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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的指针指向下午5点。
55岁的金秀琴利落地换下胸前
印着“GAP”的粉色家居服———
那是女儿穿腻了原本想扔掉的
衣服。她穿上自己的红短袖，抓
起一个尼龙袋，把穿着肉色丝袜
的脚蹬进黑色平底鞋，快速按下
昏暗楼道里的电梯按钮。

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里，这
双平底鞋匆匆穿过狭窄的胡同、
低矮的居民区，穿过汽车、自行
车、行人和宠物狗，停在一家幼
儿园的3楼。对于金秀琴来说，这
段路是她在北京为数不多的熟
悉路线。5岁的外孙手里举着一
块饼干，已经等了一阵子了。她
掐着表算，接到外孙后要送他去
上半小时的辅导班，然后必须在
7点之前做好晚饭。离家之前，她
已经把豆角择好洗净，只等下
锅。5年前，为了完成这些“任
务”，金秀琴离开生活了50年的
东北铁岭。

在学术界，这些跟随子女从
外省市的农村或城镇到现居住地
短期或长期生活的、非本地户籍
的异乡老年人，被称为“老漂族”。
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
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我国流动
老人将近1800万，其中专程来照
顾晚辈的老人比例高达43%。

表面上，他们是这座城市极
为普遍而自然的一部分。但他们
并不属于这里。这些老人从四面
八方来到子女所在的都市，在每
天的黄昏中奔波忙碌，也在一生
的黄昏中漂浮不定。

周期循环的分合

【“这是他们的家，我拿那么
多东西干什么。”】

相比热闹的黄昏，老人们的
清晨要落寞许多。

早上5点，在这座城市的不
同角落，他们几乎同时醒来。从
陈显兰的房间向外看去，北京京
通快速路上的路灯还在灰蒙蒙
的空气中亮着。这是一套两居
室，她轻轻走到女儿的房间，给
外孙女喂牛奶、换尿布。外孙女
现在一岁多，年纪跟陈显兰来到
北京的时间一样。

客厅里没有窗子，黑漆漆
的。她把自己关进厨房，在锅里
加上水和小米，放在火上温吞地
熬着。按照河南老家的习惯，早
上她通常会炒几个菜，“吃不惯
这边的咸菜”。

一年半以前，62岁的陈显兰
在老家接到女儿电话的时候，同
样在做饭。在滋滋啦啦的油锅
旁，她听见还有两个月就临盆的
女儿说自己要上班，没有时间洗
衣做饭，想请她过去帮忙。放下
电话，这个朴素的农妇心里有些
高兴。从女儿上大学开始，母女
俩已经有10多年没长期在一起
生活了。孩子要强，从来没让父
母担心过，可这一次，身为母亲
的她也有了一种“被需要”的欣
喜。那个春天，陈显兰和老伴连
夜给地里种的大豆浇水，第一天
浇到夜里11点，第二天浇到凌晨
2点。几天后，她把两身衣服塞进
一个小箱子，一大早就站在村
头，等着开往郑州的大巴。陈显
兰晕车，在两个小时的车程里，
她吐了好几次。

金秀琴清早的锅里同样翻
滚着米粥。她习惯把洗干净的鸡
蛋跟粥一起煮，鸡蛋是她特地从
老家带过来的。在老家，她原本
养了10多只鸡和五六头猪，临走

前全部卖掉了。老伴虽然不跟她
一起来，却也要四处打工，无暇
喂养它们。5年来，她每次来北
京，都要带上剁好的排骨和鸡
肉，分成几部分装到小袋子里，
跟干豆腐、鸡蛋、蘑菇、咸菜一起
装进大纸箱，拎上火车，“都是孩
子爱吃的”。她相信一切东西都
是老家的最好。

62岁的田慧芬和63岁的程丽
云分别从哈尔滨和大连来到北
京，为儿女照顾下一代，至今已
经有10年。她们来的时候连箱子
都没带，就背了一个包。两位老
人互不相识，却说着一样的话：

“这是他们的家，我拿那么多东
西干什么。”

学者潘永康在上世纪80年代
的一项调查发现，在传统社会，中
国家庭的生命周期特点是：年轻
人婚后先与父母合住，等自己有
子女后与父母分开，在子女成婚
后又与父母合住，最后再分开，如
此周期循环。其中，婚后与父母合
住的主要考虑是住房，由于父代
通常先拥有房子，合住是“子代投
奔父代”的选择，体现出“父代权
威”的代际关系模式，父代是家庭
的投入和决策重心。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助理
研究员王伟进指出，当前人口流
动性增强，婚后合住的可能性变
小，再次合住的重要考虑是父代
帮忙抚养孙代，这个时候，合住
是“父代投奔子代”的“子代权
威”代际关系模式，家庭投入和
决策的重心倾向于子代。

新时代的“母亲”

【有研究显示，在迁居地照
顾孙辈的老人中，女性占比更
大。成为母亲几十年后，这些女
性再次扮演起“母亲”的角色。】

7点左右，天完全亮了。早上
是很多家庭分离的时刻。粥已经
上桌，旁边摆着地瓜、油条、馒头、
咸菜或炒菜。要上班的匆忙吃了
几口就出门了。金秀琴和田慧芬
要送孩子去上幼儿园，程丽云送
孙女上小学。陈显兰把一岁多的
孩子抱在怀里，看一眼时钟，又
快到了哄她睡觉的时间了。

在来北京之前，这些老人从
没想过会在这里长期生活。陈显
兰原本打算等女儿出了月子就
回去，金秀琴想的是就待一两
年。可是因为“没办法”，她们全
都一直待到了现在。有研究显
示，在迁居地照顾孙辈的老人
中，女性占比更大。成为母亲几
十年后，这些女性再次扮演起

“母亲”的角色。
白天的大部分时光，陈显兰

都要跟一个婴儿一起度过。刚开
始，她不习惯给孩子用尿不湿，

“那么包着孩子能舒服吗？”在她
的3个子女还是婴儿的时代，这
个母亲都是用尿布，然后在下面

垫一小块毯子，再下面铺一层油
纸。她也不习惯婴儿的饮食。绿
的青菜、红的胡萝卜，甚至猪肉
都被打成泥状，五颜六色地装在
一个个透明的小玻璃罐里。在她
印象中，自己的孩子都是用白白
的馒头喂大的。但是几个月后，
陈显兰慢慢学会使用带遮阳蓬
的婴儿车，每天在固定时间给孩
子喂食各种营养粉调成的“辅
食”，也知道在递给孩子食物前
要用湿巾擦手。金秀琴被告知孩
子在家的时候不能看电视。田慧
芬学会了喝水时嘴唇不接触杯
沿，因为女儿告诉她不能跟孩子
用同一个水杯喝水。这些母亲正
在重新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
的、新时代的“母亲”。

“外地人”

【那里有老伴，有年迈需要
照顾的老人，有退休前的同事
们，还有“自由”。】

比起陈显兰，外孙已经上幼
儿园的金秀琴白天要更难打发。
这几年，她发现周边有几处可以
做免费理疗的地方，几乎每天都
去。她们似乎很快适应了北京的
生活。来到北京第二天，金秀琴
就找到了离家最近的菜市场，她
知道哪家的豆角、茄子、辣椒、白
菜最便宜、最新鲜，也知道小区
里仅有的几张长椅和健身器材
的位置。

大多数时候，她们的活动范
围只是周围两公里之内。陈显兰
从来没有自己坐地铁出过门，也

“不想学”。最远的一次是带孩子
去了一公里外的大学校园。有时
跟老伴一起，带着外孙女去商场
玩，也从来没买过任何东西。

田慧芬一个人的时候最远
去过旁边的森林公园，那里每天
晚上都有老人挽着手跳交谊舞，
她喜欢看，自己却从来不跳。有
的老人酷爱下象棋，到北京10多
年每天晚上都背着手看别人下，
自己从来没下过，居委会组织的
各种活动，也从未得到通知。还
有的老人喜欢坐公交，绕着北京
城一圈一圈地转。

程丽云不喜欢坐公交。她不
喜欢上车时自己的卡只会发出

“嘀”的一声，而没有跟着一句
“老年卡”。有时车上会低低地传
来一声“外来的”，她心里落寞，
却又愤愤不平：“要是我儿子没
能耐，人家会请他过来？”金秀琴
楼下的清洁工会拖着长长的儿
化音跟她说，“外地人怎么着也
不如北京人”。陈显兰只会说河
南话，有时跟北京老人搭话时，
对方直接说自己“听不懂”。“他
们不被这座城市接受，也不接受
这座城市。”陈显兰的女儿说。

每周六的下午，程丽云都要
带孙女去上绘画辅导班。上课期
间，程丽云就坐在教室门外的沙
发上，翻看微信朋友圈。有人给
她发过一段文字：“不见孙子想
孙子，见了孙子怕孙子；小孙子
吃喝拉撒忙坏了老孙子，老孙子
手 忙 脚 乱 还 照 顾 不 好 小 孙
子……”她觉得很有道理。

“配一副眼镜要两千块钱，
三四百的不一样吗？”报的辅导
班有钢琴、绘画、英语、奥数，每
套课程至少六千元。“太贵了。一
个女孩子，要那么拔尖干什么？”
程丽云叹了口气，又有点自豪和
心疼，“她是校田径队的，钢琴已
经过八级了，游泳会四种泳姿，
绘画也正在考六级。孩子那么
累，我也舍不得。”

孙女受不了程丽云的“过分
节俭”和“唠唠叨叨”。奶奶在说
话时，她会一脸无奈，跟旁边的
同学说：“真服了我奶奶了。”她
也不喜欢奶奶洗的衣服上有八
四消毒液的味道。她常说：“我跟
奶奶不在一个频道上。”每当这
种时候，程丽云就想回老家。

金素琴也想家。她老家在铁
岭农村，来北京之后院子里啥也
没种，只是地里还种着玉米。去年
过年，她回家待了不到一个月，每
天傍晚拿着扇子跟同村的人一起
扭秧歌，从 5 点一直跳到 8 点。

“家门口那条街从南到北，
大家都认识。”她喜欢老家敞亮
的门厅和院子，“一开门就上街

了，多方便”。她不喜欢住带电梯
的房子，和七拐八拐的楼道。

田慧芬在哈尔滨的家只有
30平方米，不到北京房子的三分
之一大，但她还是“恨不得现在
就回去”。那里有老伴，有年迈需
要照顾的老人，有退休前的同事
们，还有“自由”。

“还是家里舒服，北京太热
了。”有的老人因为适应不了气
候，会在酷暑或寒冬来临之前，
像候鸟一样回到老家。

不敢生病

【“现在她能用上我了，我可
高兴，没什么好抱怨的。”】

金秀琴的房间里有一个柜
子，专门用来放她的药。扁平的
白色药盒摞了好几堆。她长年患
有糖尿病，每天需要吃三次药，
每次吃三种。她在老家参加的

“新农合”医保无法报销在北京
看病的费用，每次去开药都要一
下子买上好几个月的，用大号的
尼龙袋装回北京。

金秀琴不敢生病，企图用各
种方法逆转衰老。她听说曾经有
位老人从西安到上海帮忙照料
两个儿子的孩子，却在两个家庭
的奔波途中突发脑溢血去世。前
几年，她带外孙去上游泳课时，
自己在一旁也跟着学会了。之后
几乎每周她都要去三四次游泳
馆，穿着女儿给她买的豹纹泳
衣，一头扎进泳池。

陈显兰的儿女们告诉她，
“您身体健康就是帮大忙了”。她
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

有数据显示，在老年群体患
抑郁症的人群中，尤以流动老人
居多。面对死亡，这些漂泊在外
的老人有无数设想。有的老人在
北京突发疾病，让儿女赶紧把自
己送回老家，因为“不想死在北
京”。有的老人已经为自己选好
了墓地，希望葬在老家一处高高
的山坡上，因为“喜欢热闹”。

但总有一个理由让他们一
次又一次地留在北京。陈显兰的
卧室跟女儿的卧室形成了一个
夹角，她从屋里能看到女儿房
间。有时老人在凌晨醒来，看到
另一扇窗户里还亮着灯，她骄傲
又心疼。程丽云的儿子在一家软
件公司上班，她偶尔过去，“就看
见一排排小脑袋”。有的老人无
意中看见自己拿到博士学位的
孩子为了省钱买学区房，在喷泉
旁边洗车，一下子泪流满面。

“身为父母，为了孩子我们
做什么都是应该的。”陈显兰说。
她种了一辈子地，没有退休金，
女儿把平日给她的生活费都放
到一个小抽屉里，看着快没了就
放一些进去。家里困难，女儿结
婚时他们没出一分钱的嫁妆，小
两口买 100 多万的房子贷了 90
多万的款，他们也“一点忙也没
帮上”，心里一直觉得愧疚。

“现在她能用上我了，我可
高兴，没什么好抱怨的。”她说。

儿女不想让老人离开，有的
老人提出要回老家，儿女把老人
的证件和钥匙全部藏了起来。

也有老人已经不适应老家
的生活了。一位在北京居住了 20
年的老人说：“老家的房子太大，
太空旷了。”在大城市住久了，他
们会觉得家乡的街道突然变得
脏乱拥挤，甚至陌生，连人情往
来都成了负担。某种意义上，他
们无论身在何处，都是异乡人。
(受访者为化名)据《中国青年报》

老人正在接刚放学的孩子回家。 两位老人带着孩子在商场玩耍。

金秀琴清早的锅里同
样翻滚着米粥。她习惯把洗
干净的鸡蛋跟粥一起煮，鸡
蛋是她特地从老家带过来
的。在老家，她原本养了 10
多只鸡和五六头猪，临走前
全部卖掉了。老伴虽然不跟
她一起来，却也要四处打
工，无暇喂养它们。5 年来，
她每次来北京，都要带上剁
好的排骨和鸡肉，分成几部
分装到小袋子里，跟干豆
腐、鸡蛋、蘑菇、咸菜一起装
进大纸箱，拎上火车，“都是
孩子爱吃的”。她相信一切
东西都是老家的最好。

“

”

漂泊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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