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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天气影响，我们的飨宴暂停了一段时间，今
天开始，再次启动，欢迎大家加入，分享你们的故
事。”近日，在平潭君山片区北港村“风中旅行”文创
工坊内，欢笑声不绝于耳，原来，这里正在举办文创
飨宴。

杨秉皓来自台湾新竹，目前是台湾“风中旅行”文
创团队在平潭的相关负责人，到平潭发展多年，一直致
力于推广北港的旅游与文化，这场文创飨宴，正是由他
主导，每周举办一场，颇受两岸同胞欢迎。

为建设工坊为建设工坊，，他成了全能工匠他成了全能工匠

2016 年，台湾文创团队“风中旅行”落地北港，
2017年 4月，文创工坊正式启动，为北港文创带去新
体验，也让两岸文化得以相融。

杨秉皓介绍，“风中旅行”团队秉承“原生态、纯手
作”的宗旨，在工坊打造过程中，坚持贯彻“捡拾理
念”，工坊里的每个装饰品都是就地取材，自主创作。

“你可能不相信，当时刚来的时候，我有一些惊
讶，这个村很小，可以说是很空的一个村。”杨秉皓回
忆。

2017年，当杨秉皓的朋友问他为何要到这里发
展，他用一句“我相信缘分，缘分让我与北港相遇，我
就安心在这里发展”来回应。

据悉，“风中旅行”文创工坊是北港第三家动工，
却是第五十几家完工的项目，可想而知，杨秉皓当时
对工坊装修倾注的心血。工坊的泥土、水电、木作都
是杨秉皓自己完成，装饰也是他带着团队一起创作。

“来的时候还是个‘小白’，装修完之后，几乎成了
‘全才’。”杨秉皓说，那时候的自己每天都是“灰头土

脸”，往返于民宿与工坊之间，带着团队成员收集材
料，设计创作，慢慢地，一个融合文创工坊、咖啡、轻食
和舞台表演于一体的休闲空间成型了。

在工坊，可以看到很多别出心裁的设计——木
质楼梯改造成书架、老式缝纫机做装饰、漂流木做成
桌子等，这些原生态的旧物改造、融合岚台元素的设
计作品、充满在地文化的钉画艺术，无不讲述着平潭
的故事，展现渔村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几年发展，

“风中旅行”文创工坊成为北港的一张新名片，也成
为游客喜爱的打卡之地。

“工坊里里外外的装饰品都是他们自己做的，特
别用心，今天刚好遇上文创飨宴，孩子也跟着我们一
起体验，还有他们的经营理念、生活态度，我非常喜
欢，下次有机会还会再来。”福州游客陈女士赞道。

为培养孩子为培养孩子，，他成了教育能手他成了教育能手

“前阵子连续下雨，种的菜状态不是很好，刚
好可以作为课程，让孩子了解粮食收获的不易。”
近日，趁着天气好，杨秉皓带着团队成员的孩子们
到菜园照料菜地。

“90后”的杨秉皓虽未成家，但教育孩子却有一
手，是孩子心中的“好家长”。

目前，“风中旅行”团队成员中有 5个孩子在平
潭，他们没去学校上课，功课却也不错，这要得益于杨
秉皓的“教育存在生活中，生活处处是教育”理念，让
孩子们在生活中学习，学得快乐是他的目标。

“他们每周都安排值班表，每个人都要承担家务，
孩子也一样，比如洗碗、扫地、煮饭、收拾房间，没有一
个人是闲的，现在还有一些村民特意把孩子送过去学

习。”北港村党支部书记陈松柏说。
来自海南的陈衍诚，今年11岁，但与其他同龄孩

子不同的是，他没有去学校课堂上课，而是将课堂
“搬”到北港。对他来说，这样的生活很快乐。“别人在
学校学习的知识，我在这里也可以学。”陈衍诚说。

在“风中旅行”文创团队里，没有大人小孩之分，杨
秉皓要求孩子们，每天必须跟着大人学习，大人做什
么，孩子就做什么。

“这些都是秉皓哥哥带我们做的，这个木头是在
海边净滩的时候捡的，可以做成不同造型的作品，在
办飨宴的时候，我们会把材料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做
手工，杨哥哥说，分享是快乐的，我们都在学习分享。”
团队小成员陈衍谦说，除了手作、家务，也学文化课、
音乐课。

杨秉皓说，很多父母苦恼于孩子的教育，但换一
种方式孩子就容易接受。比如学习数学计算和认识
人民币，单纯地在家里教学或告诉他们钱长什么样，
孩子会觉得很无聊，但如果带他去菜市场，孩子不仅
可以在买菜的过程中学习数学知识，还能体验生活。

“在这里我学会了很多，比如每次办活动，我们都
要帮忙，服务别人也是学习，秉皓哥哥还带我们种菜，
我们会利用空余时间去照看菜园，大家还一起轮值做
家务。”陈衍诚说。

为推动融合为推动融合，，他成了故事大王他成了故事大王

在“风中旅行”文创工坊区，参加飨宴的嘉宾们有
的在进行漂流木手作，有的带了自己的拿手菜现场分
享，每个人都通过作品分享人生故事和情感。

“风是平潭旅游淡旺季的分水岭，其实对我们来

说，没有淡旺季之分，我们办的活动，在岚群众都可以
参加，所以不会有风大就进入淡季这一说法。”杨秉皓
说，多年来，团队坚持在北港为游客提供一个体验感
强、文化元素多、文创氛围浓的艺术空间。

在“风中旅行”文创工坊，队员们以一个大家庭的
身份在一起。按照杨秉皓所说，这也是“捡拾”。“这里
是北港文创村，文创要跟人文产生关系，所以我们与
村民的交流很频繁，我们从交流中获取灵感，再进行
创作，现在我们办活动，大家都很积极参与，特别是邻
居老奶奶，之前非常客气，现在已经跟我们打成一片
了，上次我们出去玩，她也一起去。”杨秉皓说。

观察“风中旅行”文创工坊的装饰，不难发现，这
里几乎全是手工制作而成。随便指一个作品，杨秉皓
都能讲出一则故事，这些故事都体现了杨秉皓与平潭
的缘分。

“东西被我捡到，这就是缘分，我就要让它发挥作
用，就像游客、像我在这里遇到的每一个人，这都是我

‘捡拾’到的缘分，是上天安排我们相遇，我们在工坊交
流两岸文化，这些都让我们有了故事。”杨秉皓如是说。

今年是杨秉皓到平潭的第 6年，他已 5年没有出
过平潭，3年没有离开北港，在他看来，自己在平潭的
每一天都是经历，在北港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缘分，
他将自己的经历作为故事进行分享，也获取别人的故
事。“我在北港的故事，也是两岸同胞交流的故事，举
办文创飨宴，是两岸融合的一种方式，但不仅限于此，
融合有很多种方式，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我希望能将
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两岸同胞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杨秉皓说。
（来源：平潭综合实验区融媒体中心 作者：林小玉、江信恒）

台青风采台青风采 讲好故事，联结两岸交流
——记台湾青年创客杨秉皓

福建福彩始终秉持“扶老”发行宗旨，以扶老、助老为使命，为改善老年人晚年生活环境、丰富文化生活而发力。福彩公益金的下发使

用，给老年人带去了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为养老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为此，本版特刊发介绍福建福彩公益金资助的养老服务

项目，以彰显福利彩票扶老公益属性，弘扬尊老敬老传统美德。
编 者 按

惠安县涂寨镇敬老院惠安县涂寨镇敬老院

福建福彩公益金助力养老事业发展

“热心助老显真情，无微不至暖人心”“慈善行下天，爱心暖人间”
悬挂于惠安县涂寨镇敬老院一楼墙壁顶端的一面面锦旗背后，是一
位位老人及其家属由衷的感谢和深厚的信任。

“感谢老人和家属的信任，老人们身体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再苦再累也值得。”惠安县涂寨镇敬老院负责人介绍，敬老院筹建于
2017年，2018年9月完工，占地面积330平方米，建筑面积2674.49平
方米，总床位数80张，设有起居室、餐厅、医务室、护理站、洗衣室、卫
浴室、康复室等，并配齐相应内部基本设备。

“2021 年，我们分配给惠安县涂寨镇敬老院福彩公益金 97 万
元。80万元用于建设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15万元用于提升改造区
域性养老服务中心项目，2万元用于建设微型消防站，为老人改善优
化了扶手、电梯、通道、卫生间、轮椅席座等无障碍设施以及消防安全
设施。”惠安县民政局副局长钱晓明介绍。

福彩公益金的投放，不断拓宽着照料中心综合性服务功能，将敬
老院打造成集机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功能为一体的区域性养老服
务中心，内设有长者食堂，可向周边照料中心、居家养老服务站点及
居家老人提供配餐、助餐服务；建设微型消防站，为老人生命财产安
全提供保障。优美的环境，周到的服务，吸引了诸多老人前来入住，
现有入住老人54位。

目前入住的 54位老人，是敬老院居住及服务条件持续提升的
受益人和见证者，他们在这里可以得到精心的照料和护理。长者
食堂设置在一楼，每餐三菜一汤，并设有专员合理为每位老人配
餐，所建餐厅达到国家规定的食品卫生经营标准，并获得审批部门
许可。敬老院每月还会为老人们过一次集体生日，工作人员精心
为寿星准备蛋糕、水果、鸡蛋、长寿面等。同时还结合老人的喜好
开展一些专项活动，比如结合戏曲文艺演出宣传预防养老诈骗、非
法集资，提升老人防诈意识，营造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最美夕阳
红”生活氛围。

真心换真情真心换真情。。7474岁的退休教师张爷爷岁的退休教师张爷爷，，刚来敬老院的时候腿脚刚来敬老院的时候腿脚
无力无力，，坐着轮椅坐着轮椅，，精神状态不佳精神状态不佳，，通过敬老院工作人员的精心护理通过敬老院工作人员的精心护理，，细细
致照顾致照顾，，时刻关注老人心理情绪时刻关注老人心理情绪，，现在的张爷爷可以丢掉轮椅自己走现在的张爷爷可以丢掉轮椅自己走
路了路了。“。“院长和护理员对我们太好了院长和护理员对我们太好了，，非常关心照顾我们非常关心照顾我们，，在我住院期在我住院期
间间，，还经常打电话询问我的恢复情况还经常打电话询问我的恢复情况，，我在这里住的非常舒心我在这里住的非常舒心，，家里家里
孩子们也放心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张爷爷说到动情处张爷爷说到动情处，，抑制不住流下感激的泪水抑制不住流下感激的泪水。。

宽阔的敬老院庭院内，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每周一早上，这里的
老人都要在此举行升旗仪式，在清晨的和煦阳光中，体悟生命的庄重。

阳光照射下的四层红色敬老院大楼外墙，分为明艳。上面悬挂
着“我们所有努力只为你好”“幸福是一声声轻轻的问候，也是一次次
及时的鼓励”等暖人心肺的标语，无处不体现着尊老、敬老、爱老的氛
围，这里就是泉港区中心敬老院。

“我们敬老院现在有床位数150张，已经住满啦。”敬老院负责人
介绍。泉州市泉港区中心敬老院位于泉港区山腰街道，占地面积
4443.47平方米，建筑面积2840平方米，这里的每个房间都配备电视、
空调等，院内体育设施、娱乐设施完善，环境温馨整洁，并拥有一支热
情、专业的服务团队。

肉末茄子、清炒白菜、香煎带鱼……中午时分，食堂散发着诱人
的食物香气，敬老院工作人员戴着口罩和手套，认真地为老人们打着
饭菜。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每周，他们都为老人们量身定制科学菜
谱，保障老人饮食安全和健康。

干净整洁的地面和墙壁、科学合理的健康评估流程、宽敞明亮的
棋牌室、膳食营养均衡的长者食堂、守护健康的医务室、有益身心的
康复吧和兵乓球室、舒适安静的阅览室、陶冶情操的书画室、明亮舒
适的卧房，无处不体现着这个五星级养老服务机构、泉港区巾帼文明
岗的实至名归。

敬老院不但注重物质条件的改善，同时更关注老人身心健康。
他们还利用分配到的福彩公益金开展诸多慰问活动，传统节日、父亲
节、母亲节为老人发放慰问品、并组织老人观看、表演节目，丰富老人
的精神生活。

83岁的陈奶奶，步伐矫健、面色红润，她拉着敬老院工作人员的
手，不停地称赞夸奖：“我在这里吃得好住得好，真的很感谢他们，像
对待亲人一样照顾我，这里就是我的家。”

敬老院环境的不断完善、服务品质的不断提升，离不开福彩公益
金的投入。“去年，我们敬老院分配到的福利彩票公益金是 18万元，
我们投放使用在生活方面，为老人持续改善居住条件，比如为老人添
置更换床上用品，优化老人的业余生活，为老人购买棋牌用品、健身
设施、康复设备、广场铺设、升旗台等。”敬老院负责人介绍。

2018年开业至今，泉港区中心敬老院累计收到来自在院老人及
其家属赠送的致谢锦旗 100多面。面对这沉甸甸的信任，敬老院负
责人表示，未来，敬老院将继续秉持初心，牢记“让老者不再孤独”的
使命，用更专业的管理和更周到的服务为长者打造“医养结合”的五
星级养老居地，助力在院老人银龄生活更加美好。

泉港区中心敬老院泉港区中心敬老院 晋江市陈埭镇敬老院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彩带、蛋糕、气球、水果，在生
日祝福歌声中许愿吹蜡烛，观看歌舞节目，听地方戏……

近日，晋江市陈埭镇敬老院为平均年龄在80岁以上的敬老院
寿星们集体举办了一场幸福而又欢乐的生日会。“今天很开心，这里
的护理员工作很细心又有耐心，还会跳舞，住这边家里小孩都很放
心！”刚入住敬老院一个月的林奶奶开心地说。

陈埭镇敬老院坐落于陈埭镇西北侧，建筑面积约 9000平方
米。经过区域性适老化改造后，拥有96张运营床位，配有无障碍
卫生间、老年扶手、呼叫系统等配套适老化设施设备，拥有评估
室、谈心室、手工坊、阅览室、棋牌室、康复室、多功能室、共享中
心、KTV、电影院室等。在功能上，集中规范设置了医务室、监控
室、娱乐室、餐饮等场所。

“去年，我们敬老院分配到的福利彩票公益金100万元，主要
投放在‘三厅九室的建设’，包括评估室、咨询室、厨餐厅、手工坊、
阅览室、棋牌室、康复室、多功能室、KTV、电影院室、洗衣坊等，优
化了老年人的业余生活。”敬老院负责人介绍。

“院长和工作人员都很好，对我像家人一样照顾，我在这里生
活得很开心。”眼前这位头发花白，精神矍铄，谈吐表达清晰的黄
奶奶已经 80多岁，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初来这里时，她表现得很
不安，每天都要给家人打好几个电话才有安全感。经过一段时间
的适应，现在黄奶奶变得自信开朗，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阿尔
茨海默症也得到了缓解。

“前段时间，黄奶奶的家人想把她接回去照顾，黄奶奶还不肯
呢。”工作人员说道。像黄奶奶这样的老人在福利院随处可见，他
们在多功能厅专注地看着闽南高甲戏、在康复室认真地做专业康
复训练、在棋牌室悠闲地搓着麻将、在手工坊灵活地做着手工，老
人们在这里不仅住得安心、舒心，还欢心。

福彩公益金的下发使用，给老年人带去了获得感、安全感、幸
福感。放眼整个陈埭镇敬老院，有绿意盎然、宽敞闲适的庭院供
老人散步，有餐桌四周设置的凹槽方便老人起身，有墙体安装的
双层防滑扶手预防
老人滑倒，有配备多
功能护理床和独立
阳台方便老人起
居，有专业护理站
守护老人健康。
以长者需求为导
向，真正让敬老院成
为老人的“福”地。

涂寨镇敬老院的老人们喜迎春节

敬老院举办母亲节活动敬老院举办母亲节活动

陈埭镇敬老院为在院老人举办集体生日会陈埭镇敬老院为在院老人举办集体生日会

老人们在康复室认真做训练老人们在康复室认真做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