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9 月 23 日，在电机片区一栋居民楼内，楼道内新增的扶手、灯光和楼层标志为老人上下楼提供了便
利（新华社记者 王翔/摄）

““� � 今年 7 月，民政部、国家
发改委 、 财政部等 9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快实施
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的
指导意见》。 《意见》要求，推动
各地改善老年人居家生活照护
条件， 增强居家生活设施安全
性、便利性和舒适性，提升居家
养老服务质量。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截
至 2019 年底， 我国 60 岁及以
上人口已达 2.5 亿。 当前，还有
不少老人生活在老旧小区里 。
为了改善老人居住条件， 各地
纷纷探索适老化改造。 适老化
改造后， 老人的居家养老生活
有哪些改善？ 如何进一步完善
适老化改造？ 记者对此进行了
调查采访。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教授于一凡
认为， 我国适老化改造
需求巨大， 单一靠政府
财政投入难以为继。 她
建议， 开辟包括公共财
政、福彩公益金、保险金
和社会资金共同构建的
资金渠道， 出台更多优
惠政策， 吸引企事业单
位、 社会组织以及个人
对老龄事业进行投资或
捐赠。

让老年人生活更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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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

小区改造，出行更便捷

“人行道与车道分离，出行
既安全又方便。 ”最近，记者来到
北京市海淀区北下关街道双榆
树南里二社区的北门口，一名散
步路过的老人对记者说。 该社区
北门有两个入口：左边入口是车
道，供小汽车进出，右边入口是
人行道， 中间用约 10 米的绿植
隔开。

沿着橙色的人行道从右边
走进小区，看到一个带广场的小
公园———海棠园。 园内的小路两
边和凉亭内都装有木质长凳，老
人散步累了坐在上面休息。“这
个小园子是去年改造完成的，主
要是为社区老人提供一个休闲
活动的场所。 ”北下关街道市民
活动中心主任郭聪利说。

小公园的尽头是养老助残
管理服务中心。 中心的两个大门
门口都安装了木质扶手。 此外，
社区内的每栋居民楼的大门前
都装有木质扶手。“木质扶手，老
人扶着会感觉更舒服，如果是金
属扶手，夏天会烫手，冬天会冻
手。 ”一名社区干部介绍。

小区人行道边显眼的位置
安装有红色的报警桩。 社区干
部介绍， 小区内一共安装了 12
个报警桩， 一旦有老人跌倒或
发生意外， 可以第一时间一键
报警， 工作人员能在 1 分钟内
赶来救助。

“我是新装电梯的受益
者。 ”正在养老助残管理服务中
心咨询家庭病床的李大爷说，
去年 7 月底， 他住的楼安装了
电梯。 当天晚上， 他突发脑溢
血，被紧急送到医院抢救。“我
住在四楼，这要是在以前，没有
电梯，他们抬着我走楼梯，可能
就耽误抢救了。 ”

在小区中部位置有一个社
区卫生服务站。 郭聪利介绍，卫
生服务站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派出机构， 平时会有医护人
员值班，老人有小病都能看，如
果老人不能出家门， 医护人员
还会上门给老人看病。 除了就
医， 卫生服务站还新增日间照

料、健康指导、心理慰藉等老年
服务项目。

“没有改造前，小区非常破
旧，环境也乱，看着都不舒服，更
别提老年人在里面生活了。 ”李
大爷回忆， 他在小区生活快 30
年了， 亲眼见证了小区从新变
旧，再由旧变新。

郭聪利介绍， 去年 4 月，海
淀区政府出资，将南里二社区作
为北京市首个老旧小区适老化
改造试点，对老旧小区的居住环
境、出行环境、健康环境、服务环
境、敬老社会文化环境五大方面
进行升级改造，方便老人出行和
生活。

室内改造，居家更安全

“我家去年进行了适老化改
造。 一是日常生活确实方便多

了；二是以前总担心摔倒，现在
更安全了。 ”家住双榆树南里二
社区的马爷爷说。

马爷爷走出电梯， 到自家
大门还需要下一个十几级的楼
梯。 只见他左手抓住新装的扶
手，右手扶着楼梯扶手，慢慢走
到了自己的房门口。 家门口和
走廊也安装了扶手， 一直延伸
到他的卧室。

马爷爷的床沿装了一个黑
白色的扶手。 马爷爷起身上下床
可以抓着扶手，睡觉的时候不小
心滚到床边也能挡住。 床下还装
有感应灯， 马爷爷晚上起夜，就
能自动亮起。

马爷爷卧室的门框上、卫生
间的马桶边和洗澡间都安装有
感应器。 马爷爷只要长时间没有
通过门框，或者超长时间坐在马
桶上和洗澡摔倒，感应器就会报
警，社区就会派人到家中查看情
况，以防发生意外。

郭聪利介绍，双榆树南里二
社区对99 户 80 岁以上老人和
重度失能老人家庭进行家庭居
室适老化改造， 包括配置防滑
垫、感应夜灯、连续把手、洗澡
椅等方便老人自理的设备。 此
外，还配置了智能设备，实现就
寝、习惯化动作、如厕、洗浴等
数据实时监测，如有异常，老人
家属和医护人员能第一时间掌
握情况。

智能化改造家具和电器也
是适老化改造的一个有益探索。

“小度小度，打开窗帘。 ”窗
帘应声开了。

“小度小度，打开顶灯。 ”客
厅顶灯立刻开了。

这是记者在北京市西城区
大栅栏街道的张大妈家中看到
的一幕。 张大妈年近七旬，腿脚
不灵活，坐久了会麻木，突然起

身很容易摔倒。 此前，百度公司
与大栅栏街道养老驿站合作，派
技术人员到 100 多位老人家中，
对窗帘、电灯、空调等家具和电
器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张大妈就
是受益者之一。 改造完成后，老
人只需通过说话控制智能音箱，
即可操控家具和家电，避免了起
身走动摔倒的风险。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老人
选择居家养老。 居家养老的一个
痛点是容易发生意外跌倒，主要
原因是居家环境不适合老人活
动。 ”北京安馨养老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副总裁孔悦说，预防老人
在家中意外跌倒，最好的方式就
是对老人的居家环境进行适老
化改造。 只有老人居家环境更安
全了，居家跌倒的风险才能有效
降低。

不断探索，设计更优化

近年来，各地不断推进适老
化改造工程。 上海、南京、厦门等
城市在老旧小区开展了以政府
购买为主、联合社会组织开展的
小范围改造。 但适老化改造总体
还处于探索试点阶段，有待进一

步优化推广。
专家认为，老旧小区适老化

改造缺乏标准。 早在 1999 年，原
建设部颁布了第一部与适老化
住宅设计有关的《老年人建筑
设计规范》；2018 年， 住建部颁
布了《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
计标准》。 这两部国家标准都是
围绕为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料服
务的公共建筑和场所而制定，
但对于在老旧小区的居家养
老， 一直以来都缺少建设的相
关通则和标准。 业内人士表示，
缺乏改造标准，容易造成“一企
一标”，改造后的产品和服务质
量也参差不齐， 有关部门应尽
快出台老旧小区的适老化改造
标准。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教授于一凡曾针对上海市
既有居住环境进行调研， 她发
现老年人对适老化改造的参与
热情并不高， 仅有不足一半的
受访老年人愿意参与适老化改
造的意见征集。“实施改造的资
金和改造期间的临时安置问
题，是受访老人的最大顾虑。 ”
于一凡说， 大部分老年人缺少
在施工期间的临时安置去处，
对改造能够带来的改善缺少乐
观预期。

“由于老旧小区的房子空间
狭小，特别是卫生间和洗澡间太
小， 考验着适老化改造企业的
业务水平。 ”孔悦介绍，技术人
员应该先上门查看实际环境，
了解老人身体状况、 生活习惯
等，要听取老人的意见，从而对
室内改造进行个性化设计。“适
老化改造不是装修， 最好不要
动原来的装修， 这样老人也不
用离开家，对适老化改造的接受
度也就提高了。 ”

“适老化改造离不开高质量
的适老化产品。 ”孔悦说，一些参
与适老化改造的企业发现，市场
供应的适老化产品质量参差不
齐，标准不一，没能做到为老人
“量身定制”。 她建议，有关部门
应出台适老化产品的标准，让行
业有规矩可循。 此外，生产企业
应多从老人角度设计产品，提升
相关产品的质量。

于一凡认为，我国适老化
改造需求巨大，单一靠政府财
政投入难以为继。她建议，开辟
包括公共财政、福彩公益金、保
险金和社会资金共同构建的资
金渠道，出台更多优惠政策，吸
引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以及
个人对老龄事业进行投资或
捐赠。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