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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说过共享汽车 、共
享充电宝……但你听

说过“共享奶奶”吗？ 近日，成都
市武侯区一社区内的 “共享奶
奶”公益项目火了！

什么是“共享奶奶”？虽然没
有血缘关系，但她们会利用空闲
时间帮忙接送双职工家庭的孩
子放学，到了假期，她们更是整
天在线， 给孩子们辅导功课、照
顾孩子的起居。

这样的模式也让广大上班
族爸妈们羡慕不已， 纷纷表示：
可以全国推广吗？

社区“共享奶奶”问世

“杨老师你好，我今天下班
很晚，可以帮忙约一个奶奶去学
校接一下孩子吗？ ”

“好的没问题，请问孩子在
哪个学校？你们住在哪个小区？”

……
到了放学时间，“共享奶奶”

已经准时在校门口等着了。父母
下班的时候，孩子已在“共享奶
奶”家中吃过晚饭、辅导完作业
……而这些，都是免费的。

这便是令广大上班族们羡
慕不已的“共享奶奶”项目，据项
目发起人武侯区晋阳街道吉福
社区青少年宫的负责人杨琼介
绍，这在全国都是首创，而“共享
奶奶”问世，还要源于她的一次
偶然经历。

今年 33 岁的她是两个孩子
的母亲，但由于家里是双职工家
庭， 且家中无老人照看孩子，每
天接送两个小孩放学便成了令
她头大的事，“特别到了假期，社
区工作人员的小孩基本都会聚
集到社区内照看。 ”

有一次，社区比较忙，便让
社区一位清洁工奶奶帮忙照看
孩子，当杨琼回来时发现，孩子
们和老奶奶相处地非常融洽，

“那位奶奶也很高兴。 ”
杨琼当时就联想到，平时她

在工作中接触到社区内有许多
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他们
的生活其实是比较单一的，“要
不就天天打麻将”。 而许多老人
也曾表露过她们想要发挥余热，
为社区做贡献的想法。

她又联想到社区内不时有
热心的老党员反映，许多双职工
家庭的孩子在家长未回家时，就
自己在小区的乒乓球桌上做作
业，“有的甚至在公园的凳子上
就睡着了。”这种情况，她们看到
后都会帮忙照看。

据了解，吉福社区毗邻磨子
桥小学分校、晋阳小学、龙翔路
小学。 据调查统计，放学后无人
看管、辅导学业的孩子占学生总
数的 40%,家长在此问题上的解
决诉求也比较强烈。

“既然社区内退休的长者有
空闲时间， 且希望参与社会活动
获得成就感， 双职工家庭又由于
工作繁忙、下班时间晚，疏于对孩
子的照顾， 那能不能把这些特别
有爱心， 特别有能力的退休长者
挖掘出来， 帮着双职工家庭带孩
子、接孩子呢？ ”杨琼说，有了这个
想法，2019年 7月，她们便提出了

“共享奶奶”这一理念，询问社区
内是否有人愿意加入，“没想到大
家都很踊跃地想要报名参加。 ”杨
琼说， 当时报名的就有三四十位
老奶奶，经过“筛选”，实际服务的
奶奶有 20多个。 成为“共享奶奶”
首先要身心健康、有奉献精神，有
空闲时间， 同时社区还要对奶奶

们进行“上岗”培训。
杨琼介绍，“共享奶奶”每天

要“服务”30-40 个小朋友，包括
在上学期间接孩子放学， 在寒、
暑假带孩子到小区的共享小屋
或是社区的活动中心进行照看
等，“而且这些奶奶都各怀才
艺”。 有的奶奶可以帮孩子们辅
导作业， 有的可以教孩子们唱
歌、画画，没有才艺的奶奶就帮
着孩子们做做饭，“分工明确”。

“一般是同小区的奶奶照看
同小区的孩子。 ” 杨琼说，考虑
到奶奶们的年龄较大， 因此照看
的孩子都需要到上幼儿园的年
龄，同时在接孩子放学时，为了安
全起见，社区的志愿者也会陪同。

远亲不如近邻

有了“共享奶奶”们的帮助，
让双职工家庭不再出现两头难
的局面。

根据社区提供的该项目简
介，“共享奶奶”项目以吉福社区
老人和小孩互相照顾为切入点，
从居民实际需求出发，建立居民

需求对接机制，通过“大手牵小
手”的形式，鼓励居民走出家门，
让社区的长者和双职工家庭牵
手结对。 搭建“共享奶奶”平台，
让年长的“奶奶”照顾双职工家
庭的子女，双职工家庭为长者提
供各类关爱服务，形成社区自主
的“老小”志愿者模式。

社区居民张奶奶是一名退
休老人，她很喜欢小孩，但由于
平时儿子和孙子都不在身边，她
和老伴的生活也有些孤单，她听
说社区有“共享奶奶”这个项目
后， 就第一时间报了名。 她说：

“我虽然老了， 但是我还是要发
挥我的余热，为我们社区的居民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经过
一年多的参与， 她也收获了很
多， 除了邻里间更加相熟和谐，
与孩子在一起的时光，也让她觉
得倍加开心。 而张奶奶的加入，
也带动了社区多位奶奶加入。

“共享奶奶”项目，也给社区
居民易女士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帮助，她再也不用着急忙慌地下
班赶去接孩子了，“孩子也不用
一个人孤单地在学校等着我去

接。 ”工作上也顺手许多。 她认
为，“远亲不如近邻”，有了“共享
奶奶”这根纽带，她和同小区奶
奶间的情感也超越邻里之情，
“感情不再淡漠， 老人们也老有
所为，老有所乐”。

同时，爱也是相互的。

在“共享奶奶”帮助双职工家
庭的同时， 这些家庭也用爱回馈
着。 据杨琼介绍，由于这些老人的
儿女通常不在身边， 有的老人住
在没有电梯的老小区，生活不便，
所以在周末以及寒、 暑假的空闲
时间， 双职工家庭的孩子们和父
母也会上门帮老人们买菜、做饭，
在老人生病时前去探望， 周末还
会带着老人一起出去游玩。

杨琼表示，“共享奶奶”项目
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双职工家庭
育儿的实际问题，通过大手牵小
手的形式， 鼓励居民走出家门，
让人与人的关系也突破了钢筋
水泥的限制，日益密切，“对老人
来说，子女没在身边，她们所缺
失的能在这里找到寄托，对孩子
们而言， 也让他们学会感恩，学
会珍惜， 促进家庭与家庭的互
动，这也是一种相互陪伴。 ”

她认为，这种“共享奶奶”的
模式也可以广泛推广，“现在大
家都住在城市的商品房中，邻里
间关系淡漠， 有了这样一个契
机，也可以更好地拉近和邻里间
的关系。 ”

她认为“共享奶奶”的推广
落地需要具备几个条件：首先要
有活动的场地，其次是社区内有
热心奉献的老人，最后还要给予
一定的资金支持。

（据《红星新闻》）

在上海近铁城市广场的下
沉空间里， 有个很特别的现象：
那里身穿蓝色衣服的外卖员特
别多，还常常在一扇玻璃门前进
进出出。记者心怀好奇走进那扇
门，只见这是一个很大的开放空
间， 里面有个人办事用的自助
机，有吧台、沙发、餐桌，提供饮
水机、微波炉等，还布置了一个
小型剧场。 这个空间取名为“近
铁 e 站”。

一位外卖员主动和记者打
起招呼：“我们平时都是在这里
休息和上课的， 你要喝热水吗？
在那边……”外卖员在这里上什
么课？他们的休息区怎么会在一
个商业广场的显眼位置，而且陈
设如此齐全？ 记者有不少疑问，
直到看见墙上“楼委会”三个大
字，并遇到当天值班的楼委会负
责人，“谜题”才一一解开。

近铁城市广场是普陀区的
“亿元楼”， 里面集聚了一批像
“饿了么”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此
前较长一段时期，因其南北两幢
楼分属长征镇、长风新村街道两
个区域管辖，给入驻的企业和物

业方带来不少麻烦。 为了解决
“一楼两管”问题，2019 年，普陀
区通过大量走访调研，明确了近
铁城市广场由长风新村街道全
面接管，并帮助近铁城市广场成
立了楼宇党委引领下的“楼委
会”———好比是商务楼里的“居
委会”， 专门解决楼里企业“居
民”反馈的一应琐事。

在今年的党史学习教育期
间，普陀区进一步规范了“楼委
会”职责，并在精准排摸企业群
众需求的基础上丰富了“近铁 e
站”职能，真正将党群服务、物业
服务送到离白领、员工们最近的
地方。

记者了解到，近铁城市广场
“楼委会” 的主任由物业或企业
代表负责人担任，委员班子则涵
盖业主、街道社工、街道党员干
部、街道经济服务专员、物业高
管、员工代表等，把楼里楼外的
社会资源整合到了一起。而楼委
会承担什么职能，也是由里面的
企业和商户说了算：白领想要办
事方便，楼委会就在楼内设办事
“一口受理”的自助机，还把税收

减免、社保缴费、入托入学等政
策信息汇编在一起，送进每层楼
里；遇上需要上级部门协调的麻
烦事，楼委会了解情况后直接向
有关部门反映，街道第一时间上
门走访；要是楼里要举办一些大
型活动，楼委会则成了最佳的民
主征集平台。“五五购物节”期
间，企业“居民”们就围绕商场怎
么组织促销活动，贡献了不少好
点子。

外卖员休憩点“近铁 e 站”，
也是楼委会集体决策的成果。考
虑到“饿了么”在上海有 20 万外
卖员，平日风吹日晒，想吃口热
饭、 喝口热水并不容易，“饿了
么”公司便将自己的一部分办公
场地腾出来，改造成了现在的样
子，方便就近的外卖员使用。 在
此基础上，近铁城市广场把楼委
会的办公点也搬了过来，并将楼
宇党群阵地、物业办公、企业公
共空间深度整合。

如今， 这处空间每天都在上
演着丰富多样的场景： 外卖员一
起上情景党课， 操着不同的方言
大声朗诵《共产党宣言》；商场里

爱心商户的“Tony 老师”坐镇楼
委会， 给外卖员免费提供发型设
计； 楼委会还与周边社区共同打
造了“1℃空间”共建品牌，让外卖
员利用空闲时间陪伴社区老人聊
天， 外卖员所在公司根据其公益
服务次数和时间，抵消送餐差评，
提高他们服务社区的积极性。 同
时， 社区也向外卖员开放党群服
务站和社区食堂， 让外卖员可以
花更少的钱吃一口热乎饭。

楼委会的机制，给“竖起来
的社区”搭建了共建共享共治的
平台，既使得政府部门、周边社
区成为楼宇治理的强有力支撑，
也让楼宇党员成为服务社区的
重要力量，更增强了群众的向心
力和凝聚力。外卖员殷其佳告诉
记者，参与了“近铁 e 站”组织的
几场活动后，他向楼宇党委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不只是我，我们
队伍里有 7 名小伙伴提交了，还
有 20 多位有入党意向。 这些活
动给了我们开眼界的机会，我们
都希望能够向组织靠拢。 ”

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楼宇
党建由早期的点上探索、局部创

新向系统建设、 整体建设转变，
从侧重建支部的“1.0 版”，到注
重优服务的“2.0 版”，再到着力
功能的“3.0 版”，逐步迈入以“楼
委会”为代表、以“善治理”为典
型标志的“4.0 版”，推动党的基
层组织建设。如今，这种将“居委
会”与商务楼宇嫁接的“楼委会”
模式已在普陀区推广开来，共有
10 幢楼宇通过成立楼委会，实
现了党建、治理、营商三位一体，
大大提升了楼宇的服务能级和
市场价值，楼内企业也因此获益
颇丰。

如李子园大厦楼委会组建
半年来， 因问题处置更快捷、管
理更精细、服务更周到，楼宇品
质大幅提升， 租金同比增长了
5%。 电科大厦因为有了楼委会
的精准服务，企业入驻率长期保
持在 95%以上。天地科技大厦楼
委会帮助楼内企业旺翔传媒的
办公用房从 500 平方米扩大到
1200 平方米， 企业新建了数字
化产业中心和直播基地，业务量
比去年翻了一番。

（据上观新闻）

“楼委会”搭起共建共享共治平台

“共享奶奶”在给孩子们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