫌脏，但受不
了这种委屈。干了这么多年，她
还是洒脱不起来。

作为老人进入养老院后的贴
身服务人员，夏玲娣也成了院里
面的老人和院外的子女沟通的一
座桥。

她要把老人的情况随时汇报给
子女。

天冷了，牛爷爷没有厚的棉
裤穿。她告诉牛爷爷的儿子，结
果快一年了，棉裤也没送到。夏
玲娣就自己请志愿者帮忙，看看
家里有没有闲置的棉裤。

一位老人被送来两年，儿子说
忙一直不来探望。一天半夜，老人
出现脑梗症状，夏玲娣赶紧打电话，
儿子还是没来，最后高大的院长李
佳树自己背着老人跑医院。医院要
家属签字了，儿子才现身。这样的
情况，在这一家发生过两次。

子女的情况有时候她又不能
告诉老人。

左奶奶最近情绪很低落，女
儿平时一周来两三次，现在快一
个月了都没来，尽管也通电话，但
老人心里不踏实。嘴上说“你来
不来无所谓”，但挂了电话，左奶
奶天天哭。

夏玲娣知道内情，左奶奶的
女儿生了病，她不想让老母亲担

心，所以一直瞒着。夏玲娣也只能跟着一起瞒，尽力开
导左奶奶。

病愈后的女儿带着外孙再来养老院时，左奶奶一
把抱住外孙大哭：“我以为你们不要我了！”

养老院几乎所有的老人都羡慕尚奶奶。
“你认识我吗？”“认识！”“我是谁？”……走进尚奶

奶的房间，56岁的儿子邓先生正在一边出题“考”着88
岁的老母亲，一边将床头摇高，把从家里带来的冰糖炖
梨汁给老人喝。

“前几天她发高烧，38摄氏度以上连续烧了三天，
这会儿才好。”邓先生说，母亲是帕金森症晚期，进食困
难，之前出院的时候医生判断还有3个月，如今已经撑
到9个月。

邓先生是家里最小的儿子。除了疫情期间情况特殊，
他每天都会骑电动车来看望老母亲。“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
哥，我现在退居二线了，工作比他们轻松，时间也更自由
些。兄弟姐妹之间，谁多一些少一些都不是问题。”

“疼！”听到母亲的声音，被幸福园评为“最佳家属”
的沈先生立刻走过去问：“要大便吗？”

夏玲娣说，有的儿女人不来，但会偷偷给她发红
包，让她多关照自家的老人，夏玲娣不要，“照顾他们是
我分内的事，我不会再收你们的钱。其实，他（她）就盼
着你们来，你们来看一眼，他（她）喝白开水都开心！”

结束采访，在幸福园的走廊，又遇见了那位坐在轮
椅上的董爷爷。朝他挥挥手，他迟疑了片刻，也举起右
手打招呼，嘴巴咧出了个弧度。而旁边的李奶奶知道院
长李佳树要下班了，就小碎步跟在他身后，像对待孙子
一样，用南京方言反复念叨：车慢慢开噢，不急滴……

本报记者 陈 洁 王宏伟/文
魏琳娜/摄

养老院里的“小家长”和“老伙伴”
走进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桃园路40号的幸福园护理院，80岁的李

奶奶正在用手机打“俄罗斯方块”，来串门的 67 岁樊奶奶坐在床边围

观，而一个帅气的年轻小伙正挨着她们闲聊。

江苏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地区之一，也是人口老龄化程

度较高的省份。截至去年底，全省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有 2400 多

家，机构总床位67.5万张。

当养老院来了年轻人，“跨代社交”正在破解老年人的精神孤独。

◀ 本报记者采访养老院里的“小家长”李佳树

56岁的邓先生每天都来探望88岁的母亲

多年无微不至地照顾老人，夏玲娣成
了老人们最依赖的人

重阳节，养老院为老人们
办了场运动会

▶国 庆 节 ，
志愿者们帮
老教授马爷
爷把红旗贴
在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