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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岁T台秀走红 85岁学会开飞机

假如你老了，会变成什么
样？会选择怎么样去生活？

北京的王德顺老人面对
这一问题，给出了让人惊叹的
回答。近日，他在北京密云穆
家峪机场通过所有科目考试，
驾驶斯洛文尼亚蝙蝠飞机制
造公司生产的 SW100轻型飞
机，完成了长达 40 分钟的飞
行。

公开画面中，白发白须的
王德顺老人成功降落后走下
机舱，有力的步伐加上挺拔的
身姿，和他的年龄形成明显反
差，只听声音丝毫感觉不到这
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学
习过程很紧张，学习到今天这
个地步，我才有了飞行的享受
感。”他乐呵呵地说。

据央视新闻报道，中国有
效驾驶员执照总数为 73000
多个，而 85 岁的王德顺老人
就是其中一人，他在今年 8月
成功拿下飞行执照，成了中国
最大年龄的飞行学员。结束
飞行后，他将这一消息分享到
自己的社交平台，很快就有年
轻粉丝留言评论：“太强了，爷
爷，活得非常潇洒！”

近日，记者联系到王德顺
老人，他告诉记者，飞行员考
试是他主动发起的，为的是圆
自己从小的飞行梦，“整个飞
行训练是从 6月 1日到 8月 20
日，一共 80天，我用了 30天的
时间学习飞行理论，又用了
50天的时间进行实际操作。”
对他来说，每一步都不容易。

王德顺老人想要考取的
是私用驾驶员执照，其中包括
40个小时的航空理论培训和
40个小时的飞行训练。年满
17周岁的公民都可以申请考
试，但对学员的身体素质有非
常严格的要求。王德顺需要
有正式的体检合格证才可以
学习，在这个步骤上，就花费
了他好多功夫。

“我到飞行人员体检鉴定
中心做的体检，他们是按照飞
行员的身体标准给我做的检
查。”他说，有一项检测要把身
体绑在转盘上，左边转多少
圈，右边也要转多少圈，停下
后需要立马分辨出东西南北，
如果转晕了，就是不合格。他
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这一项测
试，然而在主任医师签字处，
他遇到了第一个难题。

“他看着我，不给签字。”
王老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医生
问他多大岁数了，他老老实实
地回答：“85岁。”医生关心他
的身体健康，不解地问：“85
岁，你开飞机干什么呀？”他马
上回答：“我想开飞机，就来学
习了。”

“他又问我家人知情吗？
儿女同意吗？我说都同意，我
各项指标都通过了。”最后医
生让他去做一个平板测试，说
通过后就可以拿到签字。为
了这项平板测试，从体检中心
回来后，王德顺老人每天待在
健身馆训练，最终成功拿到了

医生的签字。
接下来王老的体检报告

被送到了民航局，民航局的工
作人员也问了同样的问题：

“85 岁为什么要开飞机？”王
德顺回答后，民航局要求他去
做尿检。

“尿检有 25项标准，有一
项不合格，就不能签字。”结果
没过几天，王老收到了民航局
的短信，“25 项标准都合格，
他们说我的申请符合条件。”

同时出于安全考虑，王老
需要比其他人员多做一项超
声心动检查，来到医院后，听
说他要考驾照，医生问他：“这
么大岁数了，还想开什么汽车
呀？享享清福多好。”

“我说不，我不是想开汽
车，我想开飞机，这是民航局
让我做的检测。”医生惊讶地
说：“真的假的，那你可能够
呛，通不过的，85岁的人做这
项检查，基本都会查出问题。”

然而又过了几天，王德顺
的心脏检测报告出来了，检测
结果上面写的是未见任何异
常，他把这份检测报告交给民
航局，终于获得民航局给他签
发的体检合格证。

“有了这个体检合格证，我
才有资格去学习飞行，虽然经
过了很多波折，但每一项检测
标准都合格，他们就没有了拒
绝的理由。”王德顺说，体检通
过后首先面临的是理论考试，
及格分是60分，他82分考过。

“第一次飞到北京的上
空，我感到手忙脚乱，不知所
措，不知道按哪个按钮，不知
道往哪飞，不知道怎么控制
这架飞机。”回想第一天实操
飞行的经历，王老说，脑子一
片空白，书里学到的理论明
明记得很清楚，却不会用了，
而且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
看外面的风景，要时刻总结
教练指出的问题，回去后再
进行反思，第二天试着去纠
正。

大约飞行了十几个小时，
在随行教练的指导下，他逐
渐掌握了驾驭这架飞机的方
法，“我让它往哪飞，它就往
哪飞，我让它飞多高，它就飞
多高，我让它什么速度它就
什么速度。”王德顺老人像个
孩子一样得意地告诉记者。
就这样，他成了这架 SW100
轻型飞机的驾驭者，在这场
对“年龄”的挑战中，他像以
往一样，又一次抵达胜利的
终点。

这次飞行并不是王德顺
老人首次开启全新尝试。他
是一位哑剧表演艺术家，代
表作品造型哑剧被载入《中
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除
了工作之外，他还是一名不
折不扣的“斜杠老人”：24 岁
成话剧演员，49岁研究哑剧，

50岁开始北漂，57岁创造“活
雕塑”艺术，65 岁学习骑马，
78 岁学习骑摩托，79 岁走上
T台走秀，80岁学打碟，85岁
完成蓝天飞行梦……

说起过往几十年的经历，
王老说，每段都印象深刻，因
为都是自己真实的生活，他
还记得 50岁时和太太一起离
开沈阳成为“北漂”的那一
年，没房没车，一切从头开
始，“我想做哑剧表演，她就
全心全意地支持我。结果几
场表演结束后，别说赚钱了，
连工作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
来。”

“有一天晚上，我俩到街
上散步，看到一个卖艺人，我
太太在兜里翻了半天，掏出
一点钱，放到了他面前的碗
里，她跟我说，我们现在的处
境跟他也差不多，都能相互
理解。”从那以后，这段话烙
印在他的心里，也督促着他
努力向前。

“别人经常问我为什么能
做到，我能想到的回答就是
性格使然，天性就是这样，我
想做的事，只要是合情合理
的，我都会努力去做，不管它
有多难。”王德顺说，经常会
有媒体让他给年轻人提些建
议，“我说不用我说，生活会
教会他们怎么去生活。”

生活中的王德顺还是一
名健身达人，一周 7次打卡健
身房，这是他雷打不动的习
惯，已经坚持了许多年，“什么
都想去试试，健身馆里有了什
么新器械，我都会试着练习
下。”

也正是这一习惯，让他练
出了旁人艳羡的好身材。
2015年 3月，79岁的王德顺凭
借一场T台走秀爆红网络：一
位光着膀子的老人，白发白须
却身材健硕，走起路来精神抖
擞。在俊男靓女聚集的国际
时装周舞台上，他意气风发的
模样让人眼前一亮，被网友称
为“中国最酷爷爷”。

王德顺在微博自称“王德
顺老头”，这里是他和年轻网
友交流的平台，他经常会把自
己工作和生活的状态，写成简
短文字，配上照片分享出来，
和其他老人一样，聊聊最新动
态，秀秀自家孙女，“今天是

2021年 3月 19日，我来横店拍
戏了，一年多没来横店了，现
在看来剧组越来越多了，感觉
快要恢复正常了，很是开心！”

“我买了孙女的一个暑假，孙
女小雨帮我钉钉子，看来小雨
遗传了我会干活的基因。”

微博动态更新得不算很
勤，但却是 85 岁的他独立完
成的，在评论区经常能看到王
德顺回复网友的对话。对于
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他，智
能手机的操作也有不少难度，
但是他也能把手机玩得很溜。

他说未来还有很多追求，
八十多岁也可以有很多选择，
就像他曾经在演讲中说过的
一句话，被许多人奉为座右
铭：“相信我，人的潜能是可以
挖掘的，当你说太晚了的时
候，一定要谨慎，它可能是你
退却的借口，没有谁能阻止你
成功，除了你自己。”

据《扬子晚报》

刷新我国飞行学员最大年龄纪录

飞行人员体检面临层层考核

50岁“北漂”79岁T台走秀

“想做的事多晚开始都不算晚”

““最酷爷爷最酷爷爷””
冲上云霄冲上云霄 今年 85 岁的

王德顺老人是一位
哑剧表演艺术家，
他 24 岁当话剧演
员，49 岁研究哑
剧，50 岁开始北
漂，57岁创造“活雕
塑”艺术……79 岁
时他因一场光膀走
秀一夜爆红，被称
“中国最酷爷爷”。近
日，王德顺老人在北京
的一家机场驾驶轻型飞
机冲上蓝天，完成了一
场长达40分钟的飞行，
过程中还独立完成了拐
弯、爬高等操作，刷新了我
国飞行学员最大年龄纪录。

8月24日，在接受采访时，王德顺
老人告诉记者：“我是6月1日入学的，
因为这一天是儿童节，我带着一颗童
心去实现我儿时的飞行梦。你要问我
难吗？当然难，每一步都是新开始，甚
至每一个理论，我都要重新学习，但我
不能因为它难而不去做，这是我想做
的事情，我就要努力完成。”

王德顺和太太十分恩爱

去健身房打卡成了王德顺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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