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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院门口的感谢信。 倪琦悦 摄

麻巧艳在陪伴老人。

养老院院长是个21岁的小姑娘
入职四个月成为麻院长，她让“难搞”的老人想“留下”

■本报见习记者 巩持平 实习生 倪琦悦

麻巧艳 21岁，今年 7月大学刚毕业，却已
成为温州康怡养老院院长。

麻巧艳有过很多别称。上大学时，因为传
说她一次能吃 5 碗饭，后辈们叫“五碗学姐”；

刚进养老院时，她用粉红色画满草莓图案的床
单，护理员、食堂阿姨和入住老人们都叫她“小
姑娘”，她确实是个小姑娘；后来当上院长，护
理阿姨们改口了，叫“麻院长”；老人们跟她更
亲近些，叫“燕子”。

在养老院，年轻人管理、服务年长者并不
罕见。不过，她也太年轻了吧？

只想“学养老”

10月 14日下午，麻巧艳作为优秀毕业生，

受邀回母校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演讲。主持
人介绍，她是温州目前最年轻的养老院院长。

“你们有谁是自己想学这个专业的？”麻巧
艳问。台下坐了近 200名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
的新生，两三个人举手了。其他的同学，要么因
为父母看好养老服务领域的就业机会，要么因
为分数不够高，被调剂来的。

麻巧艳不太一样。 她一门心思想 “学养
老”，甚至放弃了参加高职考、就读本科院校的
机会。初中毕业后，麻巧艳进中专学习护理。二
年级时，她第一次到养老院实习，看到眼前的
场景，心里“咯噔”一下———

“那是一间小房子。灯光昏暗，墙壁斑驳。

一个房间内放了 6 张床，单人的行军床。护理
员在喂饭，捏住老人腮帮，直接打开嘴巴，用勺
子往里送。”护理员年纪普遍偏大，相对年轻的
也有 50多岁，她们喂饭的“办法”和麻巧艳从
课本上学来的完全不同，手法非常粗糙，甚至
粗鲁。

麻巧艳住下了，做护理员，实习期一周。早
上给老人们洗脸梳头，陪着吃早饭，然后送回
房间，他们自己看电视，直到午饭，下午各自
休息， 再等待晚饭。“什么活动项目也没有。”

麻巧艳心里难过，觉得这里的老人像被随意丢
弃了。

这个故事，麻巧艳对外讲过很多遍，被她
视为职业选择的开端。 养老服务行业需要有
专业知识的年轻人才， 她想成为能做出贡献
的人。

之后，大学期间，麻巧艳的志愿服务时间
积累了 500多个小时，远远超过学校要求的 40

小时。 她走过温州各区县大大小小 30多家养
老机构———最远的一次， 她倒了 3趟公交车、

单程耗费 2.5小时———她见过“千奇百怪”的机
构形态，没有“适老化”设计是最常见的问题。

比如，有的养老机构由宾馆改造而成，房间改
小了些，浴室还保留着玻璃隔挡。养老机构的
浴室内，建议不装玻璃，一是防止摔倒磕伤，再
者， 某些失智老人看到玻璃倒影会感到慌乱。

还比如，如此改造的房间大多没有紧急呼救设
备，也没有预留出安装呼吸球囊等急救设施的
卡槽。

投身于此，麻巧艳免不了诸多顾虑：在养
老院工作挣钱不多，也不风光，还净是脏活累

活。做志愿者时，麻巧艳曾被老人吐了一
身；服务无法自理的老人时，端屎端尿都

是常事。

不过，有时候，她给老人们捏捏肩，捶捶
背，就能立马得到“一箩筐”的感谢。她后来
和吐她一身的张奶奶成了朋友。麻巧艳离开
后， 听养老院护理员说， 张奶奶经常问起：

“我的燕子去哪了？她什么时候回来啊？”

火箭晋升

今年 4 月，受疫情影响，本打算公派去
韩国留学的麻巧艳留在国内，成了康怡养老
院的实习生。 她给自己的职业发展定下目
标：1年升至管理层。

没想到，上班第 2 天，老板居然提拔她
担任护理部主管助理。 更快的还在后面：入
职满一个月，麻巧艳担任护理部主管；第二
个月，担任院长助理；第三个月担任副院长；

第四个月即今年 7月，担任养老院院长。

在养老服务领域，因为缺乏人才，不设
工作年限或经验门槛， 刚毕业的大学生升
到管理层司空见惯。不过，也有部分大学生
一直留在一线做护理员。 升不上去的原因
有很多，比如，在民办机构，老板更信任自己
的亲戚朋友；在公办机构，职位数量固定，层
级分明。

麻巧艳入职时，这家养老院新成立不到
半年，院内入住的老人只有四五位，人员配
备也不完整。麻巧艳主管护理部时，下面只
有 2位护理员，再加上 1位食堂阿姨、1位保
安大叔，就几乎是院里所有人手。老板招聘
来的院长、主管，没干多久就走了。麻巧艳的
每次升职，都有点临危受命的意思。

养老院的股东杨瑞明在温州有 3 家养
老院。另两家养老院的院长都有 60多岁了。

应该给养老院找一个怎样的院长？他有过很
多想法。

“首先得年轻。”杨瑞明到南京考察某大

型养老机构， 发现在里面工作的都是年轻人。

他想着，操作电脑等事，年轻人才做得好，再
招年纪大的人来，养老院还会是老样子。网上
填报资料、整理档案，网上开公众号、介绍宣
传，网上招聘员工、建立队伍，这些事都得靠年
轻人。

杨瑞明理想的院长人选应该在 35 岁?
右，这个年纪的人，既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又能快速学习当下时兴的新鲜玩法。但是在温
州， 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我接触了几个，有
的之前做医生，有的做物业管理，都是半路出
家，专业性不够。”他也考虑过出高价从外地请
院长，不过，入住的老人大多只会讲温州话。

更何况，除了年轻，麻巧艳还有很多加分
项。她有专业技能，和老人聊天亲和力强，写台
账填表格上手快。另外，她在行业内人脉丰富，

同学老师都是人才资源。

“娃娃院长”

麻巧艳成院长了。 她是院里唯一的年轻
人。和她一起工作的同事，从院长到部门主管
再到护理员，包括清洁工和门卫，年纪都比她
父母还要大一些。

股东共 3人，投资总计 1000万元。他们真
的放心把养老院交给一个“娃娃”？

“没什么不放心的， 我们每天也都在院
里。”杨瑞明穿着一套蓝色工作服，手里拿着修
理工具忙活着，“毕竟还是年轻女孩，脏活累活
不会让她做。”不过，除此之外，设备采购、人员
招聘、资金往来等，麻巧艳也都要一一和股东
们商量。

当初， 谈聘用条件时， 麻巧艳提了两条：

“第一，人手肯定要配齐；第二，你们不能把权
力抓得太紧。”这两个条件，股东们都应下了，

“养老院就是一张白纸， 怎么画就看你的了。”

这句话说服了她。

建院初期，麻巧艳定了很多规矩，包括各
岗位职责，需要整理的文件明细，需要记录的
各类信息等。 她还专门设计了老人的活动课
程，制定了作息时间表。宣传的一应事项也从
头做起，比如印制介绍养老院的小册子。

之后，股东们顺着亲戚朋友的关系，推荐
了几位阿姨进院工作。麻巧艳把办公室的文员
工作内容一一教给她们，遗憾的是，没人适合
留下。 一位股东夫人也来试过前台的岗位，不
过她常坐着看电视，耽误业务。

麻巧艳和股东之间有过一次摩擦，问题聚
焦在实习生的时间分配。有股东提出，实习生
每个月休息 1天就够了，每天工作时长定为 10

个小时以上。麻巧艳坚持，每周休息 1天，每天
工作 8小时。经过反复沟通，也参考了其他养
老院的规矩，股东采纳了麻巧艳的想法。

现在，养老院各项制度运行顺利，共有 15

名工作人员，年轻人占 30%?右，入住的老人
增至近 60位。

“快来坐一下”

麻巧艳和同事们就住在养老院里。记者跟
访她两天，一起吃了 3 顿饭，每次吃饭时间不
到 10 分钟，她同时处理着手机消息，或者接
打电话，只能匆匆扒两口。这半年，她瘦了 10

多斤，国庆中秋假期过完才长胖了些，不过依
旧瘦。

的确，辛苦的时候有很多。某个台风天，半
夜 2点多，因为个别窗户密封不好，漏雨打湿
了老人的被褥，麻巧艳赶紧起来处理，一夜未
合眼。早上，食堂阿姨被天气困住了，赶不过
来， 她找了实习生和清洁阿姨一起做早饭。她
在家里很少做饭，蒸馒头、煮粥和牛奶、准备小
菜，手忙脚乱收拾妥当，再用小推车送到各个
房间。“有种大家长的感觉。”麻巧艳笑着说。

麻巧艳有两部手机， 工作手机 24 小时开

着。某个休息日，家属早上 6 点刚过打电话进
来，问养老院情况，如此各种电话一直持续
到 9 点多，麻巧艳实在接不动了，给了前台
值班电话；晚上 12 点，她刚要躺下睡觉，护
理员打电话，说老人不睡觉，在院子里闲逛，

请她帮忙……

即便当了院长，麻巧艳还是小姑娘，委屈
受得大了也会哭。院里有规矩，入院时要缴纳
5000元保险费，这是为老人在紧急情况下预留
的住院治疗费用。某次，因为负责对接的同事
忘记说明这项收费，她跟要入住的老人家属解
释，对方不理解：“凭什么要交钱？到了你院长
这，就要多交钱？你一个小姑娘知道什么？”麻
巧艳听了这话，表面什么话也没说，静静听着。

等家属发完脾气离开了， 麻巧艳背过身去，一
下哭了出来。

不过，付出总有回报，老人们都喜欢麻巧
艳。前段时间，养老院住进一位“难搞”的王奶
奶。王奶奶老伴去世了，15年来一直聘请保姆，

每年都要换好几个。后来，子女工作忙，没办法
时刻照顾，便送她来养老院。但王奶奶觉得子
女怕麻烦，自己被“抛弃”了。

王奶奶对养老院很抗拒， 几乎不出房门，

只在房间里吃饭。麻巧艳找她聊天，她态度冷
淡，有时候只顾着说自己的事情，有时候目不
转睛地看电视，问话也不回答。“谢谢你，好了
我可以休息了。”麻巧艳听得出来，王奶奶这句
话就是在下逐客令了。

麻巧艳每天去探望王奶奶，陪她聊天：“休
息得好吗？喜欢吃什么？在这里开心吗？”一周
后， 王奶奶态度变了， 看到麻巧艳热情招呼：

“快来坐一下。”记者采访的那天早上，王奶奶
见到麻巧艳时很开心，说：“这里挺好的，对我
很好，我要留下。”

养老院门口，贴了一封感谢信。大红纸上写
满工整的毛笔字，表达对老板和院长的感谢。兜
兜转转，能让老人们舒心，仍是麻巧艳的初心。

麻巧艳。 均采访对象供图

阻止邓颖超赴巴黎

周恩来透彻的分析， 独到的见解，

敏锐的判断，不仅再一次折服了在场的
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而且也令这位美
国记者李勃曼敬佩不已。李勃曼从周恩
来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
怀和远大抱负，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一定
是会属于人民、属于中国共产党的。

1946年 5月 20日， 作为中国解放
区妇联代表的邓颖超（1945年 11月，41

个国家的妇女代表聚集巴黎，成立国际
民主妇女联合会。同时接纳中国解放区
妇女联合会筹委会为正式成员，并推选
蔡畅、邓颖超为执委），收到了国际民主
妇女联合会邀请她参加 6月 27日在巴
黎召开理事会的信函。 邓颖超认为，这
是一个好机会，她可以在会上向各国妇
女揭露美国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真相，

唤起世界舆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支
持。她立即向国民政府外交部及社会部
交涉办理出国护照。但这两个部门推诿
拖延，不予办理。

为了揭穿国民政府耍的花招，6 月
11日上午，邓颖超在梅园新村举行中外
记者招待会， 就国民政府拒发出国护
照， 阻挠其参加会议一事慷慨陈词。她
说，“我此次出席是以该会执委的资格”

受到邀请的，“我是完全有理由而且有
资格出席该会的，亦有权利取得出国护
照的”，“如果我因不能取得护照以致不
能如期出席该会，则在国际间势必引起
极不良影响”。 她在向新闻界揭露南京
政府的同时，两次致电国际民主妇联主
席戈登夫人，陈述南京政府故意刁难拒
发护照的情况，争取得到她们的同情和
支持。虽经国际民主妇联多次与中国驻

法大使馆交涉，各解放区妇联和国民党统
治区的广大妇女，纷纷声援、谴责南京政
府，但国民政府最终还是以“时间迫促，故
不必前往”为由，搪塞了事。

国民政府阻止邓颖超赴巴黎的余波
未息，7月 30日， 邓颖超又接到邀请她和
宋庆龄等人参加 10月中旬在美国举行的
国际妇女会议的请帖。国际妇女会议是由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夫人倡议、 美国 19个
妇女团体共同发起组织的。邓颖超收到请
帖之时， 正是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发
动全面内战的时候。为了让世界人民了解
国共和谈的真相，呼吁世界人民支持中国
的和平民主事业，8月 3日，邓颖超复函国
际妇女会议指导委员会主席卡特尔夫人，

表示接受邀请并已向政府申请出国护照。

在争取出国参加这次会议的问题上，邓颖
超再次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
斗争，也再次受到国民政府的阻挠而未能
成行。

虽然因国民党当局的阻挠，邓颖超没
能出席这两次国际会议，但她领导全国妇
女界进行的这场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意
义非常深远，不仅得到解放区和国统区妇
女的热烈支持， 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

动，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面对日益扩大的战火，国民党统治区
广大人民对时局越来越感到忧虑。他们经
历了 14年抗战，渴望能进行和平建设，因
而对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好战态度越来越
感到难以忍耐下去。1946年 6月 23日，上
海各界人士 5 万余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
威游行，欢送马叙伦、蒉延芳、张絅伯、包
达三、盛丕华、吴耀宗、阎宝航、雷洁琼、陈
震中、 陈立复等 10位代表组成的和平请
愿团赴南京请愿，呼吁制止内战，实现和
平。 这样规模的要求和平的示威游行，在
以前还不曾有过。在请愿代表中，有教授，

有大学生，有工商界人士，还有宗教界人
士。

召开大会欢送这次和平请愿运动人
士， 是由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华岗提议，报
经南京局周恩来同意的。当天下午，请愿
和平的代表们乘火车到达南京下关车站，

被国民党当局精心策划指挥的自称 “难
民” 的暴徒包围毒打。 暴行前后持续达 5

个多小时。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
中等 4 人以及《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大
公报》记者高集、民盟派去车站欢迎的叶
笃义等在场记者与欢迎人员 12人被打成

重伤，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惨案发生时，周恩来得到消息，立即
向国民党有关方面和马歇尔进行交涉，要
求他们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暴行，将受伤
的代表和记者等送往医院。当受伤代表送
进医院后，董必武、李维汉先到医院看望
他们，看到被打伤昏迷的陈震中躺在水泥
地上，随即向医院提出了抗议。深夜 2点，

周恩来、邓颖超带着衣服和食品赶到医院
慰问受伤代表。他激动地拉着受伤者的手
说：血不会白流的。有的代表被打得遍体
鳞伤，衣服也被撕破。浦熙修流着眼泪对
周恩来说： 我过去总是劝你们少要一些
兵，少要一些枪，现在我认识到你们的战
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子弹不能
少一点。身负重伤的马叙伦教授也握着周
恩来的手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
身上了！

这天晚上，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的名
义给马歇尔和徐永昌写了一份备忘录，向
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 要求惩办祸
首、追究责任、撤销特务机构、保证不再发
生类似事件，以及人民和个人有请愿申述
之权、政府支付赔偿受伤代表的医药费及
个人损失，保证代表的自由安全等六点要
求。

6月 25 日，毛泽东、朱德也从延安打
电报慰问受伤代表，指出：先生等代表上
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
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
一贯坚持和平民主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
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

并希珍摄。同日，民盟、民建等各民主党派
也纷纷致函国民政府，要求严惩“下关惨
案”肇事者，取消特务机关，切实保障“人
民应享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请愿之
自由”。

（三十） 连 载

周恩来与
国共南京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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