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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剧场：两个演员，一个观众

为排解孤寡老人的孤独，苟永丽和杨晓青去老人家里专场演出，已坚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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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

“走。”59岁的杨晓青挎上一个环保袋，转身出

了房门。 她的同伴———61岁的苟永丽已在社区大门

外等她。

杨晓青的目的地，是73岁孤寡老人苏中成的家，

她的包里，装着简易的化妆盒、放歌曲用的录音机、

记录歌词的节目单以及自制的演出服。3月12日下午，

她和苟永丽将表演一整套的节目，舞台就在苏中成的

家里；观众，只有眼睛已快看不见的苏中成一人。

只有一位观众 化妆不马虎

舞台是狭窄的小巷过道。 她俩换上民族

服，一个大声清唱，用跺脚的方式打着节拍，一

个则在小巷里旋转起舞。两米外，

73

岁的孤寡老

人苏中成开心大笑。

3月12日下午两点半，杨晓青和苟永丽来到点将

台东二巷苏中成的家。

这位73岁的老人无儿无女无老伴，视力极差，超

过两米外的物体，基本就看不见了。去年，杨晓青曾

来看望过这名老人，并为其表演节目。

坐在老人狭窄的屋内， 杨晓青开始和苏中成拉

家常，从年轻时的往事，到晚年生活；从日常柴米油

盐，到健康养生。“我们给你表演个节目吧？你想听

什么，老歌还是新歌？”杨晓青问。

“来个刘三姐的歌吧。”苏中成想了想。

杨晓青和苟永丽打开随身带的环保袋， 摸出化

妆盒， 准备化妆。“我眼睛不好， 不用麻烦化妆了

吧。”苏中成说，“没事，不麻烦，表演都要化妆。”杨

晓青说着，用粉饼在脸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粉，搽上胭

脂，涂上口红，又帮苟永丽完成了这一过程，精心准

备后，两人站在苏中成门前的巷子过道里，“表演现

在开始。”她鞠了一躬，像正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

唯一的音响设备是一台巴掌大的老式录音机，大

多数时候，两名演员只能一人唱，一人跳。唯一的观

众———73岁的孤寡老人苏中成坐在家里的凳子上，认

真地观看这场演出。每个节目终了，苏中成都会鼓掌，

“好，好，唱得好。”有好几次，他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杨晓青和苟永丽一口气为老人表演了8个节目，

包括歌曲、黄梅戏、京剧、快板等，老人想听的刘三姐

插曲也在其中。

“演出到此结束。”最后，杨晓青对着苏中成深

深鞠躬，就像在正式的舞台上一样。

报幕谢幕 就像在大剧院演出

看着她们教智障女儿唱歌，

89

岁肖青云

的眼里闪着泪花。杨晓青离开的时候，肖青云一

直把她送到小区大门外。杨晓青走到几十米外，

发现肖青云还站在门口，“回去吧， 不要送了。”

她挥着手说。

3月13日上午，杨晓青约上苟永丽，今天，她们要

去看望89岁的老人肖青云。

与苏中成不一样，肖青云有一个女儿，但这位今

年60岁的女儿有智力障碍。

杨晓青曾经多次来看过肖青云，很多时候，她骑

上自行车，买上10元钱肉丸和蔬菜，中午就在肖青云

家吃饭。去年的大年三十，她还买来礼物，看望这位

素不相识的老人。她给肖青云和女儿唱歌，女儿总是

低垂着头。“后来，我就教她唱歌，唱小燕子，唱父

亲，后来我把《世上只有妈妈好》改编成《世上只有

爸爸好》，教她唱，她渐渐地会唱一两句，脸上也有

了笑容。”杨晓青说。

在去肖家前， 杨晓青和苟永丽特意去买了小面

包、沙琪玛等礼物，送到老人手中。“太感谢你们了，

又来看我，又送东西。”对于两人的到来，肖青云显

得很高兴，连忙热情地搬凳倒水。

演出在肖青云的房间里进行，这间不到10平米大

小的房间内，摆了两张床、两个柜子以及四张凳子，剩

下的空间连过人都困难。杨晓青把凳子挪开，腾出约

两平米的空地，作为舞台。两人化好妆，换上表演服

装，对着老人深深鞠了一躬：“表演正式开始。”

在这个狭窄的“舞台”上，杨晓青和苟永丽跳起

了歌舞《北京的金山上》，空间太狭窄，挪不开地方，

两人手脚常碰到一起， 但她们依然表演完了6个节

目。末了，杨晓青拉着肖青云60岁女儿的手，一字一

句教她唱 《世上只有爸爸好》，“世上只有爸爸好，

有爸的孩子像块宝……”这位智力有缺陷的女儿开

始只是默默聆听，最后跟着杨晓青开始唱，肖青云的

眼里闪着泪花。

2

月

27

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发布我国首部老龄事业发展蓝皮

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

(2013)

》披

露：

2013

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

2.02

亿，平均每

100

人中，老年人口已

经超过

15

人。

来自成都市老龄办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11

年底， 成都

60

岁以上老年人

达

213.98

万，占总人口的

18.39%

，比全

国高出近

5

个百分点。 预测到

2015

年，

成都

60

岁以上老年人将达到

244.8

万

人，占全市户籍总人口的

19.43%

。

一位老人的诉说

衰老带来孤独，孤独产生绝望

“如果我只是一名患了痴呆症的老人，那么我只

要保持活着就可以了。 但我清楚地感受到衰老带来

的孤独，以及因孤独而产生的绝望。”

“老人不仅身体情况不好，精神上也很忧虑，是

很容易消极绝望的，我自己也有过消极的念头，要过几

十年你才会明白。”

“烦死了，烦死了……衰老真是让人烦死了！”

“老人活着就是等一口饭？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你们不知道，我的小孙子很调皮，打烂了我家

里很多东西，但我每次都很开心。”

———钟道诚（化名）今年

88

岁，退休前是四川省

食品总公司运输部门的职工

明日 60余家金融企业揽才

成都商报讯（记者 赵一丹）

明日上

午,“四川省2013年春季金融人才大型专

场招聘会” 将在四川省人才交流中心

（青羊区小南街

99

号）

举行。该招聘会由

四川省人才交流中心与四川金融人才中

心联合举办， 是我省今年举行的首场金

融人才专场招聘盛会。

据悉， 本次招聘会将邀请我省60余

家来自银行、证券、保险、基金、融资担

保、 小额贷款等相关行业的金融企业入

场揽才。天津银行、平安投资、申银万国

期货、 瀚华融资等大中型金融企业确定

参会。

你是否还在嗑着瓜子， 流连在电视

机旁，守候着甄嬛的出场，为插播广告而

气愤；你是否还播放着D V D ，幻想着自

己成为007、钢铁侠、杰克船长，而突如其

来的卡碟让梦想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别担心！我们为你介绍一种超酷的方式，

下载成都商报“码上控”手机软件，只需

扫描下面这个特别的二维码，就能“码”

上观看到由成都商报新媒体倾力拍摄的

微电影， 还能看到我们为你精心推荐的

更多精彩视频。

这是真正的报纸与新媒体结合的时

代，关注报纸新技术的发展，不仅可以看

到报纸的平面新闻， 还可以让视觉感受

丰富起来，这次改版，成都商报将打造这

个精品栏目， 为大家带来全方位的饕餮

视觉盛宴。

一个可以连接任意口袋的“万能口袋”

《完》

这样的演出已经进行了一年多，去年3

月8日开始，杨晓青和苟永丽组成“一个观

众的剧场”， 每个星期都去孤寡老人家里，

与老人聊天并为其表演节目。

志愿为老人表演 买了全套行头

10年前，杨晓青退休。

退休后，因为兴趣，杨晓青开始学习

唱歌跳舞。由于年老和孤独，公婆常年闷

闷不乐。有一次，杨晓青试着给公婆唱歌，

“唱的是《母亲》，她本来眉头是皱起的，

唱着唱着，眉头就舒展了，脸上也有了笑

容，我唱完了，她还拉着我，让我再给公公

唱一个。”

自此以后， 杨晓青就常来给两位老人

唱歌，后来，院子里总有很多老人搬着凳子

过来听。 这段经历让杨晓青感受到独居老

人生活的寂寞，“只要稍微热闹一点的，他

们都希望去看，他们最怕孤独。”

杨晓青后来成为“爱有戏社区文化发

展中心”志愿者，志愿陪老人聊天，并为其

表演节目， 杨晓青特意自己制作了13套演

出服装，并找来本子作为歌单，记下了20余

首歌曲和戏曲的名字，供观众点歌。

“我们都会老，都需要被关心”

“一个人的剧场”另一名成员苟永丽

是一名退休护士，只要有演出，她总是随叫

随到。而每次去演出，她都会为唯一的观众

带去小礼物，一把雨伞，一袋燕麦片……这

些礼物一部分来源于她跳坝坝舞的礼品和

奖品，另一部分则由自己掏腰包购买。

苟永丽通过朋友认识杨晓青， 让她如

此坚定唱下去的理由很简单：“我们都会

老，都需要被关心。”

杨晓青认为，自己的表演是老人们需要

的。一年来，她为数十位老人表演过，“老人

们大多在物质上无所求，但精神上极度空虚

寂寞。”80多岁的陈婆婆给杨晓青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最初，杨晓青去为陈婆婆表演节

目时，对方情绪低落，“她问我，这样活着有

什么意思？还不如死了算了。”通过聊天和表

演的形式， 杨晓青最终化解了婆婆的心结。

现在，这位老人已经赶赴沈阳和亲戚一起生

活，但每个星期，老人依然会要求杨晓青给

她打一次电话，“她只是想找个人聊天。”

“只要我还能唱，我会一直唱下去。”

她俩说。

“我们都会老 老人最怕孤独”

成都60岁以上老人

2015年达244.8万

曾参加梦想合唱团

和谭维维一起得全国第二

去年， 杨晓青和苟永丽参与的

“一个人的剧场” 曾参加央视大型

电视公益节目《梦想合唱团》第二

季。在领队谭维维的带领下，成都队

在八个参赛城市中获得第二名，共

募集到130万元的公益基金。

《梦想合唱团》是一档大型公

益类电视节目， 活动邀请8位明星

回到代表城市， 寻找20- 25位来自

各行各业的当地居民组建一个合

唱团。 组建后的这8支合唱团齐聚

北京，进行长达8周的培训及比赛，

最终胜出者有机会为家乡实现最

美公益心愿。成都队由明星谭维维

带领，队员包括大学生、断臂残疾

人、退休老人、门卫等，杨晓青也是

其中之一。在节目中，杨晓青“一

个人的剧场” 走家串户为孤寡老

人表演的故事，令万千观众动容。

心声

趋势

心理

尽管老人表示眼睛不好，化妆不化妆无所谓，但杨晓

青和苟永丽还是仔细地弄好演出的妆容

制图 王珏菲

苟永丽

(

左

)

和杨晓青正在为

73

岁的孤寡老人苏中成表演 成都商报记者 段韵

看到两人的演出，老人笑得很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