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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乐计划：支持低龄老人帮助高龄老人
■ 本报记者 菅宇正

11 月 5 日，汇丰银行与交通
银行携手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
心(以下简称：恩派)共同发起的

“交行-汇丰上海颐乐行动”(以
下简称：“颐乐计划”)， 两家银行
将各出资 194.3 万元，总计 388.5
万元，启动建立 5 个金额约为 30
万元的社区基金，用于资助上海
市 80~100 个社区为老服务公益
项目，计划在上海 5 个老龄化程
度较高的社区同步开展。 以老年
人自我服务的模式，探索新的养
老模式。

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企业可持续发展总监张惠峰看
来，“颐乐计划”的开展，更像是
一种“曲线救国”策略，“一方面
具备专业护理的人员少，另一方
面公办养老服务机构无法满足
需求， 私立机构服务成本太高，
供需两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这
将是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快速解
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才寄希望于提升老年人自身的
能力，包括低龄老人帮助高龄老
人的模式，需要共同探索，将模
式普及。 ”

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的
“老伙伴”计划

陈阿姨今年 78 岁， 两个孩
子先后定居国外，孩子们一直希
望把老人接到国外，陈阿姨也几
次出国， 努力适应国外的生活，

“语言不通，吃不惯、住不惯，还
是觉得上海好”， 所以陈阿姨最
终还是选择留在了位于上海市
黄浦区五里桥社区紫荆新苑小
区的老房子里，同时也成为了中
国众多独居老人中的一员。

“平时邻里帮忙， 就是现在
年龄大了，烧饭比较吃力，以前
附近的大学食堂对外开放，可以
进去买一些吃的，现在学校不对
外开放了。 ”说到现在生活中的
不便，陈阿姨表示：“希望能够在
小区附近建个小食堂，让我们这
些老年人可以在食堂买饭吃。 ”

同小区的徐老师退休前曾
是一名大学老师，在街坊邻里中
算是老牌儿知识分子，也关心养

老问题，如今年过 70，却是一位
志愿者、施助者，作为小区“老伙
伴”计划的一员，每个月 15 号，
徐老师都会在社区内组织“知识
分享沙龙”。“小区有很多老年
人， 我希望把大家都召集起来，
给大家传递一些新知识，比如我
家楼上邻居刘老师退休前是护
士，就教大家一些关于日常医护
的知识; 再比如有邻居以前在银
行工作， 就给大家讲金融诈骗，
这对老年人是非常必要的。 其实
老人心理慰藉很重要，是要通过
沟通来排解的，不要每天闷在屋
子里，会生病的，现在左邻右舍
都熟了， 大家在一起学知识，唠
家常，非常好。 ”徐老师说道。

“现在去养老院养老， 床位
紧张而且费用太高，我们这些老
人都有自己的房子，所以居家养
老是最为合适的。 现在有很多为
老服务，如送餐、医疗等服务都
已经延伸到了小区里面，但是日
常照料方面还是一个难点，所以
我们就有了低龄老人服务高龄
老人的‘老伙伴’计划。 ”徐老师
说道，“但是开展这样的活动是
需要经费的，虽然居委会都会支
持，还是远远不够的，很多时候，
我们只能通过居民相互筹集资
金。 希望能够有更多一些的资金
支持我们开展这样的活动，帮助
我们进行居家养老。 ”

同属紫荆小区的老年志愿
者于老师说道：“我们小区老年
人很多，80 岁以上的有 175 位，
90 岁以上的有 18 位， 所以像我
们 60 岁、70 岁的还属于年轻人。
我们通过建立组织、 开展活动，
帮助年纪更大的老人， 快乐充
实，也能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和
习惯，等我们老了，也会有别人
来帮助、照顾我们。 ”

发起颐乐计划
支持老人自我服务

五里桥社区的情况只是上
海市养老状况的一个缩影。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上
海市户籍人口 1442.97 万人，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了 435.95

万人， 占总人
口的 30.2%，其
中失能失智老
人达 60 多万，
独 居 老人 30
多万， 空巢老
人也超过 200
万， 上海已经
成为中国最老
城市， 而随之
带来的老年人
生活照护、心
里慰藉、 精神
疏导、 健康保
健、 文化娱乐
等方面的需求
量日益凸显。
机构养老、居
家养老、 社区
养老， 政府正
在推动多种养
老模式， 但是
包括养老床位
数量、专业护工等等还存在很多
不足。

“政府是养老的主力， 但政
府是保基本的， 实际生活中，老
人们有许许多多的需求，政府是
没有办法满足的，只有深入社区
才能了解，这就需要社会组织的
补充。 ”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
主任吕朝说道。

“社会组织参与的目的并不
是全盘接手，做社区养老，有些
外来机构与当地社区不匹配 ，
所以更多地关注到人的能力提
升方面， 帮助社区群众建立社
区组织， 开展一系列为老服务
工作。 我们就是要将老年人自
我服务、 自我管理的模式引入
到社区中， 在现有的为老服务
公共空间基础上， 结合老年社
区服务需求对空间功能进行优
化，除此之外，我们将依托为老
服务公共空间，建立社区基金，
培养稳定的社区力量， 这当中
包括居委会、社区组织、社会组
织。 ”吕朝补充道。

颐乐计划正是基于这一认
识而发起的。

吕朝表示：“社会组织想要
参与社区养老，优势在于人力投

入， 短板自然就在资金方面，而
企业正好相反， 企业资金不缺，
但没有专业的社会组织所有的
实际社区治理、养老模式方面的
人才。 二者正好可以互补，所以
我们一起推出了颐乐计划，希望
通过企业联合社会组织，以老年
人自我服务的模式，探索新的养
老模式。 ”

“你可以看到， 社区中的老
人们有着不同的需求，但是现在
并没有得到满足，我们需要看到
他们的迫切需求， 帮他们解决。
‘颐乐计划’ 就是建立在我们社
区伙伴计划的经验上开展的，把
社区基金模式引进来，老人有哪
方面需求， 就向居委会提议，社
区居民投票表决， 如果通过，就
用社区基金的资金来帮助实现
这个提议，这样，资金运作公开
透明，满足了社区老人不同的需
求，还大大激发了老人们的参与
热情， 低龄老人帮助高龄老人，
不断循环。 ”张惠峰说道。

在交通银行企业文化部总
经理帅师也表示了对这一公益
模式的认同：“人始终是最重要
的，为老年人提供服务，一定要
清楚他们的需要，比如套头衫可

能导致老年人窒息，为失能失智
老人提供送餐服务等等，都需要
着重从人的角度出发，‘颐乐计
划’强调老年人自我服务、自我
管理，通过企业资金支持，社会
组织专业帮扶，社区基金、居民
自组织建立的新模式，是对当下
养老的一种补充。 ”

对于目前我国社区养老方
面存在的问题，吕朝说道：“其实
现在很多城市，政府对社区公共
服务空间投入力度很大，硬件设
施都不错， 但是利用率非常低，
之前很多都是闲置，现在随着社
会组织的介入， 慢慢丰富了内
容，未来我们希望依托现有的场
地设施， 充分发挥它的公共性，
同样的场地可以开展多种多样
的活动，加大利用率。 ”

据了解，“颐乐计划”目前项
目设定为 1 年，项目资金除两家
银行外， 政府将进行资金配比，
对于具体配比数量，吕朝表示希
望争取 1:1， 而对于项目实际效
果，吕朝表示，恩派将在项目进
展过程中不断与居民沟通，进行
包括满意度、 参与度等的调查，
为资金支持方定期提供项目进
展报告。

60 多岁的金珠（左）与 70 多岁的张敬慈结对，互助关爱，看护解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