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租房中
感受快乐小生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新时时代代新新作作为为新新篇篇章章

走基层与职工同行

公租房里， 职工只需要付出很少
的租金， 就能过上幸福的居家生活；
创业区里， 职工只需要缴纳很少的房
租， 就能享受高大上的创业家生活；
租图书、 租网店、 租数码产品、 租文
体场地、 租汽车、 租家电、 租艺术品
…… “租”， 正在成为上班一族特别是
青年职工最为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
“租生活”， 固然与青年人经济承受能
力较弱有关系， 同时也源于人们环保
和节约意识的增强。 变买为租、 共享
资源， 随意变换时尚款式， 享受最新
鲜服务， 已是一种职场流行的生活方
式。 劳动午报记者近日深入到青年职
工当中， 深度探访他们正在延伸的快
乐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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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如今， 数码产品的更新换代是越来越快了，

尽管降价速度永远赶不上折旧速度， 但总有发烧
友愿意为尝试新品而买单。 共享租机服务的出现，
给这些喜欢尝鲜的用户带来了便利。 仅需支付少
量的押金和租金， 就可以租上一台新手机来用，
看上去比直接买门槛要低得多了。

最重要的是， 租期到后还可以换一台， 永远
都有新手机用； 喜欢的话还可以选择买断， 直接
收入囊中。 在一家民营企业工作的白领李燕珍，
对这种方式毫不陌生， 她已经在一家租赁APP上
租过两台手机了。

“iPhone X 刚出的时候， 我就租了一个， 主
要是担心我接受不了留海的造型， 觉得挺丑的，
想先试试看。” 李燕珍告诉记者， 这几年她一直
在使用苹果的手机， 虽然对新出的这款造型不满
意， 但对苹果系统已经非常习惯了， 不想更换。
可是， 毕竟手机售价8000多元， 万一买回来又不
喜欢了， 实在是浪费， 因此她决定在APP平台上
租了一个， 这也是她第一次租赁手机。

对于租赁每日都要使用的手机是否划算， 李
燕珍也算过了一笔账。 “我租这款手机每个月468
元， 一年也就是五千多， 不管是租还是买， 我都
是一年一换手机， 既然能少花钱， 我为什么要一
次性先花8000多呢。”

随着对租赁手机认识的逐步加强， 半年后，
李燕珍又租来了一款新出的国产旗舰手机。 “看
中了这款手机有三个摄像头， 没想到这几年国产

手机已经做的这么棒了， 系统一样好用， 而且样
子特别美貌， 要不是租来试试的成本很低， 我还
真不敢入手购买。”

不仅租金每天才十几块钱， 而且共享租机服
务一般都会提供芝麻信用分减免押金的政策。 李
燕珍现在每天使用着最新型号的手机， 实现了免
押金， 只支付租金即可。

除了手机以外， 李燕珍告诉记者其实她还租
过很多数码产品。 “之前每次去海岛度假， 我都
会租一个水下相机， 能带着去浮潜、 深潜， 拍小
鱼， 特别方便， 不用担心自己的数码设备进水。”

李燕珍说， 水下相机虽然功能强大， 几千元
的售价也不算高， 但是日常使用频率极低， 买回
家来一年用不了几次。 今年春节到泰国旅游， 她
花费210元租了十天的GoPro， 约定好租赁日期
后， 对方租赁公司会提前一两天用快递的方式把
相机寄到她留的地址。 在她使用完相机同样快递
给对方后， 3000元的押金也被顺利的退回了她的
账户中。

李燕珍解释说， 最重要的原因是数码产品更
新的速度太快。 前几年她租赁的时候， 最新的型
号还只是傻瓜的防水相机， 而这几年， 运动的防
水相机不断升级， 每次她都能够通过租赁使用到
最新型号、 最新功能的相机。

民营企业白领

李燕珍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租赁数码产品
享受最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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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宇
京东市场部职工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在新房子里住了八九个月，这种美好的‘租’
生活，每天的心情都非常好！ ”刘新宇笑着对记者
说。 今年26岁的她是京东市场部的一名职工。 老家
在房山，家里还有个妹妹，一家四口倒也其乐融融。
但跟家人住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随着年龄越来越
大，她一直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去年， 刘新宇听到周围人说起可以申请公租
房，她马上上网进行了登记，提交了户口簿、身份
证、社保情况等相关资料。

“还记得第一次走进公租房的时候， 看到什
么都是崭新的， 基本就可以拎包入住。 虽然只是
40平方米的一居室， 想到要有自己的小空间了，
还是非常兴奋的。 而且租房每月只有1200元租金，
如今房租这么高， 跟很多高价租房的同事、 朋友
比起来，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刘新宇说。

为了让小房子更温馨， 刘新宇特地贴上了蓝
白相间的壁纸， 还买了一些绿植。 此外， 她还精
心选择了床、衣柜、鞋柜，配上了黄色的沙发、买了
电视。 2018年春节前， 刘新宇住了进来， 为了喜
庆， 还特意贴了对联。

“第一晚睡在公租房里， 做了一个美梦。 恰
巧住处附近有到我们公司的班车， 每天我上下班
方便多了， 这快乐‘租生活’也有滋有味开始了。 ”
刘新宇介绍。 自从刘新宇有了新家后 ， 她的姐
妹开始频繁的来访 ， 她的 “新家” 成为姐妹们
欢聚的 “大本营”。

“都是年轻的姑娘， 在一起吃吃喝喝、 看看

电影、 聊聊女性话题， 真是特别畅快。 有的姐妹
还会来我这里留宿， 我对她们讲， 你们谁想来就
来， 不用客气。 前一段时间有个姐妹过生日， 就
在我的小房子里过的。 我们买了蛋糕， 好好庆祝
了一下呢。” 刘新宇兴奋地说。

刘新宇入住的公租房附近的绿化很好， 她下
班回来有时候会去外面走走。 周末的时候则在家
里看看书、 听听音乐， 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 就
在前不久， 她的朋友还给她送来一只小狗， 从未
养过小动物的刘新宇则开始了和小狗的欢腾时光。

“我每次一回家， 小狗就眼巴巴过来， 跳到
我身上， 蹭蹭我、 舔舔我， 表示亲昵。 虽然给它
准备了笼子， 但是它不老实， 偶尔还是会尿到地
板上。 工作忙了， 我就有些烦它。 但是看着它可
爱的小模样， 啥气都消了。 晚上下班回来， 一有
时间就带它出去， 身边有了小狗狗的陪伴， 还挺
好玩。” 刘新宇开心地说。

刘新宇说， 相对房屋租赁市场的高租金， 公
租房房租比较便宜， 而且稳定。 不用频繁搬家 ，
取暖费也低， 还没有物业管理费。 偶尔父母和妹
妹都会来看她， 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不聚的
时候又能有自己独处的小天地， 她觉得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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