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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无围墙的养老院

75岁的李奶奶每天清晨起个
大早， 洗漱完毕后出早门买个菜，
回家把菜放下就往离家不远的养
老服务驿站去，有几位姐妹已经到
了，互相寒暄一会，大家便在大房
间里开始跳舞、打“八段锦”。

82 岁的张爷爷腿脚已不是
很利索， 有时约几个好友下下
棋，有时就自己呆在家里，想起
的时候就打电话约了小棉袄的
小伙子闫磊来家里和自己聊会
儿天，张爷爷高兴地把自己多年
的好几大本记账本都拿了出来，
展示给闫磊看。

家住北京东城区永定门外
街道的高爷爷，觉得身体不太舒
服， 但孩子都已过花甲年岁，有
些还住在顺义和外地，无法及时
回来。 身边也没有合适的人选，
他想起上次来到家里看自己的

“小棉袄”员工张强，给自己留了
电话，便打了电话向“小棉袄”求
助。“小棉袄”马上联系了最近的
入户探访员， 在 9 分钟内赶到，
一起把坐轮椅的高爷爷背下了
没电梯的楼，去了医院。

除了这些，宁宁和团队为住
在家里高龄老人们提供的服务，
还包括约“小棉袄”社工上门提
供照料、陪同外出，也可以通过
“小棉袄”，预约上门修脚、腿部
按摩、理发、代取送药、配送老年
餐等———可算得上养老服务中
的“美团”“饿了么”，随叫随到。

宁宁希望构筑起“无围墙的
养老院”， 让希望呆在家里养老
的老人们，能够健康、开心、有尊
严地度过晚年。

截至目前，宁宁的团队的服
务， 覆盖北京东城、 朝阳近 200
个社区的 4000 余名居家老年
人，并为其中 100 多位老人装配
了紧急情况一键呼叫按钮设备。

其中，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

对东城区高龄独居老人进行安
全访视的服务覆盖 2068 人，入
户访视 28600 余次； 电话问候
63800 余次。 对接解决老人需求
共计 1397 个。

而团队正在运营的 6 个养
老驿站，则是为老人们提供一个
下楼后短距离内就能到达的“社
区邻里共享客厅”。 餐厅、 健身
房、养护按摩房、专家医疗咨询
室， 老人可以坐下来喝口茶、向
员工学习怎么用手机支付功能，
或者是听一场养生知识讲座。

走进“小棉袄”东城区安化
楼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空间设计
中随处可见对老年人的细微关
怀。 走廊旁边有一台专供老人乘
用的电梯；窗户边特意加设暖黄
色的扶栏，“这样老人会更有安
全感”。 适老化改造样板间厨房
中摆放为老年人设计专用轮椅，

“老人坐在轮椅上也能方便给孩
子包饺子”；浴室里安放助浴椅，

“老人就能坐着洗澡”……
“他们（小棉袄）对我照顾特

别周到， 有他们这一些同志在这
儿，我们好多东西都解决了，要不
我们都不知道找谁去。 ”在接受纪
录片节目采访的时候，一位 87 岁
的奶奶对着镜头，笑眯眯地说。

但奶奶不知道的是，在过去的
四年里，为了缝起这件“小棉袄”，
宁宁本人和“小棉袄爱老”一直过
得很“苦”，在亏损、欠债、营收平
衡、再亏损、再欠债中反复循环。

在最困难的时候，宁宁个人
要通过跟亲戚朋友借钱，每个月
补贴十几万元来维持运营。

有时候，服务在赔钱，接受
服务的老人们，还要把人生中积
累的负能量，统统“倒”给她和她
的伙伴们。

宁宁指了指记者坐着的黄
色小沙发，“难受了我就在这里
躺会儿”。

毕竟， 她还带领着她的团
队，有十几号运营人员、8 个全职

护理员阿姨， 接近 20 位兼职的
阿姨的工资等着她发。

“衰老是一场可以去争夺
领土的战斗”

宁宁从小是姥姥姥爷带大
的。 姥姥，是宁宁投身养老产业
的“初心”。 最开始，是 87 岁高龄
的姥姥，因腿脚不灵便曾很多年
没有下过楼。

后来宁宁给她买了一台轮
椅， 姥姥对 3000 块的售价表示
了极大的愤怒后，竟开开心心地
下楼散心、出省旅游去了。 去山
东探望亲戚后，又来北京看望了
外孙女、去了故宫、毛主席纪念
堂、天安门……

这使宁宁意识到，即便是传
统和隐忍得像自己姥姥一样的
老人，帮她打开一扇窗，带给她
一些小小的幸福改善，她也会看
到这个世界，也会对美好心生向
往、对体验心生渴望。

姥姥喜欢去热闹的场合里
跟着大家做手指操， 宁宁就希
望，姥姥住的地方楼下是不是能
有个公共空间，带着老头老太太
一起做些游戏和活动。 但她很快
发现，在做类似事情的基本只有
卖老年保健品的骗子。

创办小棉袄那年的 9 月，宁
宁的姥爷被查出肺癌晚期，没有
选择入院化疗，只在家里吃中药
做保守治疗。 宁宁放下手中的
事，回家照顾姥爷。

能不能给他在身体疼痛的
位置做热敷、洗澡水温要多少合
适、该不该吃高蛋白的东西……
日常里再琐碎不过的小事，却都
在老人生病时变成了难题。 宁宁
从一开始的惊慌失措，到后来买
来了医书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
陪姥爷一起试药记下症状…….

回忆起陪伴姥爷最后的岁
月，宁宁觉得自己是在进行一场
拔河。 自己能做的只有拼命向自

己的一方拉绳，最不理想的情况
下也不能松手。

“衰老是一个可以去斤斤
计较、 可以去争夺领土的一场
战斗。 ”

这样的努力争取， 并没有办
法挽回正在老去的容颜和病入膏
肓的躯体， 但一点一滴心力的倾
注和付出，让老人在某件事情上、
某一个小时里相对舒服一些，让
他们能更从容、 更有尊严地去面
对，对他们就有实际意义。

“小棉袄”的业务，也是从带
着不愿意离家的老人们在社区
里做游戏和手指操开始，逐渐发
展到为老人的生活起居提供帮
助， 为他们的晚年生活提供陪
伴，到为老人的日常健康管理和
健康促进提供服务。

然而有美好的心意和愿景，
并不意味着就能活下去。

“未成之局”中的迷茫和清醒

中国养老行业一直流行
“9073”的说法———理想情况下，
90%的老人采用居家养老方式，
在家养老；7%的老人主要采用社
区养老；剩下 3%为机构养老。 政
府早已发布指导文件做铺垫，市
场资本在观望，入局居家养老的
各方人士不少，却很少有谁明确
跑出了可持续的模式。

居家养老还是个“未成之局”。
宁宁曾经和一些风险投资

机构打过照面。 投资人常常客气
地反馈说：你这个做得真好。 确
实挺好———宁宁和“小棉袄”团
队得到了老人们的认可，也经常
获得政府和学者的表扬，但到了
投资人面前，结果往往是拒绝。

资本对先锋者的情怀大加
赞许， 但还是保持着冷峻头脑，
观望着等待“正确”的入场时机。

“但凡机构的钱进来，他就
要看数据，没有人会投入金钱和
精力去仅仅实现一个理想，商业

上的可持续是必须的。 ”宁宁找
过几轮钱后想明白了。

卖各种产品的人倒找到宁
宁，想入股，想当合伙人，宁宁拒
绝了。“那人跟我说了一句，‘我
保证两年之内绝不跟你的老人
卖东西’，当时我就在想，那两年
后呢？ ”

“我还是挺爱惜‘小棉袄’羽
毛的。 ”像就着服务给老人卖东
西这事儿， 宁宁一直不愿意做，
请专家给老人做的健康讲座也
不搭载任何营销。

为什么不卖？ 自己还没花时
间和精力去好好筛选那些产品，
怎么就能凭着老人对自己的信
任卖货呢？

有时候， 宁宁也会回想起创
办“小棉袄”前，投行上司、同事、
前辈劝她的话：“从人类趋利避害
的本性上来说， 老年人就是一个
价值逐渐趋向于零的群体， 人类
本能是不愿意往老人身上投入的
……居家养老是一个悖论！ ”

有时候，她也躺在那个小沙
发上拷问自己：是不是自己的性
格问题， 会不会对团队过于挑
剔，“小棉袄”的发展会不会被自
己的偏执给“伤”了，“该挣的钱
不挣，该借的力不借，最后可能
真的会给憋死了”。

不过，宁宁还不愿意认输。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居家养

老不靠政府强力补贴就做不成，
“居家养老是悖论，我认，我认错
行吗？ ”她有些赌气，可她还是觉
得，这就是应该做的，她一定要
把它做出来！

而且，要以“对”的模式做出
来。 向老人卖货，一买一卖之间
就能有 30%的毛利，专注做服务
更费人力和精力，但毛利只有卖
货的一半。

“但凡能这样挣钱，就不会
有人去研究模式了，我必须带着
一批人把居家养老的模式给磨
出来。 ” （下转 13 版）

“小棉袄”员工正在陪伴老人做手工

� � 2018 年 11 月，北京的深秋，北京东城区一家养
老驿站通透的大房间里，透光伞、打光灯、摄影道具
排开 、不同风格背景板布置完毕 ，咔嚓咔嚓快门声
直响 ，专业摄影师正忙碌着 ，给爷爷奶奶们拍摄婚
纱照、全家福。

‘这条裙子是不是肩膀露得有些多？ ’房间另一
头，化妆团队正在给奶奶们化妆、挑服装。奶奶们这
时候一半欣喜一半紧张： 妆太浓了害怕别人说，太
淡了又担心看起来没有精神；一些奶奶对于自己的
身材和皮肤还有些‘心理负担’，希望挑件布料多些
的裙子遮一遮。

‘不会不会 ，阿姨您穿这件红的特好看 ’，爷爷
奶奶身边总是跟着几位穿着红色帽衫的年轻人，给
老人们出出主意、打打气。 红色帽衫上印着一个小
女孩的头像和几个字———‘小棉袄爱老’。

这群年轻人 ，是王玲力和她带领着的 ‘小棉袄
爱老’团队。老人们喜欢唤王玲力叫‘宁宁’，小名听
上去更亲切。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拍摄婚纱照的活动呢 ？
一开始 ， 想法是由老人们先提出来的 。 在服务过
程中 ， 奶奶们展示过的最古老的结婚证 ， 跟小学
‘三好学生 ’ 的大奖状那么大 ， 好几个奶奶提到 ，
自己结婚几十年遗憾之一就是没拍过婚纱照 ，‘在
那个年代没条件 ’。

‘女儿是爸妈的小棉袄 ’，宁宁和她的 ‘小棉
袄 ’团队希望能为高龄老人的晚年带去一点甘甜 、
一点宠爱 。

■ 刘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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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力：
筑起无围墙的养老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