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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里，有些老年人不畏严寒天气，
进行各种健身活动，比如冬泳、滑冰、打
乒乓球、跳广场舞等。

松花江刚封冻时，道里区工会码头
附近江面上，老年冬泳爱好者们砸破冰
层，建了一处 20多平方米的“游泳池”。
他们每天陆续来到这里，分批换好泳装，
跳入冰水中游上几个来回。前来观看的
南方游客个个伸出大拇指，称赞他们是
挑战严寒的勇敢者。

在通江街附近的松花江江面上有一
处公益冰场，十几位老人分成两队，打起
了冰球比赛，他们穿着专业服装，戴着头
盔，手拿冰球杆，激战正酣。围追、堵截、
急停、射门，动作娴熟、身形矫健，很难想
象队员中岁数最大的已是年近七旬，最
年轻的也有五十多岁了。呼出的哈气在
帽子上结成冰霜，却丝毫不影响老人们
的兴致，赛场上不时响起进球后的欢呼
和笑声。

在道里区斯大林公园的健身区内，8
张乒乓球案子一字排开，削球、扣球、捡
球，虽然寒风凛冽，但老人们却玩出汗
了，有的把外面套的棉袄脱下来。市民
张先生说：无论冬夏，这里都会聚集许多
人，其中岁数最大的已年近八旬；到这儿
来打乒乓球的老人虽然都是业余选手，
但水平很高，大家爱好相同，以球会友；
这些老人有的在附近住，也有其他区的，
最远的住香坊区，坐一小时公交车才能
到这儿。

在道外太平滑冰场，活跃着多支业
余滑冰队。今年快 60岁的出租车司机
孙国慧每天下午 4点钟，几乎都要到这
里滑上几圈。孙国慧说，来这里滑冰的
几乎都是 60岁左右的老人，还有几位是
80岁的老人。“冬天滑冰，夏天滑轮，大家
在一起切磋滑技，非常有意思。”孙国慧
说，现在供老人活动的地方比较少，尤其
这样的免费体育场地，希望能给老人多
建一些活动场所。

民声记者 张同 电话：15004619916
你想说的我会听，你要做的我会帮，

因为你是人民，我是你的记者。

镜头一：在哈市道外靖宇正阳北
小区，今年75岁的张斌福一早就站在
窗前看着窗外的景色。因为路滑，张
斌福担心自己摔倒，冬天不敢出去
的，只能周末的时候，由孩子们带着
自己出去“放放风”。张斌福说：“原
来楼对面的广场上，早晨有抽尜的，
有甩鞭子的，天气太冷了，都猫冬
了。”“附近没有老年人活动室吗？”记
者问，“哪有啊！天气暖和的时候就
是到广场坐坐，聊聊天，广场就是我
们天然的活动室。”张斌福苦笑着
说。

镜头二：曾在哈尔滨老年人大学
学习声乐的 80岁老人康同喜告诉记
者，因为疫情的关系，老年人大学都
改网上授课，对于这样的授课形式，
康同喜说不习惯，就不再学习了。入
冬以来，康同喜召集了几个声乐班的
同学，定期到各家唱唱歌，弹弹琴。

“几个老姐妹一起玩，遇到什么憋屈
事，还可以唠唠。”康同喜说，这样

“搭伴活动”挺开心。

镜头三：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一
些老年人从家里坐车或者步行到附
近的商场里溜达，遇到和自己年纪相
仿的人，就聊聊天，打发一天的时
光。“因为不让聚集，商店里的老人也
少了。”一位坐在商场的老人略有失
望地说。

遗憾

据了解，为解决老年人活动场地稀缺
问题，哈尔滨市曾于2002年左右在多个社
区设立了星光老年之家。“本来项目特别
好，但目前的情况是，星光老年之家要么
成了街道社区的办公场所，要么已经消
失。”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教
授曲文勇说。

记者通过百度搜索到了几处星光老
年之家的地址，并按图索骥。在香坊区林
机街，记者看到星光老年之家的牌匾醒目
地挂在一栋二层建筑上，入口大门已经被
锁，门前还摆放着旧衣物环保回收箱，记
者从楼外侧面楼梯上楼,看到二楼墙体外
挂着哈市香坊区通江街道林机社区居民
委员会等牌子，走进去发现里面的一个房
间是仓房，其余几个房间则变成了办公
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原来的星
光老年之家早就改成了现在的社区办公
场所，一楼则是开发商的办公室。”

附近居民赵大娘说：“10多年前这里
是星光老年之家，当时我们附近很多居民
都会来这里打牌、聊天，特别是冬天我们
有了能活动的场地，大伙儿都很高兴。如
今关停真是太可惜了，冬天除了呆在家
里，我们已经无处可去。”

随后，记者又来到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207栋，并未在院中发现有星光老年之家
的标识。采访时，居民王阿姨对记者说：

“这里原来是有一处老年之家，但早就关

了，牌匾也摘下去了，具体关停原因我们
就不知道了，但是觉得非常惋惜。”

曲文勇告诉记者，星光老年之家当时
出发点和效果都很好，为社区老年人提供
了很好的活动场所，尤其是居住在北方的
老年人，冬天时尤其需要这样的场所。“因
为部门领导换届，后续资金投入不足等问
题，才被关停。”

他进一步解释，政府相关部门政策缺
少连续性和延续性，往往是“新官不理旧
政”，所以好好的项目就荒废了；同时，政
府相关部门一般是一次性投入，后续资金
投入无法保证，比如后期需要雇佣保洁人
员、交付水电费等费用，很多街道社区没
有这笔费用，因此也只能作罢。

曲文勇表示，因为缺少活动场所，哈
尔滨很多老年人只能在家里“猫冬”，只能
靠看电视打发时间，或者到商场中聊天。
老年人也有需求，需要有一个场所在一起
进行交流，这样有利于身心健康。

记者在道外东原街道办事处采访了
解到，为了让附近的老年人冬天有个活动
场所，他们特意空出一个大房间，用于老
人们活动，居民可以在这里打桥牌、看书、
朗读、下棋等。每天都有四五十位老年人
来这里参加各种活动。工作人员说，这几
天因为疫情的关系和天气寒冷，暂时关闭
活动室，等到适合开放的时候，会立即开
放的。

该街道办事处的沿江社区还设有乒
乓球室，每天早上七八点钟到晚上四五点
钟，打乒乓球的老人们不断。

道外东原街道办事处主任郭红说，现
在老人活动地方比较少，街道办事处和社
区应该积极为老人们创造活动场所，丰富
他们的生活。她建议在冬季寒冷的时候，
市区的文艺团体多开展一些线上文艺活
动，让老人们积极参与，活跃他们的生活。

□文/摄 本报记者 张同 苏强
吴利红 李天池

公园、广场、商场、江畔、社区活动室、老
年大学……一场疫情，让很多老年人失去了
旧有的交际场所，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失去快
乐。“偶尔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习惯了孤
独，我们必须自己寻找快乐。”一位外出旅游
的退休教授如是说。

冬季，商场成了老人们的消遣场所。

星光老年之家暗淡

74岁的吴老太是电机厂
子弟校退休教师，疫情期间
老同事们组织了一个微信
群，除了闲聊交流外，大家还
出字谜、玩接龙游戏，感觉一
天总有事干。“我就是不在群
里，也在琢磨字谜和成语接
龙答案，感觉很益智健脑。”

“我们是大学同学，1968
年毕业后就天南海北了。有
了微信之后，发现二十多名
同学里，健在的只剩不到一
半人。”市民刘先生说，老同
学总想见面，可身体状况又
不允许，疫情期间大家使用
了“会议室”软件，同学终于
聚在了一起，听到了声音，
看到了模样，好几人当场泣
不成声。“那以后，我们经常
开网会，有空了就相邀聚一
下。”

前段时间，年逾古稀的韩教授经历
了丧偶之痛，儿子从苏州回来看他，叮嘱
他疫情之下不要去人员聚集场所，天冷
路滑不要随便外出。“缺少沟通、缺少运
动、缺少快乐，这样的我还能多活几年？”
在与儿子商量之后，父子进行了体检，来
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2020年 12月
21日下午，儿子在朋友圈发了一组来自
云南的图片，其中韩教授的两张引起关
注，并被朋友们制作成了表情包：儿子请
父亲喝咖啡，父亲的表情在得知价钱前
后出现巨大落差，对比间让大家笑翻。
韩教授对自己制造的喜感也很惊讶，感
觉自己平添了许多活力，决定继续去河
南再逛一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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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香坊区的一处星光老年之家入
口大门被锁。

老人们在江边娱乐。

嗨！
地库走圈 猜谜解闷 网聚散心

老人冬天这么玩儿也很

镜头
宅家“猫冬”很无奈

这么玩也很嗨找乐

“以前我们去街上和操
场走，发生疫情后就在小区
里走。”坚持走步锻炼身体的
居民李大娘告诉记者，每天
清晨和傍晚，红星学府小区
的居民都会独自或结队在小
区楼前楼后走圈。进入冬
季，天冷路滑，中青年人渐渐
退出，一些老年人却坚持了
下来。“前几天，一个邻居在
外面走步时，突然就倒地不
行了。这人挺好的，不抽烟
不喝酒的，大家分析是呛风
冷气，导致心脑血管发病。”
李大娘说。

2020年 12月 28日清晨，
记者在该小区地下车库，看到
四位居民正在绕圈走步。60
多岁的刘大爷说，一起走步的
伙伴没了，确实让大家紧张
了，但年龄大了不能闲着，闲
多了就真老了。12月29日清
晨，又有一位老人加入了走步
队伍，她说：“大家一起走走
步，唠唠嗑儿，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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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天池 吴利红）去年
12月 30日、今年 1月 6日，本报刊发报
道《欠的工钱，我们该向谁要？》《村民质
疑：勃利县发改局为啥不缴农民工工资
保障金？》，截至 7日 14时 30分，中和村
被欠薪村民依旧没有得到任何反馈，记
者也一直没有接到勃利县解决村民欠
薪问题的反馈。

据了解，6日上午，该县发改局副局
长蒋世庆以及两位发改局的工作人员，
到中和村核实被欠薪村民具体情况及
记者采访情况，对如何解决欠薪问题却
没有明确答复。

当日下午，该县县委宣传部询问情
况。7日下午，勃利县劳动监察大队对
欠薪具体情况进行询问。

报道见报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网友纷纷留言。网友“小爱”：“说到底
就是监管不到位、不作为！”

还有网友留言：“目前治理‘讨薪
难’并不缺乏制度和文件，关键在抓落
实。春节将至，每一名农民工都希望带
着一年辛苦赚来的钱回家过年。我们
应该不断织密公平正义的守护网，推动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根治，决不能
让劳动者流汗又流泪。”

更有读者打来电话询问：“这么长
时间过去了，为什么勃利县有关部门集
体缄默不语，不积极作为解决问题？”

2020年12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要求，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报酬，
督促各类项目欠薪春节前动态清零，政
府和国企项目务必率先清零。对一时
难以完全解决或企业主欠薪逃匿的，要
动用工资保证金、应急周转金或其他渠
道筹措资金，清偿欠薪或垫付工资。

2020 年 12 月《“欠
的工钱，我们该向谁
要？”》后续报道——

村民讨薪
至今无果

老人们在松花江上的公益冰场老人们在松花江上的公益冰场
打冰球打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