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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养

20202020年年88月月2727日上午日上午99点点2020分分，，江苏徐州江苏徐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龙湖街道沈店社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龙湖街道沈店社区，，志愿者志愿者
孙明侠的手机收到区智慧养老大数据中心发来孙明侠的手机收到区智慧养老大数据中心发来
的一条指令的一条指令：：前往社区前往社区8080岁独居老人张其荣岁独居老人张其荣
家家，，进行生活照料进行生活照料。。

““家里安装了紧急呼叫系统家里安装了紧急呼叫系统、、红外探测器红外探测器、、
监控摄像头以及各种报警器监控摄像头以及各种报警器，，老人的安全不用老人的安全不用
担心担心，，这次主要是来给老人打扫卫生这次主要是来给老人打扫卫生，，提供精神提供精神
关爱关爱。。””在张其荣老人家里在张其荣老人家里，，孙明侠一边帮老人孙明侠一边帮老人
晒被子晒被子，，一边陪老人说话一边陪老人说话：：““这几天天气好这几天天气好，，帮您帮您
把被褥拿出来晒晒把被褥拿出来晒晒，，过些天白露节气过些天白露节气，，要降温要降温，，
就能用上了就能用上了。。””一旁的张其荣老人满脸微笑一旁的张其荣老人满脸微笑，，不不
停地说停地说，，好好，，好好。。

在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像张其荣这样的像张其荣这样的
6060周岁以上老人有周岁以上老人有4842348423人人，，不少老人存在行不少老人存在行
动不便动不便、、子女无暇照顾等问题子女无暇照顾等问题，，生活与安全上面生活与安全上面
临困难和隐患临困难和隐患。。

如何破解城市养老难题如何破解城市养老难题？？这不仅是社会问这不仅是社会问
题题，，也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民生考也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民生考
题题。。去年以来去年以来，，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整合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整合
区域内养老服务资源区域内养老服务资源，，试点开展互联网试点开展互联网++家庭养家庭养
老床位老床位、、时间银行时间银行、、养老助餐养老助餐、、购买服务等模式购买服务等模式，，
借助互联网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大数据、、智能化设备等高新技术手智能化设备等高新技术手
段段，，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便捷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便捷服务，，缓解了养老缓解了养老
服务供需矛盾服务供需矛盾，，满足了老年人多层次满足了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多样化的
需求需求。。

“智慧＋”，养老服务“搬”回家

““床头的红色按钮用来报警床头的红色按钮用来报警，，身体哪里不舒身体哪里不舒
服摁一下服摁一下，，服务人员会第一时间上门来服务人员会第一时间上门来。。别动别动
桌上的摄像头桌上的摄像头，，我随时可以看到你我随时可以看到你，，还能和你视还能和你视
频通话频通话。。””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沈店社区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沈店社区8888岁岁
老人刘关荣的家里刚刚完成老人刘关荣的家里刚刚完成““家庭养老床位家庭养老床位””改改
造造，，儿子刘圣军每天都回来教母亲使用这些儿子刘圣军每天都回来教母亲使用这些
设备设备。。

床头一键呼叫设备床头一键呼叫设备、、监控摄像头监控摄像头、、红外人体红外人体
感应探测器感应探测器、、门磁感应器门磁感应器、、生命体征监测床垫生命体征监测床垫、、
烟雾报警器……一应俱全的智慧养老设备烟雾报警器……一应俱全的智慧养老设备，，让让
刘关荣老人的床看起来不同寻常刘关荣老人的床看起来不同寻常。。

““比如红外人体感应探测器可以捕捉老人比如红外人体感应探测器可以捕捉老人
的活动轨迹的活动轨迹，，即便老人在睡眠中即便老人在睡眠中，，生命体征仪也生命体征仪也
可以实时监测数据可以实时监测数据，，后台有监控记录后台有监控记录。。如果超如果超
过安全数据范围过安全数据范围，，感应器会立即报警感应器会立即报警。。””江苏唯江苏唯
老汇养老服务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孟中华介绍老汇养老服务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孟中华介绍
说说，，运用互联网＋运用互联网＋，，通过自动化数据监测评估通过自动化数据监测评估，，

可及时发现老年人可能发生可及时发现老年人可能发生
的意外风险的意外风险，，同步推送风险同步推送风险
信息给老人亲属和专业服务信息给老人亲属和专业服务
组织组织，，做好应急处置做好应急处置。。

为了测试效果为了测试效果，，刘关荣刘关荣
老人按了一键呼叫设备老人按了一键呼叫设备，，屋屋

内立刻鸣笛报警内立刻鸣笛报警，，养老服务人员和刘圣军的手养老服务人员和刘圣军的手
机同时收到语音求救电话机同时收到语音求救电话。。此外此外，，徐州经济技徐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智慧养老大数据中心的大屏幕上术开发区智慧养老大数据中心的大屏幕上，，刘刘
关荣老人的报警信息也立即弹了出来关荣老人的报警信息也立即弹了出来。。

““老人的居家安全和健康问题老人的居家安全和健康问题，，一直像块大一直像块大
石头悬在我们的心上石头悬在我们的心上，，家庭养老床位改造后家庭养老床位改造后，，这这
块石头落地了块石头落地了。。””刘圣军坦言刘圣军坦言，，因为工作忙因为工作忙，，无暇无暇
照顾老人照顾老人，，最怕老人在家意外跌倒或突发疾病最怕老人在家意外跌倒或突发疾病
没人知道没人知道。。现在问题迎刃而解现在问题迎刃而解，，通过智慧养老通过智慧养老
大数据平台大数据平台，，打开手机就能与老人视频通话打开手机就能与老人视频通话，，缓缓
解老人孤独感解老人孤独感，，““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我们深度整合了区域内养老服务资源我们深度整合了区域内养老服务资源，，建建
成数据库成数据库，，实现全区所有实现全区所有6060岁以上老人一人一岁以上老人一人一
码信息全覆盖码信息全覆盖。。””徐州经开区社会事业局民政科徐州经开区社会事业局民政科
科长李绍玲介绍科长李绍玲介绍，，辖区内辖区内5757个居家养老服务中个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通过大数据系统串联起来心通过大数据系统串联起来，，智慧设备成了老智慧设备成了老
年人的年人的““贴身护卫贴身护卫””。。

““除了设施设备的改造安装外除了设施设备的改造安装外，，家庭养老床家庭养老床
位的最大特点在于后期由服务组织提供上门服位的最大特点在于后期由服务组织提供上门服
务务。。””徐州经开区社会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张辉徐州经开区社会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张辉
说说，，政府针对失能失智政府针对失能失智、、半失能老人分别给予每半失能老人分别给予每
人每月人每月320320元元、、300300元的服务补贴元的服务补贴，，让这些老人让这些老人
都能享受到包括生活照料都能享受到包括生活照料、、医疗康复护理医疗康复护理、、精神精神
慰藉等专业养老服务慰藉等专业养老服务，，安享晚年安享晚年。。

“时间银行”，存储现在换将来

在孙明侠的手机软件中在孙明侠的手机软件中，，有一张特殊的有一张特殊的““银银
行卡行卡””，，里面储存的是她参与社区居家养老志愿里面储存的是她参与社区居家养老志愿
服务的服务的““时间时间””。。88月月2727日日，，在对张其荣老人进在对张其荣老人进
行照顾和陪伴聊天之后行照顾和陪伴聊天之后，，孙明侠又收到一条信孙明侠又收到一条信
息息，，她获得了她获得了120120个个““时间银行时间银行””的时间币的时间币。。

““我们探索居家养老志愿服务我们探索居家养老志愿服务‘‘时间银行时间银行’’
这一模式这一模式，，让身体较健康的低龄老人让身体较健康的低龄老人，，为社区为社区
高龄老人提供志愿服务高龄老人提供志愿服务，，在在‘‘时间银行时间银行’’里储存里储存
服务时间服务时间，，待年老体弱后可以提取时间兑换无待年老体弱后可以提取时间兑换无
差别养差别养老老服务服务，，实现互助养老实现互助养老。。””孟中华介绍孟中华介绍
说说，，““时间银行时间银行””采取采取““721721””兑换模式兑换模式，，志愿服务志愿服务
7070%%的时的时间存款可以兑换相应的志愿服务时间存款可以兑换相应的志愿服务时
间间，，2020%%可以兑换生活物品可以兑换生活物品，，1010%%可以兑换现金可以兑换现金
补助补助。。

不想兑换服务可以到养老中心的超市兑不想兑换服务可以到养老中心的超市兑
换等值物品换等值物品，，如大米如大米、、面面、、鸡蛋等生活用品鸡蛋等生活用品。。也也
可以兑换成现金可以兑换成现金，，每小时服务时间折合每小时服务时间折合 77..55
元元。。““兑换物品和现金都是象征性和补偿性的兑换物品和现金都是象征性和补偿性的，，
我们主要是倡导存入时间换回爱的理念我们主要是倡导存入时间换回爱的理念。。””孟孟
中华说中华说。。

““我为人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人人为我。。””谈起谈起““时间银行时间银行””，，孙孙
明侠赞不绝口明侠赞不绝口，，““原先做志愿服务原先做志愿服务，，凭的是一颗爱凭的是一颗爱
心和满腔热情心和满腔热情。。现在做志愿服务现在做志愿服务，，不仅内心得不仅内心得
到了满足到了满足，，还能获得服务回报还能获得服务回报，，真是意外惊喜真是意外惊喜。。””
为了获得更多为了获得更多““时间币时间币””，，孙明侠主动孙明侠主动对社区两对社区两
户失能老人进行一对一包保服务户失能老人进行一对一包保服务。。

““11分钟志愿服务可获分钟志愿服务可获11个时间币个时间币，，满满10001000
个时间币即可兑换个时间币即可兑换，，或转让给其他有需要帮助或转让给其他有需要帮助
的老人的老人。。””沈店社区党委副书记刘璇说沈店社区党委副书记刘璇说，，““时间银时间银
行行””的志愿者由各个社区报名组织的志愿者由各个社区报名组织，，筛选后根据筛选后根据

不同服务特长分类培训不同服务特长分类培训，，为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为需要的老年人提供
基础生活服务基础生活服务。。“‘“‘时间银行时间银行’’极大地激发了社区极大地激发了社区
居民志愿服务的热情居民志愿服务的热情，，一个多月时间一个多月时间，，社区就有社区就有
200200多名志愿者加入多名志愿者加入，，大大缓解了专业养老护理大大缓解了专业养老护理
员队伍不足的矛盾员队伍不足的矛盾。。””

““在在‘‘时间银行时间银行’’服务模式服务模式、、服务标准服务标准、、框架框架
设置上设置上，，区里都作了顶层设计区里都作了顶层设计，，通过签约结对通过签约结对、、
接单模式和组织模式接单模式和组织模式，，确保社会公益服务可以确保社会公益服务可以
随时随时、、随地随地、、随心随心。。””张辉说张辉说，，经开区经开区““时间银行时间银行””
是按照是按照““11++66+N+N””的模式的模式，，即设立区级总行即设立区级总行11家家、、
街镇级分行街镇级分行66家家、、社区网点支行社区网点支行NN家家，，为全区养为全区养
老服务提供了更加有效的社会补充老服务提供了更加有效的社会补充，，降低了政降低了政
府养老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府养老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政策给养，幸福晚年来敲门

““要一份红烧带鱼要一份红烧带鱼，，一份皮肚鱼丸一份皮肚鱼丸，，再来一再来一
份洋葱土豆片和凉粉皮份洋葱土豆片和凉粉皮，，米饭两份米饭两份，，我和老伴我和老伴
吃吃。。””在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山桥街道中心厨在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山桥街道中心厨
房房，，社区老人正排队取餐社区老人正排队取餐。。

““这里的菜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这里的菜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饭饭
菜都做得比较清淡菜都做得比较清淡，，荤素搭配得也好荤素搭配得也好，，米饭煮得米饭煮得
软糯软糯，，既营养又美味既营养又美味，，真的太方便了真的太方便了。。””金山桥街金山桥街
道石桥社区居民孟昭华说道石桥社区居民孟昭华说，，““我和老伴都快我和老伴都快8080
岁了岁了，，子女不在身边子女不在身边，，有了中心厨房有了中心厨房，，我俩再不我俩再不
会为买菜做饭犯愁会为买菜做饭犯愁，，儿女们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儿女们也不用担心我们的
吃饭问题了吃饭问题了。。””

““下周的菜单出炉啦下周的菜单出炉啦，，红烧肉红烧肉、、蒸茄子蒸茄子、、南瓜南瓜
汤……每天不重样汤……每天不重样，，荤素巧搭配荤素巧搭配，，软糯好入口软糯好入口，，
老人吃得放心老人吃得放心。。””记者看到记者看到，，每逢周末每逢周末，，金山桥街金山桥街
道中心厨房都会贴出温馨的美食预告道中心厨房都会贴出温馨的美食预告，，老人们老人们
都来围观下周的都来围观下周的““口福口福””。。

““6060周岁以上老人每餐助老价是周岁以上老人每餐助老价是55元钱元钱，，符符
合相关标准的五类老人只需合相关标准的五类老人只需44..55元元。。””石桥社区石桥社区
党委书记彭富俭介绍说党委书记彭富俭介绍说，，街道联合养老企业为街道联合养老企业为
辖区辖区60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发放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发放600600元元““助餐福助餐福
利卡利卡””，，赠送总额度达赠送总额度达200200万元万元。。

孟中华说孟中华说：：““政府除了给予相应助餐补贴政府除了给予相应助餐补贴，，
还鼓励企业将养老公益与市场结合起来还鼓励企业将养老公益与市场结合起来，，面对面对
市场每餐正常收费市场每餐正常收费1515元元，，确保养老企业助餐服确保养老企业助餐服
务项目可持续发展务项目可持续发展。。””

从从20182018年开始年开始，，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牵手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牵手
养老服务企业养老服务企业，，率先在徐州试点率先在徐州试点““街道级中心厨街道级中心厨
房房++社区助餐店社区助餐店++配送上门配送上门””三级网格化养老助三级网格化养老助
餐服务模式餐服务模式。。““各中心厨房网格化覆盖各中心厨房网格化覆盖33公里公里，，通通
过入户调查和系统评估过入户调查和系统评估，，针对失能针对失能、、半失能或行半失能或行
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提供免费配送入户服务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提供免费配送入户服务。。””李李
绍玲介绍绍玲介绍，，该项养老助餐服务覆盖全区该项养老助餐服务覆盖全区55个街个街
道道，，建成并投入运营街道级中心厨房建成并投入运营街道级中心厨房66个个，，助餐助餐
站点站点2222家家，，大面积解决了辖区居家老人吃饭难大面积解决了辖区居家老人吃饭难
问题问题。。

““政府每年拿出政府每年拿出20002000万资金购买服务万资金购买服务，，对对
居家养老和养老机构进行补贴居家养老和养老机构进行补贴，，对家庭困难的对家庭困难的
失能失智失能失智、、半失能老人兜底养老半失能老人兜底养老，，对近对近70007000名名
8080岁以上老人提供每月岁以上老人提供每月6060元的养老服务标准元的养老服务标准，，
实现中心厨房建设全覆盖实现中心厨房建设全覆盖，，保障辖区老人吃得保障辖区老人吃得
上上、、吃得好吃得好。。””张辉说张辉说。。

让养老真正智慧起来让养老真正智慧起来
□ 梁剑箫

健康蜂巢，

筑底健康城市
本报记者 李治国

今年5月的一天，上海星堡浦江养老社区迎来一批防
护严密的工作人员，他们是来为社区100多位一线员工和
老人做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这是全国首个进行全员核酸检
测的养老社区。

一边是提供优质的健康检测产品及服务，一边是提供
健康养老的居住体验，其实践背后，是星堡养老社区运营
方——复星康养为推动健康城市打造的“破题”之道——
健康蜂巢。

新冠肺炎疫情让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人们
对健康的需求大大提升。一直践行“蜂巢城市”理念的复
星，眼下更是以“蜂巢产业化、产业蜂巢化”为宗旨，聚力于
健康蜂巢的打造，为居住在城市中的家庭客户带来健康的
生活方式及舒适宜居的空间场景。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
昌说：“进入常态防疫阶段后，复星更加发力家庭消费产
业，特别是加强旗下产品的家庭化、健康化、线上化。”

依托产业，健康蜂巢“开花结果”

2020年的春天，当国内各城市逐步走出新冠肺炎疫情
的“阴霾”，寻找如何打造健康城市、美好生活的同时，上海
复星国际已经开始落子天津给出“注解”。

4月23日，复星、海河产业基金与天津港保税区在生
物医药领域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在保税区设立复星新药创
新基金。同时，复星结合自身优势，在天津港保税区投资
建设复星生物医药产业蜂巢项目，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加速
向保税区聚集。

记者了解到，“蜂巢城市”是复星为迎合不断升级的城
市发展及管理需求，提出的“产城一体”解决方案，其特质
是产城融合、有机成长，其使命是构建产业可以持续发展
新生态，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让产业成为城市发展
驱动力。目前，复星依托自身在医疗服务、健康管理、制药
流通、康复养老等大健康产业领域的深度布局，将大健康
产业发展、升级与城市功能提升紧密融合，通过打造复星
医药张江科创中心、上海星堡养老、佛山禅医二期，以及规
划在建的昆明、重庆等健康蜂巢项目，不断汇聚城市健康
产业功能，提升城市健康医疗服务水平。

郭广昌介绍，未来，复星健康蜂巢将打造三类模式。
第一类是医疗服务机构+健康社区模式，打造集专业医院、
康复院、配套商业和健康住宅等业态于一体的项目。第二
类是“健康谷”模式，依托复星优质产业资源，以CCRC、社
区医疗中心、健康公寓等为核心业态，在城市远郊打造大
体量健康社区和康养、文旅相结合的综合项目。第三类是
健康科技园+健康社区模式，导入健康产业资源，建设医药
产业科技园，带动周边地区产业和工作、生活能级的整体
提升。

健康产品，满足城市健康诉求

叠加此次疫情带给人们对宜居城市的思考，城市的健
康诉求正在多元化地得到满足。而这一诉求的达成，正在
由城市、产业、企业等多个参与主体共同完成。要为健康
城市发展“破题”，还需呼唤更多的优秀健康产业、健康产
品、健康服务的加入。

5月15日，复星推出了全套健康产品组合，创新打造
了复星健康+、FHMO（复星健康管理计划）、Glocal+健康
体系、时尚健康口罩等多款健康产品。

据了解，“Glocal+”包含5项健康住宅硬件标准和1个
家庭健康关怀体系，从硬性居住维度和软性服务角度全面
覆盖提升城市和住宅的健康能级。比如，智能无触社区，
最大化降低与社区公共空间的接触，保障个体健康安全；
森态运动园林，为家庭客户提供全年龄段的活动分区；提
供多维安心防护系统守护健康；注重空间的舒适通透，打
造纯净健康空气环境；打造家庭健康关怀体系。

通过“Glocal+”，还可以轻松链接复星全球资源，有星
管家专业服务团队帮忙预约安排三甲医院专家门诊绿色
通道，更有复星健康联盟权益卡提供完善的健康险保障、
FHMO家庭医生问诊及复星大健康板块国际化健康管理
服务，让身处其中的家庭客户享受到最为优质的健康
服务。

复星为健康城市打造所提供的另一款“利器”——
Carebox，也将在不久正式揭开面纱。它类似于一种社区
医疗中心，集成、整合了复星全球健康资源，并以各种灵活
的线下场景形态落户复星旗下的各个健康蜂巢，并提供
服务。

郭广昌表示，未来，通过Carebox还可实现复星运营
服务资源的打通，包括文旅、保险、理财、养老、医疗、康复、
照护等有机融合，将家庭客户纳入复星会员体系，打造

“智慧健康生活样板间”，将健康生活打造成为区域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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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江苏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唯老汇志愿者张

颖在为社区老人佟素云修剪指甲。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江苏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动实践
告诉我们，亮眼的科技创新手段，配合扎
实的政策“给养”，可以解决我国养老服务
有效供给不足且质量效益偏低的问题，增
强了养老的科技与信息化支撑，有助于新
业态、新模式的“养成”，让养老真正“智
慧”起来。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老
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随着时代不断发
展，针对这一内涵的具体实践，自然也开始
随着科学技术的更新而更新，在表现手段和

呈现形式方面与时俱进起来。目前，我国正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
阶段，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不断变化，健
康、养老资源供给不足，信息技术应用水平
较低，难以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需求。而
智慧健康养老通过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品，可以实现个人、家庭、社区、机构与健
康养老资源的有效对接和优化配置，推动健
康养老服务智慧化升级，促进信息消费增
长，带动养老产业整体转型优化。

民生无小事，养老服务更无小事。要让
养老服务更“智慧”，一方面须不断完善顶
层设计，建立智慧健康养老标准体系。制定
养老设备产品标准，建立统一的设备接口、
数据格式、传输协议等标准，实现不同设备

间的数据信息开放共享，进一步完善智慧健
康养老服务流程规范和评价指标体系，以及
相应的信息安全标准和隐私数据管理，增强
区域之间智慧养老技术、信息、平台的整合
与共享，积极解决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智慧
养老的数字鸿沟。

另一方面须推动智慧养老服务业态持续
创新。要加强养老服务与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更深更广的
融合，推动企业和健康养老机构创新发展居
家健康养老、个性化健康管理、互联网健康
咨询、养老机构信息化服务等模式；努力突
破核心关键技术，加强健康养老终端设备的
适老化设计与开发，推进健康状态实时分
析、健康大数据趋势分析等智能分析技术的

发展；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鼓励社会资
本投入，推动用户、终端企业、健康养老机
构、第三方服务商等实现共赢，形成可持
续、可复制的成熟养老商业模式。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在人的生命
中，老年仍然是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
乐的重要人生阶段。只要我们持续发挥想象
力和创造力，不断创新养老智慧服务手段，
为老年人发挥余热创造便捷的智能化条件，
引导老年人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
心态和进取精神，就能打通养老服务“最后
一公里”，让老年人彻底远离“出门一把
锁，进门一盏灯”的精神孤岛，实现老有所
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精神
愉悦。

图为上海星堡项目定期组织老年人举办各种活动。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