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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别报了，报了您也考不上。”

在报考“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的办公室，听
到工作人员抛来的这句话，陈金英有些猝不及防。

她脾气有点倔， 音量提了上来，“你管我考不考得上？考
不考得上是我的事，必须要报！”

2018年 12月 2日，1931年出生的陈金英成了浙江中医
药大学的考场里年纪最大的考生。之后再提此事，她笑眯眯
道：“年纪小些的也有 60多岁的。”

迈入暮年的生活到底该如何度过？人们听过太多保健品
里的晚年寄托，也见过不少带孙辛劳中的焦虑人生。实际上，

在与衰老共处的日子里，可以有更多选择。

2019年伊始，中国假肢登顶珠峰第一人夏伯渝，与两名
同龄好友齐聚在西藏的雪山脚下，共庆 70岁生日。

即便在耄耋之年，陈金英也没有被“老”束缚。在浙江，她
有个广为人知的名称———“诚信奶奶”。因坚持卖羽绒服来偿
还高达千万元的债务，她被列入“全国十大守信人物”。那也
是她年逾八旬的事了。

若是考试通过，就在这个月，陈金英能拿到中医医师资
格证。她决定开诊所，继续像年轻人一样往前奔跑。

“没个好心态，怎么扛得过来”

搜索引擎上， 输入陈金英的名字， 蹦出的第一条便是：

“陈金英羽绒服在哪买？”

在浙江丽水最繁华的中山街旁，一条毫不起眼的小巷尽
头，就是陈金英的羽绒服店。被夹在百货大楼和快餐店之间，

如果不是一块闪着五颜六色灯光的红字招牌，很少有人能注
意到这家羽绒专卖店。与十几米外商业街上时尚品牌比比皆
是相较，这里仿佛慢了半拍：没有当季的潮流新品，挂满整整
两面墙的多数是深色羽绒服，偶尔跳出几抹亮色。

店内少有年轻人踏入，偶有几位，也是在给长辈买衣服。

陈金英店里的羽绒服因为过时，一度卖不出去，成千上万地
积压在仓库里，年复一年地落灰。

还有最后 30万元的债未还清———为了尽量多卖衣服，

店里最便宜的羽绒背心仅售 30元，贵些的羽绒服也只卖 300

多元，全都低于成本价。

陈金英至今坚持每天 8点上班，下午 5点下班。店里多
数时候，只有她和店员苏珍两个人。一没顾客登门，她俩就干
巴巴地望着路口。陈金英坐在正对门的沙发上，瘦小的身子
整个都要陷进去。

刚搬到新店面才一个多月，没多少人知道。最初十几天，

每天踏进店里的人甚至不超过十个。来买衣服的，也多是老
顾客，去了旧址后发现搬迁，才打来电话询问。陈金英着急
了，只好跑去电视台打广告，10天 2万元。“打广告的那几天
挺有效果，人多了；广告播完，又没什么人了。”

陈金英的店搬了好几次，最开始在中山街，现在又回到
附近。最困难时，为了省下更多钱还债，她一度把店搬到家
里。那段时间，家里只留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卧室，而客厅、

餐厅，甚至阳台的防盗窗上，都挂满了羽绒服。

陈金英算不上一个成功的生意人。毕竟，在她退休后创
业的 30多年里，有 8年时间都在专注于一件事：还债。

2011年，陈金英的生意出现危机，欠了银行、信用社和亲
友的本金和利息， 加起来接近 2000万元。 为了快速筹钱还
债，当初花了 1600万元盖的厂房，她以 900万元低价出售，

在丽水的 2套房子也卖了，还剩 200多万元的债。

陈金英本想着，按照以往的羽绒服销售额，最不济 2、3

年，剩下的债总能还完。但事与愿违，衣服没卖出去，反而越
积越多。

有人劝她，干脆申请破产，何必苦苦撑着？“我申请破产
容易，但那些借给我钱的人，他们的私人损失怎么办？许多都
是退休的老年人，如果欠债不还，我良心不安。往小了说，我
也要给子孙们做个榜样。”陈金英不想做“老赖”，“我始终有
个信念，就是一定要把钱都还掉！”

就在那几年， 丽水有不少做羽绒服的厂家面临滞销困
境，连给工人发工资也成问题。2010 年丽水市出台过《羽绒
与服装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实施方案》， 指出羽绒与服装产业
存在集约化程度不高、产业配套能力较弱和高端人才缺乏等
问题，要通过转型升级加快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变。

陈金英盼着天气冷， 只有天气冷， 羽绒服才好卖。2013

年，丽水最冷的那几天，为了让员工能拿到工资回家过年，她
拉着一车羽绒服，清晨 5点就出摊，在街头被冻得直哆嗦。

陈金英常常感慨自己幸运，只在集市上摆摊两天，就被
熟悉的记者认出，上了报纸。一时间，80 多岁老太为了还债
而摆摊的故事被口口相传， 丽水掀起了一股买羽绒服的热

潮。许多人被老人的精神打动，成群结队找到她家，最热闹的
时候，她家里顾客多得都挪不动脚，一天能卖出 2、3万元。

顾客太多，便有不少志愿者加入，帮忙卖羽绒服。还有好
心人帮忙设计宣传，找来模特拍照，把羽绒服放到自家网店
上卖。“我的羽绒服款式老，几个月也没卖出几件，还花了人
家那么多精力。”她现今提起那些好心人，仍觉得不好意思。

采访多日，记者在店里所见顾客，不少都是冲着“诚信奶奶”

来的。

每一笔欠债，何时借的，本金与利息，都被陈金英清清楚
楚记在一个本子上。2017年年底， 为了感谢帮助过她的人，

陈金英特意找了一张大红纸，把每一天卖羽绒服的收入和还
款都写下，贴在家门口的墙上。

当然，来上门要债的也不少。有好几次，到了该还钱的日
子，陈金英实在凑不齐钱，求人宽限几天，就被债主当面指着
骂。等钱还清了，曾经的债主找她看病求方子，她却分文不
收；等人抓好了药再来找她确认，她还反复嘱咐该怎么熬。

苏珍总觉得，“奶奶的心大得很，没个好心态，怎么扛得
过来？”

“他们信任我，我没理由不帮”

陈金英不止一次听到他人劝告：这么大年纪了，不如在
家好好歇歇。可也有人时常忍不住感慨：老太太实在看不出
年近 90岁。

苏珍笑着说：“她女儿都快满头白发了，她的头发反倒大
部分都是黑的。”

有顾客前年在陈金英店里买的羽绒服拉链坏了，也跑来
找她。陈金英二话没说，拿起钳子，低下头就开始修，“这些随
手的事，能做也就做了”。

随着手机支付兴起， 许多顾客近年来都习惯刷手机，陈
金英虽然搞不明白，但她知道，“你付完了钱，给我看下微信
上那个勾勾就好”。 有顾客刚刚付完钱， 她这边还在推介衣
服，立刻就探过头去，确认屏幕上的已付款。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清，走路也

没问题。”她总说自己闲不住，年轻时在镇卫生院，除了她和
另一个女医生，其余全是男医生。当全科医生时，她一个能顶
俩，最远时独自背着药箱跑到十几公里外给人看病，晚上 8、

9点还在赶路。

要给赤脚医生做培训，她就趁着暑假，找到小学借来教
室，自己当老师，每天从早上 7点教到下午 5点。教赤脚医生
认中草药时，她还带着他们上山采草药，有时一去就是十几
天，看到有村子就去村民家借住。

1980年，为了让女儿接班，53岁的陈金英从卫生所所长
的职位上退了下来。还是因为“闲不住”，她便想着创业。在丽
水，羽绒与服装产业作为传统产业发展迅速，但她发现很难在
市场上买到中老年款的羽绒服，于是决定专攻中老年市场。

陈金英有敢闯的勇气： 决定创业时， 她仅有积蓄 3000

元，丈夫极力反对，她不管不顾，东凑西借还是把厂建了起
来。最初租来的厂房不过 200多平方米，几台机器一摆，工厂
便开工了。

她给自己的品牌取名叫“兴华”，寓意简单又宏伟，就是
“振兴中华”。

陈金英做生意精打细算。就连工人们的伙食，也是她每
天去工厂前先去菜场买菜， 再让儿媳开着面包车把菜送过
去；烧饭师傅人手不够，她便亲自上阵做饭。

生意爬到顶峰之时，她在工业区买下 5亩地，花了 1600

万元盖厂房。最兴旺时，工厂里一百多名工人同时生产，年销
售额达到 1000多万元，利润也有 200多万元。

如今，欠债终于即将还清，她考虑重操旧业———开诊所。

陈金英时常觉得尴尬，当了 28年的中医师，竟无一张医
师资格证。考证这个念头，放在心里近 40年。

她也琢磨过申请专利，“不少来找我看病的都有关节炎、

风湿病，我想能不能用我学的中医跟做衣服结合，那不是很
好？” 她拿出店里一件药垫背心， 短款的黑色背心看起来普
通，肩上却缝了口袋，“把中药包放进这个口袋，就能穿着衣
服敷药”。由于尚未申请到“卫”字号批量生产销售，陈金英就
免费送人，至今药垫背心已送出几千件。

这些年，每周都有熟悉陈金英的人来找她开方子。“他们
信任我，我也没理由不帮他们。”陈金英没收过一分钱，“只要

我还做得动，就想着去帮助更多的人。”

为了去年年末这次报名，她去找有中医资格证的医生帮忙
推荐。他们大多是陈金英带过的学生，大多已退休，一听“老师”

要考证，纷纷给她写推荐书。

陈金英去书店买了一大本中医医师资格考试课程， 整整
1000页。 她从最基本的阴阳五行看起， 每一页都拿笔划上重
点。“我不知道会考什么，所以多准备些。”每天凌晨 3点半到 5

点的这段时间，是她的看书备考时间。这样每天边复习边开店
的日子，老人坚持了一年有余。

“不想停下来”

陈金英没有带过一天孙子。“连照顾儿女的时间都少，之前
都是老头子的妈妈帮忙带孩子。”她笑着说。

曾有不少人问过陈金英，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不把事业
交给子女？

“只要能做的事，我都自己做。”她说得认真，“儿孙都有自
己的事要忙，有空来看看我就够了。”

陈金英秉持一个原则：靠自己，不麻烦别人。以前每年还跟
着原单位出去旅游 2次，80岁之后，她不再爱出远门，“不然总
是要儿女陪，我怕耽误他们时间”。

老来孤独，自主性缺失，一味需要被照顾……这些刻板印
象， 其实并不适用于那些平和甚至是积极面对晚年的人们。根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2017年，50岁以上网民
群体在网民中所占比例达到 10.6%，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与年
轻人在接入方面（包括设备、基础设施、技能等）的差异在逐渐
缩小。

9年前，老伴去世，陈金英独自居住。前段时间，家里的房
子要拆迁，她自个儿四处找住处。足足找了半个多月，快跑遍大
半个丽水城区，没人愿意把房子租给她。“他们拒绝我差不多都
一个理由，这么大年纪的老人，万一在家里出了什么事，怎么
办？”

好不容易找到一位老领导，对方答应得倒是爽快，因为家
里也有老人，陈金英与她合住可以相互照应。这房间在 2楼，陈
金英眼下还爬得动，“再高些楼层，我也上不去”。但她挺满意，

房子离店面只有 3 分钟左右路程，60 多平方米内只住了两个
老太太。陈金英 88岁，邻屋的 92岁。平时各烧各的，有时谁烧
得多了，也会招呼对方一起吃。

每天出门，陈金英都把头发梳得仔细，戴上红色帽子和金
耳坠，再架上老花镜。她兜里的钥匙串上挂着 20多把钥匙，家
里的、店面的、仓库的，她分得清清楚楚。

实际上，陈金英对衣食住行的好坏与否并不在意。

衣服是工厂剩的料做的，也不是为了省。由于驼背，她在外
面几乎买不到合适的衣服。70多岁时坐车，司机一个急刹车，她
扭伤了腰，从此走路都不自觉弯着身子。日子久了，背也渐渐驼
了，原本 1.65米的个子，现在缩到 1.55米左右。自家工人熟悉她
的尺码，每次做衣服，背上的料子要比普通衣服多扯上 3、4尺。

再看她屋里， 从原来住处搬来的空调因为用了几十年，旧
得发黄，她不愿安装，连着管子一起堆在厅里。

至于吃，她家饭桌上几个碟子里，除了炒青菜，就是炒豌
豆、蒸芋头。她每周去 2、3次菜市场，只买素菜。“前几年还能吃
点肉，这些年吃不下了。”为了省时间，她买来芋头煮熟，拌上番
薯粉，擀成皮，再加些香菇菜馅，包成丽水当地独有的山粉饺，

冻在冰箱里，每次煮几分钟就能当主食。她的胃口不错，一顿除
了一碗蒸芋头，还能吃上 7、8个山粉饺。

她还带了个电饭煲到店里，每天中午都自己烧饭，实在忙
不过来时才与苏珍买快餐，最多 10元钱，都是素菜。

陈金英从没吃过保健品。“那些东西我不吃的。” 她摇了摇
头，有些不屑。偶尔身体不舒服了，她会给自己开药。

去年，陈金英特意让工厂做了 100条羽绒被，想送给帮助
过她的好心人，“结果人家都不要，送不出去”。她也曾想着拿出
去卖，但算上人力、租金等成本，一条被子得卖 2000元，“这价钱
个个都嫌贵，没人买”；如果 1000元亏本卖，她又舍不得，只能暂
时一箱箱堆在卧室里，占据了大半空间，一层层垒到天花板。

即便是在还债压力最大的日子里， 她也没中断过捐款捐
物。“别人哪怕帮了你一点点，也要记在心里，更要力所能及地
帮别人。” 她平时会在报纸上留心那些被报道的困难户。2003

年， 她在报上看到丽水一位生活无着的 84岁老太成天捡拾剩
饭剩菜过活，就主动联系记者，之后不仅送去崭新的羽绒服，还
承担了 5年的买米钱，一直坚持到老太住进养老院。

陈金英说，做公益捐出去的钱和物，至今加起来约有 110

多万元。而在她的人生规划里，要做的事、要帮的人还有许多。

“等拿到证，我就专心办诊所。”88岁的陈金英又想从头起
步，“不想停下来。”

别样
老年
■本报见习记者 张凌云

陈金英和苏珍在店里整理衣服。 张凌云 摄

艺考生数量 8年翻四倍，表演类专业文化课分数逐年提高

 4万人次过“独木桥”

上戏要招怎样的考生
■本报记者 张熠

昨天，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上海戏剧学
院 2019年度艺术类校考拉开了帷幕。 光鲜亮
丽的“明星梦”“舞台梦”背后，是每年激增的艺
考生数量。今年，上戏拟招生 484人，报考人数
却高达 45884 人，再创历史新高。最受关注的
表演系戏剧影视方向报名人数 7727人， 计划
录取 40人，招录比 193 1。同样是大热门的播
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报名人数 6468人，录取 24

人，将于 17日开考。

舞台美术系成“黑马”

每年的艺考都是一场持久战。从去年底到
今年 3月， 百万艺考生及家长辗转于北京、上
海、广州、成都等各个考场，犹如迁徙的候鸟，

这段漫长的“艺考季”往往将持续数月。

在艺考季中，为增加录取可能性，考生往
往会报考多个艺术院校。集中、紧凑的校考时
间，使得提着行李箱赶考成为各艺考现场的一
大风景。从考生构成看，除了部分重考生年龄
稍长外，多数都是刚成年的“00后”。用“千军万
马过独木桥”来形容持续升温的“艺考热”并不
为过。上戏招生办介绍，2012年至今，艺考生数
量从原先的 11448人次增加到 45884人次，翻
了四倍。仅与去年相比，考生数量也增加了一
万有余，而全校拟招生人数只多了 20人。

今年，舞台美术系成为上戏“艺考”爆出的
一大冷门，报考人数相比去年翻了三倍，招录
比为 50 1。只招收 18人的木偶表演专业，去年
报考 1380 余人，今年超过了 2000 人次，一度
成为“黑马”。上戏院长黄昌勇分析，木偶等原
先的冷门专业受欢迎与整体文化氛围有关。随
着院校专业水平的提升以及文化产业的迅速
发展，加之传统文化热，让这些不唯颜值是从、

讲究专业技能的学科逐渐受到青睐。上戏党委

书记楼巍指出，舞美系报考人次多，或与招生
时间变化有关，“今年考试时间分为两个阶段，

舞美系等 4个院系 11个专业的考试在 1月中
下旬进行，方便学生农历年后全国‘赶考’，年
前考完，年后机会多、选择多。”

席卷全国的艺考热，催生出庞大的艺术培
训市场。这些培训机构往往价格不菲，有媒体
曾报道，月均价在 2万元—4万元之间。

“培训机构可以教技巧，但艺术的天性教不
了。”招生办公室主任刘志新介绍，三试环节，

每位考生的考试时间会相对拉长，“我们会用
出乎意料的方式，考无法准备的东西，从即兴
的发挥中，深入挖掘考生的内心，让他们展示
自己的内在爆发力。”

上戏要招“四有考生”

不知何时起，“防星探”成为艺考现场的
另一个关键词。上戏门口，保安严阵以待，考
生需要出示相应证件才获准进入，无关人员
一律被拦在闸门之外。 这并非杞人忧天，随
着文娱产业的高速发展，不少经纪公司或星

探瞄准艺考群体，纷纷押宝，以期尽早“囤”下
新人资源。不少考生尚未走进大学校门，就已
签约在身。

对此，黄昌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经纪
公司签约呈现出“前移”趋势，艺考培训班中的
“好苗子”，早早就被星探盯上了。有专业教师就
担忧，表演基础没打好，就急匆匆签约，把时间浪
费在经纪公司安排的商演、 广告拍摄或影视剧、

综艺上，最终得不偿失。

为适应演艺行业学生培养的特殊性，上戏将
在学生接戏等方面严格把关，平衡新生的校内学
习与校外演出。

从上戏招生情况看，表演类专业的文化课分
数逐年提高。今年还新增戏剧学专业，招收高考
文化成绩达到普通类一本线以上的考生（语文单
科成绩不低于 110分）15名； 报考艺术管理专业
的考生也需达到普通类一本线以上的分数。上戏
党委副书记胡敏说，“毕业生出去都是从事文化
艺术行业，更应强调文化素质，文化成绩好的学
生，后期的爆发力很强。上戏要招的，是有德行、

有灵气、有艺术梦想、有文化的考生。”

23 年前的今天，1996 年 2 月 16

日，上海电影电视（集团）公司宣告成
立，这是上海影视合流后推出的又一
项重大改革举措。

影视合流给影视系统提供了一
次优化组合的机会，促进了影视创作
的繁荣。 公司以原上影厂为母体，吸
纳上海电影技术厂、东方影视发行公
司和新光影剧院等单位参加。公司实
行影视创作、生产、洗印、发行一条
龙；推行“准制片人制”和“准自由职
业制”， 与热心投资影视创作生产的
企事业单位组建若干联营的制片公
司，在完善“准自由职业制”的基础
上，有步骤地使部分创作人员转化为
“自由职业者”。

1996年共生产电影 10部， 总量
在全国各制片厂中名列前茅。 其中
《我也有爸爸》《少年雷锋》《小象西
纳》3部为儿童影片，所占比例之高为
当时少见，而且影片在思想性、艺术
性和观赏性方面有了明显的提高。同
时生产制作了《水面无波》《今天我离
休》《香堂往事》《夺子战争》《孟丽君》

《何须再回首》《三毛流浪记》 等电视
剧 8部 100集。

2001年 8月，上海电影业重新整
合上海电影电视（集团）公司、上海永
乐电影电视（集团）公司、上海动画影
视（集团）公司、上海电
影译制厂、上海科教电
影厂、上海影城、求索
制片公司等电影系统
资源，成立了国有大型
电影企业———上海电
影集团。

（本报记者
赵姗姗 整理）

昨天，考生在雨中候考。 本报记者 赖鑫琳 摄

扫码重温
"今日上海"

“今日中国”

“今日世界”

1996年 2月 16日

上海电影电视
公司宣告成立

今日故事

教育部要求迅速核查：

高度重视翟天临事件
对学术不端绝不姑息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5 日电 针对近日发
酵的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事件，教育部新闻
发言人续梅 15日表示， 教育部对这件事高度
重视， 第一时间要求有关方面迅速进行核查。

对于学术不端行为，将坚决发现一起、核实一
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农村贫困人口减1386万人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5 日电 国家统计局

15 日发布的全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显示，按
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8年末，全国
农村贫困人口 1660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1386

万人；贫困发生率 1.7%，比上年下降 1.4 个百
分点。

1月份CPI同比上涨1.7%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5 日电 国家统计局
15 日发布数据，1 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同比上涨 1.7%，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
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处于 2%以下。

2018 年，CPI 比上年上涨 2.1%， 延续了
2012年以来的温和上涨态势。国家发展改革委
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今年物价
温和上涨是可以预期的。

涉嫌受贿贪污重婚
赖小民被提起公诉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5日电 最高检 15日
消息，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
书记、董事长赖小民涉嫌受贿、贪污、重婚一案，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 调查终结后移送
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
依法指定管辖， 交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
院审查起诉。近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已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