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古
朴院墙围起的一幢幢普通村民老宅里，
老人们的日子过得平静而欢乐。与许多
市郊乡村一样，在这里居住的，都是村
里上了年纪的人。尽管村里不少年轻人
已搬往市区居住，但对于几代人长期生
活的老地方，老人们却不愿离开。不
过，与其他村子不同的是，今年 2 月
份，一所名为“幸福老人村”的民建养
老机构驻村运营。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养
老，半年来，这里的老人们收获的是快
乐和满足。

养老不孤单

不久前，91 岁高龄的陆银芳老人在
家人的陪伴下，从临近的金家村欢欢喜
喜地搬进了“幸福老人村”。陆阿婆虽然
身体硬朗，但却长期独居，这让家住城
区的儿子始终放心不下。陆阿婆不愿离
开已经居住了几十年的村子，还说：“老
屋门前自留地里的毛豆、青菜需要有人
打理。”陆阿婆的家人在得知“幸福老人
村”运营之后，觉得有了解决问题的
办法。

“幸福老人村”的房子皆由村民闲置
的宅基地承租而来，因此，房屋的格局
与村民住宅的格局一致，连院墙前的自
留地也被保留下来。房内的居住区，两
张床铺，一个卫生间，衣柜、空调、电
视以及助老设施等齐备，生活气息很浓。

在这里入住的老人，多是本村或邻
近村庄的村民，由于高龄、独居，或需
要照护而搬迁到此，大多距离自家的房
屋并不远。同时，老人村也不是封闭的
院落，不少老人本就住在这里，有人将
房屋的部分出租，就近成了福利共享
者。因此，这里的老人多是邻里或亲
朋，彼此之间非常熟悉。生活环境没有
改变，生活却得到了全方位的照料，从
助餐洗浴到日间活动，可以让老人们的
子女真正放心。

当然还不止这些。在老人村，老人
们每天的活动非常丰富，内容涉及老人

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衣食住行到休闲娱
乐。活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多出于公益
目的。“幸福老人村”这个平台调动起了
企业、学校以及政府等各类公益资源，
共同参与助老服务。活动也并不只针对
入住者，还面对本镇所有的老人开放。

志愿者介绍，活动项目设计皆从老
人需求出发。比如，“微孝早餐”工程，
就由企业出资认领早餐，让 70 岁以上，
或独居、残疾、家庭困难等符合条件的
老人，可以享受免费早餐；“暖心午餐”
项目为特困家庭老人免费开放；在“微
孝农场”，爱心人士可以对接资助，与喜
爱种菜的老人一同认养自留田，平时由
老人帮忙看护；通过“微孝 1+1”结对
帮扶，老人的照料费还可以得到一定减
免。“幸福老人村”推广传统农耕文化、
亲情文化和孝文化，围绕老人村进行的
公益项目已有 6 项。此外，每周还有便
民服务和主题活动等。

老人村活动引起了许多老人的兴
趣，每天，这里都成为村里最热闹的地
方。即便不是入住者，也乐于每日往
来。更重要的是，借助公益项目的入
驻，老人村的运营成本有所降低，对于
经济条件不好的老人，生活压力得到
减轻。

公益与爱心同行

让老人在不离乡、不离土的条件下
就近养老，延续最熟悉的生活方式，“幸
福老人村”建立和探索小型乡村嵌入式
养老机构是松江区首例。3 年前，“幸福
老人村”的运营负责人蒋秋艳和她的团
队萌生了这样的想法，“让不愿离村，或
经济条件不好的农村老人，也能享受到
好的养老服务”。

在不少研究者看来，与城市养老不
同，在乡村，留守老人比例高，但可利
用的养老资源却相对较少，社会关注度
也不够，同时，更多老人的养老能力不
足，如何获得足够的养老保障成为问题。

对此，在筹备组建“幸福老人村”

之前，蒋秋艳也做过一系列调研。蒋秋
艳发现，在叶榭地区，常住人口为 4.91
万人，其中 60 周岁以上老人约有 1.32
万，占当地户籍人口比例的 26.88%，远
远超出人口老龄化的国际标准。据了
解，叶榭镇是松江区留守老人人数最多
的镇，而堰泾村则是叶榭地区留守老人
数量最多的村。

目前，作为一家民营养老机构，蒋
秋艳像当初一样，坚持贴近农村需求，
进行微利经营。老人村按照日间照料、
临时居住、住养护理等不同等级和分
类，根据行业参考价，将相关费用降到
了本区最低；而来自企业或社会的公益
资源，则成为补足运营成本的一部分。

浓厚的公益氛围，意外地让蒋秋艳
感受到了淳朴而和善的乡风。村里老人
受到感染，乐于为老人村尽一份自己的

力量。在这里，时常会看见，饭后老人
们帮忙一齐打扫卫生，或者定期送来自
家种植的蔬果，还有不少家庭由于老人
在此入住，也成了老人村的志愿者。如
此，老人们过得很高兴，一起听戏、看
新闻、聊天，氛围融洽，不少原本入住
两人间的老人主动提出搬到多人间，因
为更热闹。也正是因为如此，金家村的
陆阿婆受到吸引，最终决定迁入老人
村，而自家地里的那些蔬菜，也交给了
志愿者。

“幸福老人村”启动之后，不少机构
来此探访，寻求运营之道。在不少人看
来，农村就近养老与公益项目的结合，
或可成为解决农村养老的一条通道。多
年来，蒋秋艳热心公益，经验丰富，让
一系列公益服务成为老人村源源不断的

“活水”。

乡 村 养 老 接 地 气 有 温 情
——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探索农村就近养老新方式

本报记者 李治国 通讯员 贾 佳

9 月 27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二团幼儿
园的小朋友在制作国旗。该幼儿园开展“我和国旗
有个约定”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通过在国旗下留影、
讲国旗的故事、动手学做国旗等形式，表达对祖国的
美好祝愿，庆祝新中国67周年华诞。 吴常雨摄

我和国旗有个约定

农村养老比城市养老有

着更多的难点。上海市松江

区叶榭镇堰泾村探索建设

“幸福老人村”，充分发挥公

益的作用，让老人在熟悉的

环境下，不改变生活习惯的

同时，还能得到全面照顾。

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提供了

思路

最近这半年，邻居们发现，家住山
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东旺疃社区
的焦延吉老人家里，经常会有专业的医
生和护士到来，给老人进行输液、检查
等医疗护理。“我父亲行动不方便，以前
去趟医院太麻烦了，每次都是我们开车
送去，推着轮椅，来回一趟，老人实在
太累，现在好了，这些医生、护士定期
到家里来检查，给老人输液、换尿管，
再不用上医院折腾，真是太好了。”焦大
爷的儿子高兴地说。

焦大爷今年 88 岁，因患膀胱癌而长
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需长期留置导
管导尿。老伴儿也已年过 90，患有多种
慢性疾病导致大小便失禁。一个家庭同
时有两位失能老人需要照料，给他们的
子女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陪护压
力。自从办理了巡护后，由专业的医生
护士上门提供医疗护理服务，为家里节
省了不少人力。同时，老人的护理费用
和 更 换 尿 管 的 费 用 ， 也 由 巡 护 报 销
80%，每位老人每年只需花费 300 元左
右，大大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

焦大爷一家的高兴，得益于城阳区
在青岛市率先实现的长期护理服务全覆
盖。2015 年，青岛市实施的城乡一体

《社会医疗保险办法》 和 《青岛市长期医
疗护理保险管理办法》，将广大农村居民
纳入长期医疗护理保险范围，从制度上
保障了以失能老人为主体的医疗护理需
求。“老年人尤其是失能老人需要长期专
业化照料，但他们中多数属于空巢老
人、经济困难人员，无论是身体还是经
济都是最弱势的人群之一，其照料需求
难以得到满足。”城阳区人力资源与社会
保障局社保中心副主任张伟告诉记者，
城阳区共有 11 万多老年人，其中完全失
能老人约 7100 人。失能人员因年老、疾
病、伤残等原因长年卧床，生活不能自
理，家庭负担沉重，个别家庭甚至因此
而返贫。

为了让失能老人过上幸福的晚年生
活，城阳区通过政策引导、健全网络、
业务下沉、完善机制等措施，在全市率
先推广护理业务的开展。目前，已形成
由 244 家护理机构组成的护理网络，实

现了护理服务全覆盖。其中，具备专护
资 质 的 2 家 ， 院 护 3 家 ， 家 护 和 巡 护
239家。

“针对农村失能老人基数大，居住分
散的特点，城阳区将‘巡护’审核权限
下沉，由街道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负责管理辖区内一体化卫生室‘巡
护’业务开展工作，区经办机构按不低
于 50%的比例进行抽查，使巡护工作进
一步贴近基层，贴近百姓。”城阳区人力
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社保中心医疗保险资
格科科长陆丽华介绍，城阳区要求街道
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开展巡
护服务列为重点工作，将社区失能人员
列为重点服务人群，创建“1+1”服务模
式。组织带领社区卫生室人员登门为失
能人员提供血压血糖监测、管道护理

（尿管、胃管）、居家保健、用药指导、
心理疏导等服务，受到失能老人们的
欢迎。

城阳区实行巡护业务下沉，赋予街
道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新职
能，再造工作流程，提高了工作效率和

服务质量，既缓解了区社保经办机构人
手不足的压力，使护理保险更加贴近基
层，贴近百姓，又提高了街道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工作的主动性和责
任感，进一步发挥了医疗资源优势。

此外，社区卫生室在做好符合建床失
能人员的医疗照护的基础上，不断延伸服
务受益面，对不符合建床条件的长期卧
床、出院恢复期、残障等失能人员，根据患
者个性化需求，延伸开展登门巡诊、各类
管道护理、康复指导等服务。服务过程中
注重与门诊大病、门诊统筹业务相结合，
与公共卫生服务业务相结合（查体、慢病、
防疫、建档），与“医护康养”相结合，确保
享受相关待遇。

在建立巡护服务模式 （含社区巡护
和村卫生室巡护） 的同时，城阳区还依
托二、三级医院建立“专护”模式，用
于服务重症失能老人；依托有医疗资质
的社区护理院建立“院护”模式，用于
服务终末期及临终关怀老人；依托医疗
定点社区，建立“家护”模式，服务于
居家失能老人。通过 4 种服务模式的不
断完善，构筑了立体化、全覆盖的长期
护理社区服务保障体系。目前，已有
2333 人次失能人员享受到了长期医疗护
理待遇。

“长护工作通过服务下沉，实现了失
能人员个人缓解痛苦、家庭减轻负担，医
疗机构得到发展，经办机构群众满意度提
升等多方共赢的局面。”对于城阳区的长
护工作，青岛市社保局给予了充分肯定。

青岛市城阳区：

失 能 老 人 有 了 专 业 护 理 员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矫 超

△“幸福老人村”的工作人员在与老人聊天。

◁“幸福老人村”里的自留地被分隔成了大小相等的
田垄，用木栅栏围起，喜爱种菜的人们可以与老人一起认养
种植。 蔡 斌摄

本报讯 记者张玫报道：
“十三五”期间，温州市将围
绕“五城一乡”建设，打造

“一核两带多区”的总体空间
格局，在全市建设 40 个城市
书房，完善“15 分钟都市文
化圈”。该市近日出台的 《文
化发展“十三五”规划》 明
确，温州市文化发展将以都市
文化核心圈为载体，全面提升
温州中心城区的文化定位。都
市文化核心圈要成为温州市功
能性文化设施层级最高、空间
最集聚、辐射力最强，对外文
化合作交流最集中，文化产业
最发达的区域。

根据 《规划》，温州市将
围绕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城
市、优秀文艺作品创作繁荣城
市、智慧文化和媒体融合先行
城市、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历史
文化名城、具有时尚特色的文
化创意城市、具有文化底蕴的
美丽浙南水乡“五城一乡”的
建设，打造“一核两带多区”
的总体空间格局。其中，“一
核”指都市文化核心圈，包括
市级公共文化设施集中区、山
水斗城—历史城区、都市时尚
文化核心区、瓯海沿塘河博物
馆群、龙湾“永嘉场”文化
区、瑞安“理学名邦”文化区；“两带”指特色文
化发展带，包括海洋文化发展带和山水文化发展
带；“多区”则指文化产业发展集聚区，包括文化
旅游融合区、文化产业 （创意） 园区、文化浓郁的
特色小镇。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温州市已基本形成
“城市 15 分钟文化圈”和“农村 30 分钟文化圈”，
实现了乡镇 （街道） 和社区文化中心的全覆盖。

“十三五”期间，温州市将继续完善“15分钟都市
文化圈”，着力打造城市书房和文化驿站两大城市
文化品牌。为此，温州市计划 5 年内建成 40 个城
市书房，形成“1+10+N”的文化驿站建设模式；
建成“五有十化”乡镇、社区文化中心300个，建
成精品书屋220个，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建筑
面积达到 1000 平方米；实现“市有五馆”“县

（区） 有四馆”目标；全市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
量达到2册。

不仅如此，“十三五”期间，温州市还将推动
温州美术馆、温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等重点公
共文化设施建设。深入推进公共图书馆、文化馆、
博物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农村文化礼堂等公共文
化设施实行免费、错时开放，鼓励将非国有博物
馆、行业博物馆纳入免费开放范围。到 2020 年，
每年建成150家以上文化礼堂，并培育建设成一大
批精品文化礼堂。

另外，温州市还将搭建“温州文化云”服务平
台。计划到“十三五”时期末，全市国保和省保单
位数要达到 140 处，并规划建设一批综合类博物
馆、温州名人纪念馆等专题博物馆，每年举办 30
场以上展览，并开设“流动博物馆”。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刘谦表示，
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在取得成就的同
时也面临挑战：到 2020 年，60 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将达到 2.4 亿，占总人口的
17％ ； 目 前 慢 性 病 患 者 已 经 超 过 2.6
亿，慢性病所导致的死亡占总死亡的
86.6％，导致的疾病负担超过疾病总负
担的70％。

刘谦是在日前召开的国际医学科学
院组织2016年学术大会上介绍中国卫生
事业发展总体情况及对世界贡献时作上
述表示的。

本次大会以“健康促进”为主题，
围绕慢性病的预防、传染性疾病的防
控、传统医学的再发掘、医疗卫生的新
模式和转型升级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

来自国际医学科学院组织的32个国家成
员和有关国际组织、卫生系统的院士专
家 300 余人齐聚一堂，探讨全球医学领
域的最佳实践案例、最新理念以及未来
发展动向。

刘谦介绍说，2015年中国人均卫生
费用初步估算为 472 美元，用较少的投
入取得了较高的健康绩效。接下来，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的主要任务包括全面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全民医疗保
障体系、加强重大疾病防治和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促进中
医药传承和发展、全面推动卫生健康科
技创新发展。

文/新华社记者 胡 喆 余晓洁
（据新华社电）

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亿
慢性病负担重

温州完善

﹃
十五分钟都市文化圈

﹄

本报讯 记者苏大鹏报道：大连市总工会日前
举行2016“金秋助学”活动启动仪式，将助学金及时
发放到困难职工子女手中，鼓励受助学生刻苦学习、
早日成才，并在广大职工中积极倡导扶贫帮困的良
好风尚，推动全社会形成奉献爱心、扶贫帮困的良好
氛围。

据介绍，今年大连市档案内困难职工家庭学生
高考录取 124 人，大连市总工会本级发放助学金达
147.3万元。

大连市总工会“金秋助学”资助对象为市总工会
档案内管理的困难职工和农民工子女，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当年考入大学的应届生，其中本科资助
5000 元，专科、高职资助 4000 元；另一部分是历年
市总工会资助过的在档困难职工子女，对他们以奖
学金形式实施资助直至完成学业，其中本科以上资
助3000元，专科、高职资助2000元。

大连：资助困难家庭子女完成学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