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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岁的吴爱芳（化名）是湖南人，儿子大学毕业
后选择留在北京工作。两年前，为了照顾年幼的孙
女，吴爱芳在儿子的邀请下来到河北廊坊燕郊（紧
邻北京）与儿子儿媳同住，照顾一家人的起居生
活。“年纪大了，干不了别的，也只能看看孙子，做点
家务，都是为了孩子们能幸福。”吴爱芳说，但幸福
的背后，付出了多少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不说了，我得给孙子做饭了，不然就来不及了。”
62岁的陈璐是河南驻马店正阳县吕河乡人，以前一直
生活在乡下，儿子儿媳常年在外打工。为了让孙子接
受更好的教育，儿子将孩子转到了县城上学，陈璐也开
始了租房陪读的生活。

学校、菜市场和出租房，是陈璐在县城陪读生活中
最常去的三个地方。

在陈璐的手机闹钟上，只定了3个时间：早上5点、
中午 11点和下午 4点半。这是提醒陈璐做饭的时间，

“我吃得早点晚点都无所谓，主要是因为孙子要上学，
一切都得按照他的时间来”。

按时做饭、准时吃饭、接送孩子，必须要牢记遵守，
对吴爱芳而言也是如此。

在走访中，笔者充分感受到：老人们与子女共同生
活，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资源，共同应对养老和育幼的
双重挑战；另一方面，当一个随迁老人面临被“连根拔起”的
新生活时，家庭成员间的摩擦和冲突很可能加剧。

从农村来到城里，千里迢迢从老家来到一个陌生

的城市，老人在帮助子女照看孙辈之余，往往对新的生
活一时难以适应。

语言不通，是“老漂族”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我不太会说普通话，有时候出去跟人家聊天的

时候，别人总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吴爱芳稍显尴
尬。也因为这一点，已经在燕郊生活两年的她依然
没有交到什么朋友。她偶尔会听说社区里举办文化
活动，但从来没有参加过，“不知道怎么沟通。而且
太忙了，照顾孩子、做完家务也没啥时间了”。

智能鸿沟，是“老漂族”遇到的第二个难题。
乘坐电梯、刷码支付，这些年轻人习以为常的生

活方式，吴爱芳却学习了很久。吴爱芳家住在 28
楼，刚来燕郊时，她一直不会也不敢独自乘坐电梯，

“不想给孩子添麻烦，硬着头皮也得学，慢慢地也就
学会了”。

孤独，是这些老人遇到的第三个难题。
与吴爱芳一样，陈璐在县城也同样没有什么朋

友。虽然陈璐不存在语言不通的问题，但平时也很
少与人来往。除了认识房东外，谁都不认识，偶尔跟
同样租房的邻居打声招呼便关上了房门。唯一与外
部联系的渠道便是自己的手机。

“孤独是肯定的，孙子回来还能跟我说句话，平
时屋里就我一个人，连个声响都没有。”为了节约话
费，陈璐甚至连电话也不会轻易打。

“害怕”“担忧”，是这些老人经常提到的字眼。虽
然为家庭、为晚辈付出了很多，但老人们还是处处担心
自己做得不够好，担心自己的体力、精力不济，没有帮
上忙，反倒成了孩子们的负担。

一些老人坦言，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

看孩子的“脸色”。原本住在河南农村的杨庆国（化名）
在老伴去世后，便搬到驻马店城里与女儿一起生活。
在接送孩子、干完家务之余，杨老爷子的唯一爱好便是
打麻将。“我女儿不喜欢我打麻将，一听到我打麻将就
会不高兴，久而久之我也就不去了。”无处可去的杨老
爷子闲暇时只能坐在家里发呆。

在外地时间长了，有的老人很想家，而现实却
很无奈。

“和孩子的父母相比，肯定是我陪孩子的时间更
长。不过孩子现在上学了，白天都在学校里。”谈到儿
子和儿媳每天忙工作，没有时间陪孩子，当下的日子还
要持续很久，吴爱芳的目光暗淡了不少。

这些漂在异乡的老人还有一个共同的担心——怕
生病。

多位“老漂族”反映，自己需要的一些药只能在
老家医院凭医生处方开取，且每次只能开一个月的
药量，老人们年纪大，在异地时间长，来回奔波不方
便，医保卡购药、医药费报销成了最大的一个难题。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老漂族’想要享受本地
优质的公共服务，需要一定成本作支撑，毕竟每
个地方都不愿意担负额外的成本。”北京师范大
学社会学教授董磊明说，对来城市照顾孩子的
老人，应该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因为他们来城
市的社会性意义就是解放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子
女，释放他们的劳动力，以便他们能更好投入到
城市生产建设中，实际上这也是这些老人在间接地
为当地发展作贡献。

今年 9月 15日，国家医保局颁布了《关于开展门
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工作的通
知》，将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
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 5 个群众需求
大、各地普遍开展的门诊慢特病纳入试点范围。

“‘老漂族’漂得安心需要国家、社会、社区、家
庭和老年人个体共同努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
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伍海霞说，比如国家
需要加强户籍管理、医疗保障、幼儿托育等相关政策
制度的制定、调整和实施。

伍海霞建议，在户籍管理方面，进一步推进居住
证登记制度，放宽或简化直系血亲的入户政策，保障
投奔子女老年人的福利和权益。 （赵丽 杨轶男）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10月14日是重阳节，也
是我国第9个法定“老年节”。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60岁及以上人
口有 2.6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8.7%，其中 65 岁及以上
人口1.9亿人。他们中有人为支持儿女事业、照料孙辈，

“候鸟式”离家漂泊至陌生城市。他们的生存状态怎样，
面临哪些困难，如何实现“让所有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笔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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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就医报销成一大难题

10月14日至16日，被誉为产业
工人“全运会”的第七届全国职工
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成都中国西
部国际博览城拉开战幕。届时，陕
西将全工种满员参赛。

10月 13日，博览城场馆外，“第
七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
的巨幅幕布格外醒目。竞赛馆里，经
过精心布置，500个工位、800余套比
赛设备、上千套整体设备，已成为技
能大咖巅峰对决的竞技场，展示产业
工人动人风采的大舞台。

“能够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手
同场竞技，机会难得，我一定要好
好把握。”来自中建七局四公司的
砌筑工杨波一边整理比赛装备一边
告诉记者。

在杨波比赛工位的对面，焊工技
术指导，来自陕西化建工程有限公
司的朱瑞峰正在对焊工汪江进行指
导：“这个全新的焊头可能会有点
不适应，但是也不要紧张，按照平
时训练的正常发挥就好。”

同样，作为网络安全的“守门
员”，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
公司李佳和队友们正在网络与信
息安全管理员竞赛场地熟悉规
则；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司钳
工技术指导杨峰与徒弟们一起等
待裁判员对工具进行检验……所
有陕西参赛选手在工位前做着精
心有序的准备，用最饱满的精神状
态等待决赛的来临。

8 月以来，全国职工职业技能
竞赛活动在全国火热开展。经过激
烈角逐，来自各省（区、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的32支代表队、约540名顶
尖高手入围钳工、焊工、数控机床装
调维修工等6个工种的决赛。

文/图 本报特派成都记者 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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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峰（右一）对选手进行指导。 杨波进行赛前准备。

第七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今日成都开赛

10月7日，国庆假期已接近尾
声，全国各地的旅客陆续返程，
在西安火车站内，随处可见提着
大包小包出行的乘客，列车进出
车站，井然有序。在长假期间，西
安火车站调度员刘西孝依然坚守
在岗位上，奋斗在一线，保障列
车的正常运行。

10月 8日，记者来到西安火车
站信号楼内，刘西孝正详细安排着
每一辆列车进出站的股道和顺
序。“Ｋ1349次列车13时33分到达
车站，将停靠在 18道 16站台。”刘
西孝说，在列车到站 3个小时前就
对列车的进站股道以及进出站时
间进行计划安排，合理安排列车进
站股道，提高股道利用率。

调度员是车站的“幕后人员”，
每一辆列车的有序进站、离站，都
离不开他们在背后的付出。早上7
时，刘西孝准时到达岗位，开始对
当天的重点任务进行统筹安排，随
后便开始列车调度，坐在大屏幕
前，集中精力紧盯着每辆列车的运
行，这一坐便是近12个小时。从事
调度员工作14年来，刘西孝每天都

牢记着列车到站和离站的时间，每
辆列车的运行线路、运行时长他也
早已烂熟于心。

10月 1日，西安火车站迎来了
客流高峰日，日发送旅客达到了
12.2万人次，发行列车达到218列，
看着一辆辆列车和旅客平安顺利
离开车站，虽然工作略微有些枯
燥，但是刘西孝觉得很有成就感。

“火车站的工作有个特点，平
时忙，过年过节更忙。”刘西孝说，
随着客流实际情况，列车班次也
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在节假日期
间出现列车晚点的情况，更需要
调度人员合理安排，保障列车顺
利到达目的地。“国庆假期，延安
出现强降雨，从延安驶往西安的
列车出现大面积晚点，我们要对
列车到达以及停靠时间进行调
整，提高列车运行效率，不让旅客
等太久。”刘西孝说。

“虽然假期不能陪着家人出去
玩，但是能保障列车顺利通行，让
旅客出行的路更畅通，这样的坚守
有意义，也有价值。”刘西孝说。

实习记者 李旭东

“幕后”调度人的繁忙假期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10 月
13日，记者从西安市政府举办的
新闻发布会获悉，今年 1 至 9 月，
西安市新增上市 5 家科技型企
业，新认定 81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市级以上众创载体达到 300
家。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 1000亿
元，同比增长14.9%。

据悉，西安市积极推进秦创原
创新驱动平台建设，深入推动国家

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和国家硬科技创新示范区建设，全
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保持在 5%
以上，始终居于全国前列。加快
推进硬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
成立产学研、城校企创新平台和
联盟，推广“一院一所”模式和技术
经理人“1+3”服务模式，孵化出一
大批叫得响、过得硬的科技型企
业，科创板累计上市企业5家。

1 至 9 月西安新认定
81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近日，
省财政厅下达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课后服务奖补资金6000万元，引导
各市（区）建立健全经费保障机制。

奖补资金分配突出绩效原则，
与各市（区）参与课后服务学生人
数、开展课后服务学校数量、人均
财力以及义务教育阶段直达资金
支出进度挂钩，重点用于参与课

后服务教师补助，购置必要的教
育教学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支
持开展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
读、兴趣小组、专题教育、社团活
动以及购买第三方提供的高质量
课后服务等，征集、开发丰富优
质的线上教育教学资源，并利用
国家和省级教育教学资源平台
免费向学生提供。

陕西下达6000万元
学校课后服务奖补资金

据《人民日报》 10月 12日，
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
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
第一批国家公园。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第一批国家公园涉及青
海、西藏、四川、陕西、甘肃、吉林、
黑龙江、海南、福建、江西等 10个
省份，均处于我国生态安全战略
格局的关键区域，保护面积达 23
万平方公里，涵盖近 30%的陆域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其中，大熊猫国家公园跨四

川、陕西和甘肃三省，保护面积
2.2 万平方公里，是野生大熊猫
集中分布区和主要繁衍栖息
地，保护了全国 70%以上的野生
大熊猫。园内生物多样性十分
丰富，具有独特的自然文化景
观，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
生态价值实现先行区和世界生态
教育样板。

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
涉及陕西等 10 省份

10月以来，影响
我国的冷空气活动
频繁，预计 10月 14日
至 17日，我国中东部
地区将先后出现大风
降温、雨雪天气，10
月 24日之前，大部地
区气温较常年同期
明显偏低。目前，陕
西供暖工作进展如
何？今年会提前供
暖吗？

西安：若温度持续
下降可能提前供暖

“我们从今年9月
份开始，就已进入打压
试水阶段，管网检查工
作也同步进行中，在11
月 5日之前具备供暖
条件，上级统一安排供暖，我们随
时就能供上。”西安热力集团工作
人员介绍说。

目前，所有的供热企业都在
检修相应的供热管网。

工作人员表示，如果近期温
度持续下降，相关部门将根据实
际情况调整供暖时间，很可能会

提前供暖。
府谷：10月15日

率先实现集中供暖
连日来，榆林府

谷早晚气温急剧下
降，最低时已接近零
摄氏度。为了应对降
温天气，府谷县提前
开启供暖模式，10月
15 日将在全省率先
实现集中供暖。

从 10 月 2 日开
始，已向采暖系统进
行注水。目前，设备
检修、调试工作已全
部完成，工作人员严
阵以待，迎接集中供
暖时刻的到来。

咸阳：已全面启
动供暖试水打压

10月 12日上午，
在咸阳市秦都区法苑
小区里，咸阳西区集
中供热有限公司维
修人员正在对该小
区支线管道井进行
逐个排查，同时重点

对每个单元进户表箱里的阀门进
行检查，发现漏水点立刻维修。

据了解，目前，咸阳已进入全
面供暖试水打压阶段。为了避
免群众扎堆交费，今年咸阳西区
集中供热有限公司实行错峰收
费，已于9月1日起，接受居民缴纳
暖气费。 （李晓鹏 樊仲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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