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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养老服务 温暖最美“夕阳红”
2019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
意见》， 就养老服务发展提出 6
个方面的 28 条具体政策措施。

中国现有老年人口近 2.5
亿。 老年人口增长快，但老年服
务产业发展还比较滞后。 推动养
老事业多元化、 多样化发展，离
不开老有所医、老有所养、老有
所为的综合施策。

在日前发布的《健康中国行
动（2019—2030 年）》中，“老年健
康促进行动” 是 15 项重大专项
行动之一。 近年来，中国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扩大基
本养老、 基本医疗保障覆盖面，
形成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
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
养老服务体系。 越来越多的中国
老人，感受到了最美“夕阳红”的
暖意。

普惠养老 城企联动

上海有一家名为“爱照护”
长者照护之家的养老服务机构。
这是一个嵌入小区内部、为老年
人就近提供集中照护服务的机
构。 在这里，照护团队精心设计
看护、护理、康复和心理干预各
个环节，努力让老人过上有尊严
的生活。

大城市养老难问题是目前
养老领域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城
市老年人尤其是中低收入且失
能半失能老年人在选择养老服
务时，往往存在“买不到、买不
起、买不好、买不安”问题。

为此，近年来中央财政先后
投入 30 亿元，支持全国 90 多个
地市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改革
试点，重点发展生活照料、康复
护理等上门服务，形成“一刻钟
养老服务圈”。

与此同时， 在政策力挺之
下，中国普惠养老服务供给不断
扩容，惠及更多老年人的养老服
务降价提质可期。

什么是普惠养老？ 普惠养老
服务是在基本养老服务以外，面
向广大老年人、 靠市场供给、由
政策支持的一种合理定价、经济
实惠的养老服务。 通过政府支
持、社会运营，搭建普惠养老服
务有效供给平台。

日前， 国家发展改革委、民
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普
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实施
方案（2019 年修订版）》，旨在推
动普惠养老服务有效供给增加，
充分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示范
带动作用和地方政府引导作用，
进一步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
服务的积极性。

其中，专项行动从老年人的
实际需求出发，重点支持家门口
的社区小型、嵌入式服务设施和
针对长期护理的专业性机构，重
点解决失能失智老年人的养老
问题。

专家认为，通过中央政府和
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实现企业
建设运营成本和服务价格双下
降， 既可以让老年人购买服务

“可承担”，又可以使企业提供服
务“有回报”，形成多赢态势。

农村养老 补齐短板

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完
善农村养老扶持政策———今年，
北京市提出加大农村养老服务
模式创新，探索符合农村实际的
养老服务模式，实现农村养老服
务基本全覆盖。

目前，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基础还比较薄弱， 老人留守现象比
较普遍。 为满足农村老年人养老不
离村的需求， 各地加大对农村养老
服务的投入， 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
板，升级改造农村养老服务设施；通
过邻里互助、亲友相助、志愿服务等
模式，积极发展互助养老服务。

多部门已联合出台政策，推
动各地建立健全家庭尽责、基层
主导、社会协同、全民行动、政府
支持保障的农村留守老年人关
爱服务机制，全国统一的农村留
守老年人信息管理系统将于今
年底前上线运行。

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我国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现已覆盖 50%
以上的农村社区。 今后，农村养
老服务保障制度要积极为低收
入、高龄、独居、残疾、失能农村
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大力支持
各地发展政府扶得起、村里办得
起、农民用得上、服务可持续的
农村互助养老设施，满足农村老
人养老“离家不离村”的需求。

医养结合 全程服务

医疗机构不能养老、养老机

构不能看病，医养“两张皮”长期
以来制约着老年健康事业的发
展。 如何将分散在医院、机构、社
区和家庭的医护康养服务整合，
为老年人提供全过程、 多层次、
多元化的健康养老服务？ 这样的
探索正在进行。

为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
更好满足老年人健康和养老需
求，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为医养结合服务“松绑”：养老机
构举办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的，
设置审批与执业登记“两证合
一”； 医疗机构利用现有资源提
供养老服务的，其建设、消防等
条件，可依据医疗机构已具备的
资质直接备案。

近年来，“有病治病、 无病
疗养”的医养结合新型养老模
式在各地兴起。 由于将现代医
疗服务技术与养老保障有效
结合，它已成为我国重点培育

的养老服务新方向。专家指出，
医养结合不只是医疗和养老的
合并，而是全过程的健康服务，
重点是前端的健康管理、慢病
管控和后端的失能照护、临终
关怀。

据悉，在鼓励社会力量进入
方面， 我国将通过完善价格机
制、取消不合理审批、实行“一窗
办理”等，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医
养结合机构；在养老机构发展方
面，鼓励养老机构与医疗、康复、
护理等机构合作， 支持上门服
务， 大规模培养养老护理等人
才；在优惠政策方面，落实对医
养结合机构的税费、用地等优惠
政策，符合基本医保范围的医疗
服务费用由基本医保基金支付，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按规定增加
纳入基本医保支付范围的医疗
康复项目。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对于很多失能、半失能老人
来说，家里的床就是他们主要活
动区域。 如何提高居家养老品
质？ 从今年 5 月份开始，北京西
城区“家庭养老床位”试点项目
工作在月坛街道汽北、 汽南、真
武庙、木樨地、白云观等 5 个社
区的 60 户家庭展开。

“养老床位搬进家”不只是
对老人们家中床位改造那么简
单， 还根据老人的实际情况，按
照“失能”和“孤寡”两种类型，进
行家庭养老设施测评，建立“一
户一册”养老档案，给 60 位老人
添置“智能床垫”、“马桶扶手”、

“红外线灯”等各类贴心设施。

智能产品助力居家养老

居家养老， 指的是以家庭为
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
务为依靠， 为老年人提供以解决
日常生活困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
化服务。谈起“居家养老”的定义，
负责月坛街道“养老床位搬进家”
试点工作的北科养老负责人刘建
兵直言， 想要把这个概念落实到
家庭当中，确实不容易。

“很多人对居家养老的具体
标准没有概念， 所以我们在社区

养老驿站打造样板间。 ”跟随刘建
兵， 记者走进了月坛街道汽北社
区养老驿站二层的一个房间。 几
十平方米的空间当中， 隐藏着不
少“高科技”设施。 一张看似普通
的床，按下手中遥控器，就可以根
据需要升降， 能从 180 度平躺状
态调到 70度的锐角状态。“这样
的床位为失能严重的老人解决了
起身借力难的问题， 还可以避免
剐蹭受伤和褥疮。 ”刘建兵说。

翻开床单，一张蓝色的智能
床垫露了出来。 只要有人坐上
去， 智能床垫便会自动监测心
率、血压、呼吸频率等生命体征。
通过远程设备，家属可在手机上
随时监测到老人的身体情况。

姜奶奶俩月胖了十几斤

60 个养老床位搬进家后，老
人体验如何呢？跟随着刘建兵，记
者走进了姜奶奶家。时值下午，睡
醒午觉的姜奶奶正坐在沙发上津
津有味地看着中国女排比赛。 看
见刘建兵和袁俊秀， 老人声音略
带颤抖地说：“我可得感谢他们，
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希望。 ”

年过八旬的姜奶奶属于重度
失能老人，卧床十余年。刘建兵记
得，6月份第一次入户调查时正赶
上姜奶奶吃饭， 他被那一幕深深
刺痛了。“老人面前放着一个高凳
子，饭菜摆在上面，由于高度不合

适，老人要低头去够饭菜。 ”刘建
兵说，没过几分钟，老人额头上就
见了汗。用餐都如此艰难，老人的
生活何谈品质？当时，刘建兵就对
姜奶奶立下“军令状”：“我一定先
把吃饭问题给您解决了。 ”如今，

“助起沙发”和能够推到老人身边
的移动餐桌， 让姜奶奶终于可以
吃上舒坦饭了。姜奶奶告诉记者，
自从家里有了高科技的床位和沙
发，自己身上的褥疮全都消失了，
皮肤也越来越好了， 再也不用担
心家人因“用力过猛”带给老人皮
外伤了。除了吃得好，经常失眠的
姜奶奶还睡得香。按下按钮，姜奶
奶卧室顶端的大灯亮度由强变
弱，颜色也从白色渐变成橘色。

就这样， 两个多月的时间，
卧床多年的姜奶奶胖了十几斤。
现在，老人每天都让保姆推着她
到养老驿站参加活动，和周围的
老街旧邻拉家常。

明年计划推广 200 户

几个月来，像姜奶奶这样的
失能老人和一些独居老人都享
受到了“养老床位搬进家”带来
的便捷和舒适。

目前， 西城区像这样需要把

床位“搬进家”的家庭有几千个，
而在月坛地区， 这样的缺口也达
到了两三百个。刘建兵说，明年计
划将 60 户试点家庭扩大到 200
户。 试点家庭的适老化居家环境
改造包括适老化辅具和智能产
品、适老化家具等百余种选择。

同时，街道还以社区养老驿
站为依托，为家庭养老床位提供
24 小时健康管理和远程监护服
务，实时掌握照护对象的健康状
况，并根据健康评估报告提供照
护管理、生活照料、专业照护、安
全协助、医护服务、健康管理、家
庭照护人员支持七类服务内容，
每月累计服务时长不少于 30 小
时。 服务如何收费呢？ 按照失能
和孤寡老人的分类，各自设置了
5000 元和 3000 元的居家养老改
造额度。 也就是说，对于失能老
人， 改造费用不超过 5000 元的，
收取 200 元成本费。 对于孤寡老
人， 改造费用不超过 3000 元的，
不加收费用。 额度以外的，则根
据市场价收费。

无论在哪里养老，专业的养老
服务都至关重要。从月坛街道的实
践来看，“打破围墙”或许是提升居
家养老质量、解决养老资源不均衡
的有效路径。 （据《北京晚报》）

一张养老床老人住得舒坦吗？

能推到身边的移动餐桌，让姜奶奶吃饭时不用再低头弯腰

（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