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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绘制老有所养新蓝图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提出，推动养老事业
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构建居家
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
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为亿万老年
人老有所养绘制了新蓝图。

每天早上 9 时，天津市河西
区的智慧养老平台就会自动给
近 5000 名独居老人拨打问候电
话，一旦电话无人接听，人工智
能系统会立即通知家属和社区
网格员上门，解决了独居老人突
发疾病无人照顾的痛点问题。

这个智慧养老平台还整合
了公安、医疗、社保、民政等多部
门资源， 动态同步养老数据，最
大程度满足区域内 20 万老人的
养老服务需求。“十三五”期间，

中央财政支持 203 个城市推进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在此基础上，“十四五” 期间，政
府将通过扶持“互联网+养老”

“物业+养老”“医疗健康+养老”
等新业态的发展，到 2025 年，将
实现所有城区、小区养老服务设
施全覆盖，形成社区“一刻钟”居
家养老服务圈。

而在农村，“十四五”期间将
着力补齐养老服务体系的短版，
力争每个县至少建成一个县级
失能半失能照护机构、两个乡镇
级农村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大力
发展农村互助型养老设施，为农
村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基本
构建起县、乡、村三级农村养老
服务网络。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未
来 5 年，还要继续加大养老机构
护理型床位供给。 到 2025 年，养
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要从“十
三五”时期的 48%提高到 55%，稳
稳托住失能老人的照护底线。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
邦华表示：“‘十四五’时期新建的
公办养老机构， 原则上都应该是
护理型的床位。 那么对民办机构
来讲，我们要鼓励和引导地方，把
建设补贴、运营补贴、人员培训等
各方面的扶持优惠政策， 向护理
型养老床位倾斜， 更好地满足失
能老年人的服务刚性需求。 ”

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
同时，“十四五”期间，老年人的
社会保障水平也将进一步提高，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将从
“十三五”期末的超过 90%提高到
95%； 人均预期寿命在目前 77.3

岁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岁，亿万老
年人将拥有更加可期的幸福晚
年。 （据央视《新闻联播》）

为保障群众老有所养，各
地不断完善养老服务：

加大投入 ， 改造升级农村幸福
院 ，满足老人生活需求 ，丰富日
常文娱活动；在社区建设养老中
心 ，推进医养融合 ，保障老人健
康 ；上门照料 、助餐 、护理 ，让老
人居家也能享受专业服务。

幸福院里设施改善
村民养老更有保障

身着壮族服装， 怀抱小孙
子，60 多岁的韦阿姨举着手机面
露微笑。 屏幕上，一群老人在唱
山歌，“这些都是我们在幸福院
一起玩的伙伴。 ”韦阿姨常在网
络上分享生活趣事，她最受欢迎
的视频已有 33 万次播放量。“我
现在有几十个粉丝了哦。 ”一旁，
廖阿姨也骄傲地分享自己的成
绩。 半个月前，她拍摄了关于幸
福院的短视频，配文“平时娱乐
很热闹”，引来不少点赞。

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
龙脊镇平安村是壮族聚居的山
乡， 幸福院坐落在村寨中心地
带。 在一楼大厅东北角，一桌老
人正专注地下棋。 房屋中央，一
盆暗红的炭火旁，老奶奶们围坐
着话家常。 墙边，桌子上放置着
两台电脑和一些报刊，屋里其乐
融融。“经常有老人到这里休息、
娱乐。 ”当地老年协会会长廖国
广也是幸福院的常客。

多年前，平安村幸福院还是
老年活动中心，但远不及现在热
闹。 2013 年起，广西积极推动农
村幸福院建设，按每个点 6 万元
的标准进行补贴。 之后，平安村
陆续整合幸福院专项资金、示范
性老年协会资金、养生养老小镇
专项资金，对原有的老年活动中
心进行了升级改造， 增设了餐
厅、 厨房和四间带床位的休息
间， 还购置了健康检测机和电
脑、电视。

在二楼餐厅，桌椅、冰箱、音
响、碗筷消毒柜一应俱全。“我们
有时会自带食材过来， 大家伙儿
一起做饭一起吃。 ”退休教师廖爱
英作为老年协会成员常组织集体
活动，“我们还去看港珠澳大桥
哩。谁家老人有困难，大家也会到
家里帮忙。 ”在平安村，近 90%的
老人都加入了基层老年协会，协
会不仅组织文娱活动， 还开展互
助为老服务。 幸福院和老年协会
有机结合，村民养老更有保障。

环境改善了，人气变旺了，各
类服务也就便于开展了。 山里湿
气重， 风湿是困扰许多老人的问
题， 加上山路陡峭， 老人下山不
便， 村医来幸福院就能为老人提
供理疗服务。“我脚痛，村医小廖
会给做针灸，做完舒服多了。 ”今
年 83岁的廖奶奶笑着说。在村寨
工作 20 多年的廖村医每周都为
老人提供服务， 镇卫生院工作人
员每年也在此为老人开展体检。

社区托管医养结合
专人护理健康指导

阳光正暖，91 岁的刘扬生坐
在轮椅上，由护工推着，到楼下
活动场晒太阳。 80 多岁的老伴项
宝兰挪着步子， 慢慢跟在旁边。
刘扬生是湖南长沙市雨花区砂
子塘街道金地社区内配小区的
居民。 因为年事渐高，腿脚不太
方便，子女又不在身边，刘扬生
想出趟门都不容易。

“像刘扬生这样的老人，在
社区还不少。 ”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周平良告诉记者，该小
区原是一家企业职工家属小区，
居民一半以上是退休老职工和
家属。“社区 80 岁以上的老人，
就有 160 多名；70 岁以上的，还
有好几百人。 ”

“老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
解决好养老服务短缺的难题。 ”
周平良说，2016 年， 社区准备开
展提质改造工作时，有 200 多条
居 民 意 见 表 达 了 同 一 个 心
愿———希望社区建一个养老服
务中心。

打这儿起， 让老年人更好地
在家门口养老， 成为社区的头等
大事。 可小区老，设施旧，既有功
能不完备， 根本没法满足社区养
老需求。为此，砂子塘街道依据长
沙市有关政策，广泛征求意见，并
借鉴其他城市经验， 最终确定按
照“政府出资建设、社会组织提供
服务、实施医养融合”的模式，兴
办一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社区借助提质提档资金和
相关政策支持，建成一栋四层小
楼，解决场地问题；又经多方筛
选， 引入一家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负责场地装修、设施配备和
服务供给；长沙市、雨花区两级
政府再按照有关政策，为运营企
业提供奖补资金。

2017 年，金地社区“和乐之
家”养老中心正式运营，为社区
老年人提供休闲娱乐、 老年餐

桌、日间照料、短期和长期托养
服务。 刘扬生也成为最早入住的
老人之一。

“住到这里，方便多了。 ”刘
扬生说。 养老中心日常有人专管
专护， 不管是监测血糖血脂，还
是吃药上药，都可以在指导下进
行；遇到有应急病症的，中心还
可以快速对接医院。

更让老人舒心的是，养老中
心还尽可能满足老人休闲方面
的需求———图书吧可读书 、看
报、练毛笔字，棋牌室可打麻将、
下象棋，趣乐室可上网、做手工。
由政府补贴的“老年餐桌”早中
晚开放，根据老人年龄，每餐只
需要 4—7 元不等。

“要进一步推动养老服务标
准化建设，开展养老机构等级评
定和老年人能力评估，守住养老
机构安全运营底线，进一步优化
养老服务发展环境。 ”长沙市民
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1 年，
长沙还将新建 60 家街道和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

老人随时表达需求
居家享受专业服务

“应该没事儿！ 送点药来，我
自个儿能好！ 咳咳……”一大早，
黑龙江牡丹江市 94 岁的孤寡老
人褚福春侧耳贴向家里的 24 小
时摄像头，通过“呼叫服务系统”
大声说着话，有些吃力。

“您一直咳嗽，咱必须去医
院看看！ ”摄像头另一边，牡丹江
市爱民区北山社区安泰智能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主任郑钢一边
拿着手机安慰老人，一边向老人
家里赶，不到 10 分钟，就出现在
了褚福春家里。 半个小时后，老
人被送到医院，果不其然：“重症
肺炎，立刻住院。 ”

如今，褚福春已经痊愈。 走
进她家， 窗明几净， 物件整洁。
“小郑收拾的， 他还帮我泡脚
呢！ ”褚福春说，“人家第一次让
我装摄像头，我‘啪’就撂了电

话。 现在看，多亏它救了命！ ”
照料、家政、助餐、护理、代

买……安泰智能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共有 8 个服务部门，为附近
30 多个社区的 100 余名老人提
供 12 种无偿服务。 工作人员还
通过走访调查，记录下老人们的
年龄、收入、健康、子女等情况，
形成“居家养老服务信息表”，并
对失能半失能、 低保低收入、三
无老人、 空巢老人进行区别登
记，便于开展针对性服务。

“褚大娘独居，无儿女无老
伴，作为重点关注对象，我们建
议她安装摄像头。 同时，我会定
期上门，主动服务。 ”郑钢介绍，
通过微信群、电话、呼叫设备等
方式， 老人们也能随时联系中
心，表达需求。

目前，牡丹江市共有养老服
务类社会组织 23 个， 街道养老
服务机构 7 个：在阳明区丹江智
能居家养老服务中心，8 支服务
队伍与卫生所、律所、商超、旅游
公司等签订协议， 提供多元、专
业的上门养老服务；在左邻右舍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社区食堂为
三无和低保老人免费送餐上门；
在东安区福民社区，共建单位牡
丹江市中医院与社会组织签下
协议，定期上门义诊，还针对老
人家属组织健康知识培训……

“我们发挥好‘三社联动’作
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让专业的
人做专业的事。 ”牡丹江市民政局
局长孙玉华介绍， 针对全市约 60
万老年人，牡丹江自 2016 年开始
推动“居家养老、社区照料、邻里
互助、亲情慰藉、义工援助、协会
维权”的“六位一体”养老服务模
式。 市级财政专项投入居家养老
服务资金， 各级财政还发放高龄
津贴、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

“牡丹江将进一步提升养老
服务机构覆盖率，预计到 2021 年
底，街道、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覆
盖率达到 80%，到 2022 年底覆盖
率达到 100%。 ”孙玉华说。

（据《人民日报》）

服务周到实惠 养老有滋有味

金地社区“和乐之家”养老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