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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

“忘不了家族”：

阿尔茨海默病老人做服务员

别忘记我

10 时 50 分许，女儿张莺搀
着俞瑞霞到了餐厅。她为母亲套
上粉红围裙，梳理了头发，又在
她胸前别上名牌。 每天，餐厅里
的年轻同事都会向老人自我介
绍，周而复始。 虽然见了一次又
一次，但老人们总是忘记。

张莺又问了一遍：“你还记得
一会儿的流程吗？ ”“倒水， 摆餐
具，点菜。”俞瑞霞答。餐厅菜单正
在优化，“这两天点菜都要通过二
维码。 ”一旁的志愿者提醒。

“叮！ ”厨师按响铃铛，俞瑞霞
站起身走到传菜口。“大厅 4 号
桌。 ”厨师、店员、志愿者，总共提
醒了三遍。 接下餐盘，俞瑞霞循着
大厅桌子挨个数过去，1，2，3，4，挪
到 4号桌。 菜上桌后，她反复确认
了菜名， 用指甲在流水单上划了
道线。 做完记号， 她嘱咐了一句
“慢慢吃”，满脸堆笑。 这一套餐厅
的标准服务流程， 她比年轻同事
多用了两倍时间。

在张莺的鼓励下，患有阿尔
茨海默病的俞瑞霞，一次次重复
倒水、点菜、上菜这一套动作。

这是他们对抗遗忘的方式。
茶餐厅的墙壁被漆成粉色，

贴满了老人与顾客的合影，就连
餐盘也画上了老人的笑脸。

“FORGOT ME NOT”（勿忘
我）的字样几乎随处可见。 服务
员提醒进门的顾客，用于点餐的
平板电脑里， 可以播放综艺片
段、了解什么是阿尔茨海默病。

这都在提醒，遗忘与记忆是
这家餐厅的主题。

俞瑞霞年轻时做过教师，在
皮麂厂里担任车间主任，退休之
后被返聘，负责采购，“那个年代
物资匮乏， 我妈一百样都能买
到，社交能力很强。 ”

担心年迈的母亲独居， 张莺
兄妹四人轮流把母亲接到家里照
顾。 可在 10年前，母亲状态隐约
起了变化。 一次，张莺和儿子、媳
妇聊天， 俞瑞霞竟然吃醋了：“你
们排挤我。 ”母亲嘴里冷不丁蹦出
伤人话，过后又矢口否认，这让张
莺难受极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俞
瑞霞告诉张莺，自己不敢去超市，
因为去超市感觉做了“贼骨头”。

“这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征
兆，只是当时不懂。 ”2016 年，俞
瑞霞的记忆力越来越差，辗转三
家医院最终确诊。 去年年底，她
甚至想不起来快退休的小儿子

早就结了婚。
母亲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后

的一年， 张莺时常浑身无力，最
严重时连床都下不了。 检查后，
她才知道自己出现了严重的焦
虑症状。她偶尔也向母亲吐露心
声：“妈， 你什么都可以忘记，但
请别忘记我们。 ”

像俞瑞霞这样的老人并
不少。

这是严肃又无可回避的社
会现状：目前，中国有大量认知
障碍患者。 伴随着大脑功能退
化， 他们可能会逐渐丧失记忆、
自理能力，甚至情感。放眼全球，
仅阿尔茨海默病造成的经济负
担已经高达全球 GDP 的 1%。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
主任李霞说， 阿尔茨海默病防治
是一场与寿命的“赛跑”。 当下，阿
尔茨海默病是一种无法治愈的老
年病， 减缓发病速度也意味着老
人受折磨的时间变短、 发展成重
症的概率变低、生活质量提高，社
会资源耗费也大幅减低。

张莺发现，那些仍在干力所
能及家务的老人， 状态都不错；
像自己母亲那样，一点事情不做
的，记忆力反倒每况愈下。 看到
忘不了茶餐厅的招募信息后，她
给母亲报了名，试试看。

认知障碍老人上岗前，需要
先在家属陪同下面试。俞瑞霞已
88 岁高龄，但评估团队认为，她
非常适合来餐厅服务，以减缓认
知能力的退化。

餐厅开业了， 张莺带着母
亲，前前后后来了 3 次。 前两次
结束后， 母亲什么都回忆不起
来。这天，张莺随口问了句，俞瑞
霞脱口而出：“我要去端盘子。 ”

踏出一步

张孝敏也被认知障碍困住
了。年后的一个周四，餐厅不忙，
他做完手头工作，坐着休息。 他
女儿张女士在一旁的沙发上坐
着，回复电子邮件。 忘不了茶餐
厅的工作， 需要家属全程陪护。
好在， 餐厅周到地保护老人，反
倒让张女士和张莺这样的家属
有了喘息的机会。

张孝敏热爱自驾游。 退休时，
他和女儿约定，每年长途、短途自
驾各一次。 两人先后去了贵州、云
南、广西，还去了美国、德国。 女儿
导航，他开车，两人配合默契。

“2017年先去了藏北，再带他
去美国。 他本来反应力很敏捷，但

突然发现，按照我们原来的节奏，
他反应慢了。 ”张女士说。

张女士从事医药行业，敏感
地觉察到了老爸身上的细微变
化。 她把父亲骗到医院，发现是
因多发性腔梗引起的记忆缺失。
担心老爸自驾不安全，她干脆把
车子卖掉了。

一旁的张孝敏从怀里掏出
绿色的驾照， 摊开给大家展示
后，又合起来装回衣服内袋。 驾
照的有效期截至 2020 年 5 月
21 日。“喜欢的东西就要放在身
上。”尽管再也无法自驾，但他仍
把驾照藏在身上。

通常，人们把认知障碍等同
于阿尔茨海默病， 但实际上，造
成认知障碍的病因远比人们想
的复杂。近日，国际医学期刊《柳
叶刀·公共卫生》 在线发表了一
项关于中国 60 岁以上人群的研
究。 研究发现，这一人群中轻度
认知障碍患者 3877 万人， 阿尔
茨海默病患者 983 万人，血管性
痴呆患者 392 万人，其他痴呆患
者 132 万人。

调查显示，每 3 秒全球就会
有一个老人被认知障碍类病症
选中。

“（多发性腔梗引起记忆缺
失）这不可逆，比阿尔茨海默病
更可怕。 ”张女士不愿意多谈疾
病本身。“这样的老人没有很好
的药物治疗，都只是辅助用药。”

“无药可救”，只能以辅助手
段延缓病情，这是目前能确定的
结论。

“疫情让老爸的状况变得更
差了， 以前他从事销售工作，很
外向的。”张女士分析，由于疫情
期间不便出门，老爸的社交活动
量急剧下降，使得认知障碍的症
状愈加明显。“认知障碍不单是
生理的原因， 还有情绪的问题，

他有时情绪不好，会跟我妈不开
心。 ”认知障碍让张孝敏的记忆
力衰退。 有时是找钥匙，有时忘
记已经吃过早饭。 一次，女儿连
续出差两周，回家就发现，老爸
的记忆又变差了。

张女士积极向外界求助。她
带父亲应聘忘不了茶餐厅。张孝
敏同意了，因为来这边做，还有
人讲讲话。

“在中国，阿尔茨海默病的
漏诊率很高。还有一个难题横亘
在面前，那就是如何打破老人及
家属的病耻感。”两年前，当制片
人林爱西为综艺《忘不了餐厅》
选角时，第一周甚至连患病的老
人都见不到。“有老人很要强，根
本不承认自己病了。我们希望消
除大众对认知障碍的偏见，并提
倡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

在忘不了茶餐厅工作的老
人，实际上已经踏出了打破病耻
感的第一步。

“我本来是朝南坐，管别人
的，现在服务别人了，就像改变
人生一样。 ”张孝敏说。

社会实验

脱下厚外套，套上粉红色的
围裙，71 岁的李君沪很快就进
入了工作状态。 他在这家“忘不
了餐厅”中，连着录了两季综艺，
被大家亲切称作“小敏爷爷”，也
算得上餐厅工龄最长的员工了。

只要是来餐厅，老伴“小俞
阿姨”每次都会陪着他，一路从
家中搭公交车抵达餐厅。 点单、
倒水、上菜、服务客人，李君沪一
直很积极。 新客人进店，他跟在
后面冲过去点单； 有时兴起，他
干脆一屁股坐在客人边上，介绍
起菜式；刚歇下，小窗口递出一
道炒菜， 他又立刻站了起来，端

着去上菜了。“退休后没事干，在
家里待着，过来发挥余热，来玩
一玩，他很开心的。 ”老伴说。

2017 年 6 月 2 日， 日本东
京出现了一家上错菜料理店。餐
厅里的服务生错漏百出。因为除
了厨师以外，店员都是阿尔茨海
默病患者。 据统计，上菜的错误
率有 37%。有了心理预设的客人
们对点菜慢、上错菜等问题毫不
介意，甚至还有人期待“自己点
的菜会被上错”。 餐厅仅营业三
天，是一家“快闪店”。 发起人小
国士朗表示， 对于认知障碍患
者，如何帮助他们，保有人的尊
严活下去，是设立“会上错菜的
餐厅”的初心。

创意引入国内，不仅酝酿出
了一档综艺节目，自负盈亏的餐
厅也衍生到了线下。

茶餐厅姗姗来迟。两季节目
播完，出品人、恒顿传媒创始人
曾荣才觉得时机成熟了。“中餐
厅很复杂，小，但五脏俱全。 ”曾
荣说，茶餐厅的诞生，目的是在
节目播完后，继续完成公益的使
命，“在这里，患有认知障碍的老
人可以参与社会活动，做非药物
性治疗。这里还能向社会科普阿
尔茨海默病。 ”

“非药物干预性治疗在大量
医学研究中被证实有效，但没有
具体数据表明能达到什么程度，
或实现什么结果。 ”这也是曾荣
做节目、餐厅，科普推广认知障
碍的原因。“有医生说过，有 1/3
的病人，如果早期发现症状并及
时干预， 是能达到病情回转的，
我也看到参与节目的老人变化
很明显。 ”

开业以来，聚集在忘不了茶
餐厅的“忘不了”老人越来越多。
尽管已经无数次预告，这是一家
可能会上错菜的餐厅。 但实际
上， 重归社会角色的老人们，很
难有真正犯错的机会。 可以说，
认知障碍老人的每一步行动，都
在严密的照护之中。

面对这群特殊的服务者，餐
厅犹如一根平衡木，既希望给予
老人刺激， 让其感受到挑战，又
不至于让服务本身成为一种压
力。“餐厅的核心目的并不是让
老人提供服务， 而是在身体、心
理上比较安全的情景下，让他们
参与社会生活。 ”曾荣说。

还有个现实问题摆在曾荣
面前：非药物性干预，需要很长
时间才能看到作用；而作为一家
实体店，餐厅自负盈亏。

工作日， 餐厅推出了最低
18 元一份的套餐。 而此时永嘉
庭及周边，人均消费 300 元以上
的餐厅遍地开花。这家人均消费
仅 80 元的茶餐厅， 成了价格洼
地。 有顾客用完餐后发问，这个
价格究竟撑得下去吗？“目前还
没实现盈亏平衡，但希望它是一
个可持续的、 长期做下去的事
情。 无论有多么伟大的初心，餐
厅还得是大家愿意来吃饭的地
方。 ”曾荣说。 （据上观新闻）

88 岁的俞瑞霞看见客人坐定，左手拎着茶壶，右手提着洗手
液，缓步上前。 客人伸出双手候着洗手液，她却举起茶壶，

准备往他手里倒水。 身后的志愿者赶忙扶住，避免了一次小误会。
点菜记不住菜名、上菜速度慢，还会上错菜，是这家餐厅服务

员可能出现的状况。 但没有客人会抱怨。
这是高分综艺《忘不了餐厅》的线下实体店。 过去两年，《忘不

了餐厅》聚焦认知障碍群体，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组成“忘不
了家族”，在餐厅中当服务员，帮助顾客点菜、上菜。 餐厅的拍摄原
址在徐汇区永嘉庭，现在这里成了忘不了茶餐厅。 摄像机撤去，老
人服务模式被延续下来。

有时兴起，71岁的李君沪（右）干脆一屁股坐在客人边上，介绍起菜式

俞瑞霞（右二）在餐厅当服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