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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生

在山东青岛市市南区八大峡街道
成武路社区，刚同老朋友们唱歌回来的
86 岁独居老人刘甸勤很熟练地打开防
盗门，回到家中。一同进门的还有阳光
暖情社区服务中心的护理员李静，进屋
后就忙着收拾这收拾那。

除了家务劳动，今年 48岁的李静每
天还陪老人捶背、聊天、布置屋子。做家
政服务多年的她，已经拿到中级护理专
业证书。现在由她负责提供居家服务的
老人有四五十个，每月回访一次。对自
己的工作，李静说，“只要您热情周到的
服务好，老人就会认可你。一些老人及
家属起初对家政服务人员的怀疑和冷
漠，就会逐渐变为信任和热情”。

之前，刘甸勤老人都是由街道居委
会照料。2011 年，阳光暖情社区服务
中心开始接手为老人提供居家服务。
现在，刘甸勤老人的生活丰富多了。在
老人家的客厅里还摆放着一台电子琴，
带着老花镜的刘甸勤老人说，“这可是
我自学的，没人教。去年，我在老年大
学学了乐理知识后就买了台电子琴，自
己弹着解闷儿”。

“80多岁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每
天有人送奶、做饭，没有不满意的地方，我
可要好好地活！”刘甸勤老人动情地说。

家庭养老是我国大多数老年人选
择的养老方式。高龄老人的快速增长、

“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以及“空巢”家
庭不断增多，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
越来越不能适应需求。随着在养老服
务层面上扮演主要角色的家庭功能逐
渐弱化，以上门服务为主要形式的居家

养老服务逐渐走进了那些需要帮助的
老年人家中。

潍坊市潍城区居家养老服务套餐
卡上，分别列出了基本服务项目和自选
服务项目。基本服务项目中，有理发、缝
洗、卫生保洁、健康体检、送餐、送奶等，
并标注了每月每天的服务数量。卡上的
自选服务项目有康复训练、临床陪护、
心理疏导、日常陪护、保健推拿、法律维
权、油烟机清洗、下水道疏通、家电维
修、代购代办、居家维修等。可见，居家
养老所要提供的高质量服务，得从老年
人居家养老实际需求中来。

同样细心的居家服务，在青岛市市
南区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那里变成了

“六送”，即送奶、送报、送家政、送爱心、
送保险、送午餐。其中，最早实施的是送

奶服务。“我们不是简单地为独居、高龄
老年人送奶，而是借此来了解他们的居
家情况，比如身体状况、养老需求等。”
青岛市市南区民政局李兰亭副局长介
绍说，区政府投入 20 多万元委托牛奶
公司送奶给每一位独居老年人，惠及全
区 5000 多位老年人。同时，老年人所住
的社区负责监督送奶公司服务，老人签
收后，社区服务中心还定期回访。

居家养老同样需要信息化的手段
加以串联，才能更加高效地运作。如此
形成的网络，有人把它形象地比喻为

“虚拟养老院”。比如，山东省东营市就
在中心城区全面推行“虚拟养老院”模
式，通过搭建数字信息服务平台，将全
市（包括油田）分散居住的 60 岁以上老
年人全部纳入服务范围，由加盟企业提

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等专
业化服务。

“对城市三无老人、空巢老人和 90
岁以上老人，我们分别按照每月 500
元、300 元、100 元的标准，由政府为其
购买养老服务，企业定期上门提供免费
服务。”东营市副市长杨梦斌介绍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寿光市三元社
区更是把居家养老融入了新农村建设
之中。作为冬暖式蔬菜大棚的发祥地，
寿光市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不仅仅以

“乐义蔬菜产业基地”而闻名，而且在村
民养老普惠方面也有积极探索。除了
由村集体投资 180 万元建设敬老院，对
孤独、荣复转退军人等老人集中供养之
外，村支部书记王乐义还在居家养老方
面动了不少脑筋。

55 岁的村民王秀芳家是门对门的
一大一小两套房子。“大户儿是我家儿
子和儿媳妇住，小户儿是我们老俩口
住。”王秀芳说，这两户是通过阳台连通
的。这样，年轻人照顾老人方便，他们不
在家的时候，老人还可以帮忙看房子。

“没事儿的时候，下楼活动方便得很。”
王秀芳一指两门中间的电梯自豪地说。

“当初刚听说要住在这么大的楼房，
都高兴，可过两天明白过来，老人怎么爬
楼梯呢？”谈起当年的决策过程，王乐义
说，“作决策得听听群众的意见，那就设计
上个电梯嘛！”

不仅如此，村内60岁以上老人每人
每月可得补助金 100 元，70 岁以上老人
每人每月可得补助金200元。村集体还
将村民全部纳入了新型合作医疗。

山东：养老服务贴紧老人心
本报记者 李万祥

一
冯明慧退休了，由于女儿在国外，她

就得一人生活。热心肠的她主动向街道
提出申请，在自己宽敞的家里建了一个
社区老年人互助服务睦邻点，20多个和
她差不多境遇的老人定期在她家聚会，
聊各自在外子女的生活，也读诗赏画，或
者结伴出行，生活变得充实了许多。

上海长宁区新华街道民政科陈邑岭
告诉记者，这样的睦邻点是2010年出现
的，2011年起在整个街道推广，目前已有
37个了，参与活动的老人达600余人。

记者从长宁区民政局了解到，2012
年起，睦邻点项目在长宁的10个街道（镇）
推广，至年底共有睦邻点134个，1300多
老人通过参与睦邻点活动融入社区。

新华街道地处上海中心城区，老龄
化程度很高，60周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
口的 29.8%。老年人不断增加，活动场地
和设施却难有增加，活动内容也不够丰
富。为了鼓励更多老人走出家门、加强社
会交往，新华街道支持冯明慧这样一些
热心公益事业、住房条件又较好的老人
建睦邻点，先考察评估符合条件的家庭，

登记备案外还提供“五个一”保障：推选
一名冯明慧这样能张罗的负责人；添置
一些桌椅水杯等简单设施；订阅一批老
人们爱读的书报；补贴一点烧水开空调
的水电费；办理一份意外保险。街道老年
协会通过管理小组对睦邻点进行日常管
理，还送去学习和娱乐用品。

因相同兴趣爱好而走到一起的老
人们，有的学书法绘画摄影，有的学跳
交谊舞，甚至办化装舞会，更多的是邻
里互助，从精神慰藉到生活照应，老人
们多了同龄人的陪伴和关爱，少了无人
交流、生活寂寞的困扰，一些以前无法
独立完成的生活小事如换灯泡、配药购
物等，现在有人帮着做了，维护合法权
益、解决邻里纠纷这些难事也不愁了。

二
目前，上海已逐步形成了家庭自我

照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和机构养老服务
为一体的“9073”养老格局。除了3%的老
人入住养老院以外，还有7%的老人由社
区老人日间照料中心为主提供居家养老
服务，其余90%为家庭自我照顾式养老。

“十二五”时期，上海实际养老床位将达

14.5万张，接近户籍老年人口的4%。
无论是 3%还是 4%，养老床位增加

再多，都无法改变绝大部分老人要在家
庭自我照顾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间度
过晚年的事实。

上海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起步很早，
2000 年开始探索，2003 年全市推开。
从一开始，上海就非常注意强化社区居
家养老的专业化建设，如注重专业化的
制度保障，立足专业化的组织建设，加
强专业服务规范，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引入专业服务机构。

记者所采访的新华街道，不断拓展
社区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功能，提供日
间照料、就餐、理发、扦脚、洗衣、洗澡、
缝补及医疗保健等 10 余项生活服务，
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等。不仅如此，他们
还把居家养老、爱心助餐和生活服务项
目送出去，让老人们在家也能安享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

记者发现，随着“智慧养老”投入规
模应用，新华街道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让老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简单、方便和安
全，以前存在安全隐患的独居老人的
家，如今正在变成“宜居养老院”。例如，
老年人家里安装的服务人员刷卡系统，
有效保障了服务时间；“伴”管家服务能
让不在身边的子女随时可知老人是否
平安；智能电子门锁、床垫式生命监测
仪、跌倒检测地毯设施等，都可以通过
网络实现向服务后台的实时信息传输。

三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上海的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已踏上坦途，还有很多难题
需要破解。

进入“十二五”，上海户籍老年人口
继续快速增加，总量将突破 400 万，比
例将接近 30%。截至去年底，上海已有

社区老人日间照料中心 314 家，助餐服
务点 441 家，享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
老人达 26万。

数据显示，上海得到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的老人只占全部 60 岁以上户籍老
人的 6.5%，长宁区是“老年友好型城区”
国家级创建试点区，占比达到 9.8%。但
即便如此，长宁区也只能优先选择部分
有需求的重点老人，向他们提供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

根据民政部及上海市的相关规定，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的主要内容包
括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精神
慰藉等。记者采访发现，因为种种原因，
尤其是居家养老服务人员本身的专业
能力所限，大部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
供的内容主要局限在生活照料和家政
服务。对于康复护理及精神慰藉等专业
要求相对较高的服务，则基本无法提
供。老人交友婚恋的渴望，失去独生子
女的痛楚、没有自理能力的无奈，这些
更为复杂的需求就更难予以满足了。

上海近年出台了许多措施，加快
社会组织尤其是民生类社会组织的孵
化与培育，使这类具有相对比较专业服
务能力的社会组织更快进入养老等社
会服务领域。不少街镇也在与各种专业
社会组织合作，通过购买服务来满足老
人的精神需求。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睦邻点的出
现才如和煦春风吹过，不断拂去老人们心
头的阴霾，一次次活动坚持下来了，一个
个老伙伴被带动起来了，笑容更多地洋溢
在脸上，“幸福指数”实实在在高了许多。

这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还刚刚起步，有众多领域等着
去开发，无数老人等着去关怀。爱无止
境，睦邻点就是老人们充满希望的“爱
的家园”。

上海：睦邻点成“爱的家园”
本报记者 沈则瑾

上海：睦邻点成“爱的家园”
本报记者 沈则瑾

山东省潍坊市鹤翔安养中心与美国 Esreal 基金、日本明寿会合资合作

运营管理，注册成中日合资潍坊鹤寿介护技术公司，全方位引进美国、日本

养老模式和管理理念，提高了养老服务水平。图为护理人员在与老人交流。

李万祥摄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姑塘镇化纤社区是地处乡村的国有企业改制社区，有 60 岁以上

老年人 820 人，占居民总数的 12%。2012 年，该社区申报成为全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试点

项目，为社区内在家庭中养老的老人免费提供健身康复、休闲娱乐、便餐供应、日间照料等

服务，并为社区老年人不定期免费开展健康义诊，设立“绿色就医通道”。

为更好地服务老年人，该社区成立 6 个老年党支部，组建社区老年体育协会，经常

性组织老年体育健身活动。目前，江西省九江市积极探索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已建成社

区居家养老机构 29 家，服务社区老年人数达 2 万，受到了老年人的欢迎，成为“没有围墙

的 敬 老 院 ”。 图为老年人在九江市庐山区姑塘镇化纤社区老年服务中心打台球。

张海岩摄 （新华社发）

江西九江打造社区居家养老新模式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三教老年公寓楼前的广场上，70 岁的鲍翠花
带着 10 多个老伙伴正在唱红歌。“我们这里吃不愁、穿不愁，每周一和
周三下午唱歌，每天晚上做操，天冷了，就在楼上唠嗑、打牌，充实着
呢！”鲍翠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类似的场景，在石家庄各个养老机构每天都在出现。该市把促进
社会化养老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加大投资力度、完
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量，力求让所有需要照顾的老人均能安享幸福
晚年。

加大投资做好坚实后盾

石家庄市民政局局长李文昌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已经开始步入老
龄化社会，而石家庄老年人口比例则高于全国水平。截至 2010 年底，
全市 60 岁以上户籍人口已达 139.28 万人，并以平均每年 3％的速度递
增，呈现出高龄化、“空巢”多、增速快等特点。为满足需求，石家庄市
委、市政府专门出台了《石家庄关于加快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的实施
意见》，要求在全市每个街道、乡镇均建成一所示范性的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社区全部建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实现街道、乡镇和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基本覆盖。到“十二五”末，全市新增民办养老床位将不少于
12600张，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总数达到老年人口的 3%以上。

2010 年以来，石家庄市两次提高民办养老机构床位运营补贴：
2010年 12月将原来的每床每月 10元提高到 50元，2011年 8月再次将
补贴标准提高到 100 元至 150 元。由于积极落实关于民办养老机构的
政策扶持和优惠措施，不断加大财政补贴力度，石家庄民办养老机构得
到快速发展。仅 3 年时间，石家庄就投入资金 6 亿多元，建成农村互助
幸福院 2291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72个。

“通过政府补助，我们建立民办养老院的信心更足了，这是我开办
的第二家老年公寓了，共有 147 个床位，现在入住了 140 位老人。”祥和
老年公寓负责人王平说。

在祥和老年公寓一个房间里，82 岁的刘淑琴老人感慨地对记者
说，“好着咧！房间中有空调、暖气，还有独立卫生间，冬暖夏凉、饭菜可
口，24小时都有人照顾，比在家里养老好多了！”

完善设施确保老有所养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石家庄城区气温高达 35 摄氏度以上，但在该
市新华区宁安街道日间照料中心却是异常的清凉，数十位空巢老人在
这里开展着各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说，中
心是去年 8 月开业的，建筑面积达 300 多平方米，设有休息室、阅览室、
书画室、老年餐厅、老年课堂、文体活动室、医疗保健康复室，并配备有
厨房、卫生间等专用房，定期开展老年人健康知识系列讲座、老年人书
法绘画技法培训讲座、老年模特队、老年健身舞蹈队、老年人合唱队等
多种多样的文体娱乐活动，是一种适合老年人“白天到中心接受照顾和
参与活动，晚上回家享受家庭生活”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此
外，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了上门送餐服务，还特别在日间照料中心
安装了呼叫系统。这个呼叫系统一方面可以提供预约服务，另一方面，
工作人员可以在老年人出现意外子女却不在身边的情况下提供紧急援
助服务。

在石家庄市南简良村一座 2 层小楼的娱乐室内，87 岁的马月月正
与几个老姐妹玩纸牌，牌桌上时不时传出欢畅的笑声。小院里，还有几
位老人边聊天边在健身器材上锻炼身体⋯⋯这里是南简良村的互助幸
福院，目前有 40 多位老人在这里安享晚年。马月月对记者说，“我们幸
福院实行‘自治、自愿、自保、自助’的管理原则，够了 70 岁，只要你想
来，只需拿着被褥和日常生活用品来就行了，什么费用都不用缴。”南简
良村村主任董洪军说，幸福院内各种设施齐全，电视、空调、冰箱、娱乐
室、健身器材等应有尽有。

优化服务保障安享晚年

家住石家庄振头四街 92 岁的“三无”老人许素坤，每隔一段时间就
要找人帮忙打扫卫生。一大早，她就拨通了星光服务中心的热线，预订
钟点工服务。钟点工搞完卫生后，许奶奶拿出几张“养老服务券”交给
钟点工。“有家政服务员周到的照顾，在家就跟在养老院一样。”许奶奶
对目前的居家养老生活非常满意。

石家庄市区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主要采用企业出资建设和运营
管理、政府监管和购买服务的模式进行运作。自 2008 年起，石家庄市
每年出资 200 多万元，以“三无”老人每月 200 元、低保老人每月 50 元
的标准，向他们发放“养老服务券”。专业服务机构和服务人员上门为
老人服务后，可凭券到政府相关部门兑付现金。

改善居家养老服务环境的创新无处不在，比如，一键通呼叫服务网
络建设就是石家庄市的一个创举。去年 5 月，一位八旬老人通过与一
键通呼叫服务联网的卫星定位手机打来电话：“我回不了家了，也不知
道自己在哪呢！”服务中心接线员冯丽接到求助电话后，迅速通过卫星
定位系统查到老人所处位置，是在建华大街和中山路交叉口。同时，她
从老人登记的资料中调出老人的家庭住址，是在槐安路和维明大街交
叉口的珍集小区。在她的指挥下，老人打车回到了家里。据中心负责
人介绍，目前，呼叫中心集合了 3000多家加盟服务商，拥有一支 100多
人组成的专业服务队伍，可以为市民提供家庭服务、维修服务、养老服
务等 20 个大类、200 多个小项的涵盖居民生活各方面需求的社区服
务。截至目前，全市 24 个县（市）区已建成 22 个县级居家养老信息呼
叫中心，其中“一键通”呼叫系统注册老人用户达 50000多户。

河北

政府投资是后盾
本报记者 雷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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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石家庄市祥和老年公寓老人共度新年佳节。（资料图片）

上海老

人在社区里

抖空竹。

上海老

人在社区里

抖空竹。

居家养老作为现代社会养老的主要形式，
正受到各地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与引导。基
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差异和生活习

惯，各地都在探索适合本地特点的居家养老方
式。今天我们向读者介绍的，是山东、上海、河北
3省市一些比较受老年人喜欢的居家养老方式。

居 家 养 老 这 样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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