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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Topic

十二邻：把“孤岛”相连
� � 当你正惊讶于自己巨大的
成长变化时，不妨去看看，在孩
提时可以轻易举起你的父亲，可
以把你拥在怀里而毫不费力的
母亲，他们是不是还如你记忆中
一般健壮。

白发、皱纹、病痛似乎那么
快地就缠上了他们，我们还来不
及在这个社会上站稳脚步，就忽
然发现，那个记忆中的父母亲好
像不在了。

在孩提时，父母总是想尽一
切办法来让我们开心，即使我们
喃呢着听不懂的语言，他们也不
厌其烦。 可是，当他们老了，我们
却去闯社会了。

我们总是说成长是残酷的，
可是你发现了么，老去，更加残
酷。

一个令人不舒服的现状

给你食物， 给你一台电视，
给你一部只能别人拨打给你的
电话———不要惊讶，这便是我国
绝大部分空巢老人生活的现状。

在一胎政策下被打破的传
统核心家庭结构以及日益削弱
的家庭养老功能不得不让我们
担心，社区养老能否担起重任。

你随意地问起老一辈人，他
们总能告诉你以前的邻居叫什
么、是干什么的，甚至连邻居喜
欢吃什么都能给你说出来。 但
是， 随着一栋栋高楼大厦的崛
起，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渐渐远
了，和邻里拉家常不再是老人们
的日常生活， 广场舞、“抗日神
剧”、 保健品逐渐和老人们形影
不离。

究其根本，这一切都源于老
人们孤独的内心。

十二邻的创始者王俊晓关
注到了这一点，他发现了在现代
邻居间似乎存在着很强的戒备
心。 再后来，一条《独居老人于家
中死亡，一周后才被发现》的新
闻彻底刺激了王俊晓，通过翻阅
资料，他发现仅仅在上海空巢老
人就有两百多万，并且这个数字
还在不断地扩大。

这些老人因为儿女常年不
在身边，精神空虚、生活封闭，鲜
少和外界交流，往往一个人在屋

子里就能待上一天，这些令人心
酸的现状导致了老人身体上和
精神上的重大安全隐患。

王俊晓意识到了问题的严
重性，希望能寻找到一个解决的
方法，来帮助这些老人。

做中国特色的社区剧场

怎么样做才能改善人这一
现状呢？ 王俊晓的脑内忽然闪现
了一种办法， 他准备模仿 1900~
1920 年在美国很受人欢迎的社
区戏剧。

社区剧场是为了充实人们
的精神生活而产生的一种自娱
自乐的消遣方式， 用地下室排
练， 借用礼堂作为演出场地，亲
朋好友作为观众，演员全部是志
愿者，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来
参与活动，这一演出方式在当时
受到了美国人民极大的欢迎。 王
俊晓想我们也可以这么做，但是
要具有我们的特色。

王俊晓想到了老一辈人向
往的完美的邻里生活，于是他和
他的伙伴们排了一出剧目，名叫
《我的狗儿子》，故事讲的是一个
孤独的老人，把自己养的狗当儿
子，而王俊晓演的就是那条趴在
地上的狗……

王俊晓还为自己这一组织
起了一个美好的名字： 十二邻。
一栋楼六层，十二户人家相互关
爱，相互帮助。

一开始王俊晓想得很美好，
把老人请出来， 大家来观看戏
剧，参与戏剧的表演，可是事实
给了他狠狠的一击，老人们并不
买账。 王俊晓吃得最多的就是闭
门羹，老人们并不熟悉他，也并
没有把他的社区戏剧当回事，甚
至还有老人以为他们是街头卖
艺的……这一方式一度陷入了
僵局。

一人一剧场

怎么样才能让老人真正接
受这种表演形式呢？ 王俊晓急需
一个领路人。 这时，他结识了一
个人———丁洁明，上海市宝山路
街道办事处老龄委、老年协会负
责人。 但是丁洁明在看过王俊晓

和他的伙伴们为她表演的一场戏
剧之后，表现出了极大的怀疑：这
么一群没有受过专业培训、 没有
表演经历的表演者和没有装扮过
的服装和舞台，靠谱吗？

王俊晓却很执着，他认为自
己的表演方式跟传统的戏剧表
演确实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正是
这种不一样的方式才可以带动
老人们的积极性。 传统的戏剧是
你看我表演，但是王俊晓的戏剧
却是更加贴近老人的，他通过每
个人一个剧场，把老人们真实的
生活体验搬进戏剧中，而且在表
演的过程中随时可以打断，老人
们不仅可以自己上台重现情景
还可以对某个引起共鸣的故事
交换意见，这种更加随性的表演
方式加强了戏剧的“生活气息”。

最终， 丁洁明被他打动了，
同意提供给他们一个平台。

富含“生活气息”的戏剧表演

随着王俊晓的社区剧场不
断深入，大家渐渐体会到这种更
加贴近生活的戏剧表演方式是
老人们真正需要的。 每个老人都
有自己的人生故事，或者传奇或
者平淡，但是这种故事往往是最
能引起大家共鸣的。 社区戏剧表
演不应该是一种慰问性质的、高
不可及的， 它应该是交互的，能
够让老人真正参与其中的，这样
能更大地发挥社区戏剧的作用，
让整个社区更加融洽，让空巢老
人走出封闭的空间，拓展人际交
流和公共空间。

志愿者表演的老伯和妻子
的爱情生活，让不少坐在台下的
老人感动不已，老伯也重温了自
己与妻子的美好时光；志愿者表
演的骗子对老人典型的行骗途
径，让不少老人感同身受，有的
老人甚至跳上舞台亲自为大家
表演。

更加重要的是，许多老人在
表演结束后还在继续讨论，他们
或者对同一件事唏嘘不已，又或
者是同仇敌忾，无论如何社区戏
剧都为老人提供了一个平台，他
们在这里抒发自我，交到了兴趣

相投的好朋友。
如果说每一位空巢老人都是

一座孤岛的话， 十二邻帮助大家
把孤岛相连，串成一片爱的大陆。

这其实是对我们的帮助

老人的感情是非常细腻的，
他们珍视每一个来看望他们的
人， 一旦给了他们下一次的承
诺，他们便会记在心上，如果看
望者有别的事情耽搁了，这份希
望的落空其实是对老人的一次
伤害。 王俊晓深谙其道，于是在
他的十二邻团队建立之初有一
条硬性的规定，如果只能参加一
次活动，最好就不要报名了。

在这样的要求下，还是有很
多人积极报名。 更令人惊奇的
是，团队成员多为外地单身打工
青年。 年龄大多在在 20 岁到 40
岁，20 多岁的年轻人居多。 这些
年轻人独自在外打拼，有精力和
意愿来参加十二邻的活动。 同
时，因为远离父母，他们更加能
理解老人，也更加能引起情感上
的共鸣，他们没有办法经常回家
看自己的父母，于是利用业余时
间关爱身边的老人。

对于团队成员来说，虽然他
们带给了老人慰藉，但他们从老
人那里得来的更多。 生命来来往
往，但总是很美。 老人的人生故
事往往会带给志愿者一种不一
样的人生收获，比如告诉志愿者
一个不一样的为人处世之道、一
个对待事物的新的角度、一个不
一样的人生体验，这些都是真的
生活经验，是书本上没有的。

同时， 为了给老人表演更
高质量的戏剧， 十二邻还对志
愿者进行系统性的培训， 包括
表达沟通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训练、 理心训练、 即兴表演训
练、主持能力训练等，这不仅能
提高表演质量，还能帮助志愿提
高能力水平。

不仅如此，十二邻还是一个
平台，让志愿者们能够反思在与
自己家老人相处中的问题。 在十
二邻组织的每一次活动中，每位
志愿者都能够耐心、悉心地照顾

老人， 努力理解老人的意思，不
少志愿者在参加完志愿活动后
都会反思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对
待自己的父母是不是有足够的
有耐心。

十二邻成功了， 知名度也越
来越广了， 国内许多地方的人都
找到王俊晓， 希望可以从他那里
学到一些东西， 王俊晓也很乐意
去做这些分享。 他认为这种社区
剧场的服务模式不是他特有的，
而且社区戏剧最终的目的是为了
温暖老人，所以传播得越广越好。

目前十二邻剧场项目的服
务主要是孤寡老人、 残疾人，今
后，王俊晓还打算开办针对进城
务工的农民工剧场。 在王俊晓看
来，社区剧场的表演形式仅仅是
关爱老年人整个项目的一个环
节，更多的工作是沟通。 这些环
节需要一批更加专业的人才和
国外比较先进的服务技术来进
行支持，王俊晓也在积极地进行
着这一切的工作。

（据公益慈善学园）

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草根 ，
王俊晓凭借着自己的创造力和
毅力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
门。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
没有注意到类似空巢老人的这
种现状，只是我们没有去放在心
上 ，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 ，空巢
老人的数量急剧上涨，他们确实
面临着一系列的精神和身体方
面的问题。

十二邻作为一家专门通过
社区剧场来服务社区，促进社区
和谐的组织 ，不忘初心 ，用创新
的戏剧表演方式，积极地与老人
互动，带动老人参与到整个社区
的交流中，把老人从孤独封闭的
“孤岛” 迁移到温暖人心的 “大
陆”。

希望有更多像十二邻这样
的组织，来关注老年人的精神和
身体的健康，缓解这个老龄化社
会的压力。 因为终有一天，我们
也会成为老年人，我们也会遇到
同样的问题。

老人们在这里得到了朋友和欢乐

� � 王俊晓是一个平凡的年轻人，但在他的胸膛里，却跳动着一颗滚
烫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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