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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在养老院的活动室教老人书法（图片来源：北京青年报;网
络配图）

� � 宣纸、墨香，养老院的活动室里，29 岁的书法老师杨云
海身边，围绕着一群满鬓银丝的老人。老人们是他的学生，也
是他的邻居。 包括杨云海在内，7 月份以来，杭州滨江绿康阳
光家园一共新来了 14 名年轻 “住户 ”。 表面上看 ，作为 “住
户”， 他们每月只需支付 300 元就能住进 30 平方米的 “标
间”；但实际上，他们还有另一重身份———作为养老院招募来
的志愿者，每月要完成 20 小时的助老志愿服务。

8 月 15 日， 北京青年报记者从杭州滨江绿康阳光家园
获悉，志愿者历经层层筛选才获得“入住”资格，租金只是象
征性地收取，更深层次的考虑是要服务于老人，给老人的生
活带来乐趣。 对于有人担心年轻人会抢占养老院的床位资
源，会不会混入一些推销员等，相关负责人表示，志愿者仅占
少数，也会通过限定申请条件，将一些闲杂人员“拒之门外”。

年轻人 300元可“租住”养老院？
需担任兼职志愿者

“14 名年轻人住进养老院”
引热议

近日，浙江杭州滨江区的一
家养老院“迎来”一批年轻住户
的消息，在网上引起热议。 热传
视频中，养老院志愿活动项目负
责人陈桐介绍，现在入住的年轻
人已有 14 名， 但他们并不是普
通的“住户”。

她解释，自去年开始，养老
院推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志愿服务项目，吸纳年轻志愿者
加入。“我们收取 300 元的月租，
将养老院的一部分房间出租给
志愿者，但相应地，需要志愿者
们每人每月给园内的老人提供
20 小时的志愿服务。 ”

消息曝光后在网上引发热
议。 不少网友认可养老院的做
法，认为这既解决了一部分年轻
人“租房难”的问题，又避免“空
巢老人”的困局。 不过，也有网友
好奇“每月 20 小时的志愿服务”
通过什么方式完成， 谁来监管？
还有网友担心：会不会有保健品
推销员甚至传销人员，以入住为
由混在志愿者中，埋下隐患？

完成 20 小时的服务是“门
槛”

8 月 15 日，北青报记者联系
到视频中的养老院———杭州滨

江绿康阳光家园。 养老院社工部
主任王恺介绍，现在入住的年轻
人已是第二批志愿者。 他介绍，
2017 年年底，滨江团区委、区民
政局和阳光家园试行推出“陪
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的活动，由
养老院出一定比例的房源，招
募符合条件的志愿者优惠入
住， 但需要志愿者提供陪伴服
务。“招来的志愿者半年签一次
合同， 首批志愿者到今年 5 月
期满，大部分人期满后离开了，
现在招募了第二批志愿者，加
在一起共 14 人，4 个男孩，10 个
女孩。 ”

招募公告中，最吸引人的就
是“月租 300 元”这一条件，而在
滨江区同等地段，租一间房子的
价格约 2000 元。 王恺表示，“300
元月租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主要
还是希望招来的志愿者能多为
老人服务。 因此，从众多的申请
者中筛选出合适的人， 至关重
要。 ”

他指出，入选的志愿者主要
开展三类服务活动。“一种是教
学类服务，比如发挥志愿者的特
长，教老人画画、书法、音乐之类
的；一种是陪伴类服务，主要是
陪老人聊天；还有一种是参与养
老院里开展的服务活动。 ”

王恺补充说，“每月助老服
务不低于 20 小时”， 平均下来，
每周服务 5 个小时，“基本上就
是工作日每天 1 个小时，相对来

说比较轻松。 ”服务时长如何统
计，谁来监管？ 他介绍，“每次举
办活动，志愿者通过填表格‘打
卡’的方式累计服务时间。 而开
书法课、 绘画班之类的志愿者，
教学时间固定，统计起来会更加
方便。 每位志愿者都能完成甚至
超过 20 小时的服务时间。 ”

现在，14 名志愿者和养老院
的老人住在同一栋楼里，年轻人
都住在 2 层，3 层及以上住着老
人。“这样方便年轻人和老人交
流、‘打成一片’。 志愿者的住宿
条件也不错，两人住一个‘标准
间’，30 平方米左右，有独立阳台
和卫生间。 ”

限定条件将推销、 传销人
员“拒之门外”

不过，年轻人入住养老院的
消息传开，也引发一些担忧。 有
人说，年轻人的入住，会不会“抢
占” 了养老院原本的床位资源？
王恺回复称，现在养老院一共接
收了 600 多名老人，“床位不算
富余， 但整体运行是平稳的，入
住的年轻人只占很小一部分，而
且主要是服务老人的。 ”

也有人担心，如何避免保健
品推销员、 传销人员等趁机入
住？ 王恺说，除了在招聘条件上
做限制， 养老院在面试环节，也
会细心考察。 此前的招聘公告内
容中，明确规定，申请者要满足
“在城区内无住房”“单身青年职
工”“大学本科毕业 7 年内或具
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等条件。

王恺解释，“要求（志愿者
是）滨江区企事业单位的青年职
工，就是为了防止一些闲杂人员
混进志愿者队伍。 在面试环节，
我们通过面试项目看申请者是
不是真的有兴趣服务老人，还是
为了占房租的便宜或是抱有其
他目的。 ”

而“单身青年职工”的这一
限定， 更多地是来自先前的经
验。“滨江区很多高新企业，年轻
人加班是比较常态的。 想做志愿
服务也是要有空余时间的嘛。 如
果有对象的话，上班以外的时间
陪陪对象，也很正常，但这和开
展志愿活动就会有时间冲突。 所
以从之前的经验来看，正常工作
和生活，也为了保证老人们可以
获得志愿服务，才定下了‘单身’
这个条件。 ”

王恺评价说，14 名年轻志愿
者入住后，养老院的老人们普遍
反馈说“感觉不错”。 有的志愿者
教老人用 iPad 和远在北京工作
的孩子视频聊天，有的志愿者教
老人学素描、练书法，还有不少
志愿者陪老人唠嗑、聊家常。“老
人们和隔代小辈间聊天的机会
不多，跟志愿者在一起，能更多
地了解年轻人的想法。 志愿者也
一样， 通过交流学会去理解长
辈。 ”

租房志愿者： 我教老人书
法和画画

29 岁的杨云海是一名少儿
书法、国画老师，也是养老院的
14 名志愿者之一。自 7 月份入住
以来，每月 20 小时的服务时长，
对杨云海来说都能轻松完成。 在
他看来， 参与这样的志愿活动，
教老人书法、画画，陪老人聊天，
也带给他很多快乐。

北青报：什么时候应聘成为
养老院的志愿者的？

杨云海 ：今年 5 月份，看到
了招募信息报了名。 我是少儿书
法、国画老师，双休日会忙一些，
但工作日尤其上午的时间是富
余的。 再加上当时的限定条件里
提到的本科学历、没有住房和单
身，这些我都符合，所以应聘的
时候也很顺利。

北青报：哪些条件吸引你参
与这项志愿服务？

杨云海 ：老实说，每个月月
租 300 元确实挺吸引人的，毕竟
周边同样的房子， 租金两三千
元。 不过，除了房租这一点，我以
前也有在老年大学或者其他私
立的养老机构里教书法的想法，
这次也是圆了心愿。

北青报： 每个月 20 小时的
服务时长，能做到吗？

杨云海： 对我来说完全没问
题。每周六下午两点半，我都在活
动室给老人们开课， 这块时间是
固定的。 其余时间，比如上午，我
也会抽空教他们或者陪老人聊

天，这些都是统计在服务时长里。
7 月初我们刚住进来， 社工

部说（7月份的）服务满 10个小时
就行，但我服务了 16.5个小时。因
为时间够了，其他陪老人打球、聊
天的时间我都没往里算了。

北青报：你志愿服务的方式
是教书法和画画吗？

杨云海：对，这是特长嘛。 开
课的消息都张贴在宣示栏，老人
们吃饭的时候会路过那里看到
消息，来学的人也多。 老人们都
挺可爱的，大多数时候，他们会
跟着我学基本的运笔方法，有的
老人有一些基础，学着学着会自
由发挥，写首诗或者临摹一下王
羲之的字帖。 完成得不错的书法
或者国画作品，他们还会发到家
庭群里或者朋友圈里，给孩子们
和亲戚们看。 有的老人跟我说，
家里人给她点赞，还有人邀她过
年的时候写对联呢。

除了教课，我们也聊天。 我
是自来熟的性格，跟老人家交流
起来也很顺畅。 其实老人家未必
很保守。 他们都是从年轻的时候
过来的，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给
我们，包括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
问题，他们能开导我们。 我们主
要给他们一些乐趣，教他们怎么
用手机的新功能之类的， 所以
说，我们之间是互补的。

北青报：未来打算继续参与
这项服务活动吗？

杨云海： 我们的合同是 6 个
月一签，到时候会有考核。期满我
会再去申请的，我很愿意留下来。

（据《北京青年报》）志愿者的住宿条件（图片来源：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