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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多

“以前真不敢想，在家也能
享受到这么好的养老服务。 ”今
年 69 岁的北京朝阳区劲松北二
区居民潘继红说。 潘继红的老伴
行动不便， 患有多种老年疾病，
需要长期服药。

“我每个月要带他到三家不
同的医院，有 4 种药要取，每个
月我们都要计划一下，哪天去哪
个医院，早上几点出门，真是很
麻烦。 ”潘继红说。她和老伴每次
去医院， 往往一去就一整天，排
队、挂号、就诊、缴费、取药，她的
腰椎又不好， 每次从医院回来，
人都累得够呛。

去年底她在家中照顾老伴
时，不慎将腰部摔伤，需要卧床
休息。 去医院给老伴开药该怎么
办？ 潘继红一下子愁坏了。

“左右为难时，物业主动找
上门来。 ”潘继红说。 今年 2 月，
劲松北社区和北京愿景和家生
活科技集团携手建立“物业+养
老”服务建档。 社区“为老服务领
事”闫磊在上门收集老年居民的
基础信息时，了解到潘继红的具
体困难。

针对潘继红的情况，社区物
业对接了有医保资质的互联网
医院，帮助她办理了网络续方开
药、送药上门服务，现在她老伴
的 4 种药都可以通过网络代开
来解决，这种方式一下解决了潘
继红的开药难题。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大
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支持家
庭承担养老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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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府引导、市
场主导、需求带动下，社区养老
正成为我国广覆盖、 高质量、可
持续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

北京愿景和家生活科技集
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社区养老
是指以家庭为中心， 以社区为
依托，以老年人日间照料、生活
护理、 家政服务和精神慰藉为
主要内容， 以上门服务和社区
日托为主要形式， 并引入养老
机构专业化服务方式的居家养
老服务体系。

和其他养老方式不同，社区
养老的特点在于老人住在自己
家里， 在得到家人照顾的同时，
由社区的有关服务机构和人员
为老人提供上门服务或托老服
务。 相比传统的在家养老，社区
养老多了更加优质的养老服务；
而相比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又具
有居家的优势。

专家表示，居家养老和养老
院养老是我国两种主要的养老
模式。 当前，随着“四二一”（四个
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家庭
不断增加，年轻夫妇普遍承受工
作与生活的双重压力，在供养双
方老人时面临各种现实难题。 在
实践中，养老院养老缓解了部分
养老难的问题，但还难以满足多
样化、个性化的养老需求。 在这
种背景下，社区养老成了解决养
老问题的另一种积极探索。

闫磊告诉记者，劲松北社区
通过建立“物业+养老” 服务建

档，对全社区老人的日常诉求进
行了统计摸底。 现在，从网上挂
号到买药，从网络约车到网购商
品， 只要是社区老人需要的服
务，一个电话，闫磊就会帮他们
完成，让他们足不出户也能享受
到优质的养老服务。

内涵广

“没想到自己能康复这么
快， 多亏了人家专业的康复护
理。 ”说起自己走下病床、逐渐康
复的经历， 今年 82 岁的北京外
交部街社区居民张大爷对社区
居家养老机构的服务竖起了大
拇指。

去年， 张大爷由于身体不
适，在医院做了手术。 出院康复
的过程中，一直由老伴照顾。 由
于老伴年事已高，体力和精力明
显不够，张大爷在家休养的过程
中身体恢复进度不理想，还患上
了褥疮。

了解到张大爷的情况后，大
家保险外交部街护理站主动上
门评估，并根据张大爷的实际情
况，制定了短期（1 至 3 个月）和
长期（4 至 10 个月）两种照护方
案。 在短期照护中，通过专业的
日常护理让张大爷的褥疮明显
改善进而达到治愈状态，并通过
专业的康复训练让张大爷使用
轮椅不断扩大日常活动范围，增
强老人的信心。 在长期照护方案
中，结合张大爷喜欢的乒乓球运
动，逐步锻炼手部力量，进一步
增强生活自理能力。

大家保险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供给侧来看，社区养老以上门
服务和社区日托为主要形式，兼

具一定的养老机构专业化服务
特性，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
国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体系；从需
求侧来看，满足居家需求，兼顾
照护需要，将有效地覆盖介于单
纯家庭照顾和机构养老之间的
广大老龄群体多样化养老服务
需求。

老人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
往往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
少，社区养老必须聚焦服务老人
的高品质生活。 从物质生活层面
的衣食住行，到精神生活层面的
文化娱乐，都是社区养老服务需
要覆盖的范围。

要实现社区养老服务大规
模发展，离不开社区软硬件设施
的完善。 让老人安心居家养老，
首先要在提升硬件方面下功夫，
完善社区养老配套设施，包括设

立家政、医疗、文体等多功能服
务中心。 在这个过程中，要统筹
考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和
精神文化需求， 用好智能家居、
5G、远程医疗等新技术。

“现在每天的生活，真是有
温度也有质量。 ”张大爷感慨地
说，这次他感受到了专业养老服
务的优势。 以后他生活的方方面
面， 都可以在专业机构的帮助
下，变得更有质量。“老年人过上
高品质生活更有盼头了。 ”

空间大

“以前谁能想到，老人在自
己的社区里就能参加智能手机
培训班，就能上老年手工课。 ”山
东济宁市任城区皇营康桥华居
小区居民胡稳平，对小区的适老

化升级改造很是满意。
走进皇营康桥华居社区，中

心广场上不少老年人正在锻炼，
不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这里
以前是一片空地， 没有利用起
来。 现在，有了中心广场，小区里
的老人再也不用为锻炼场所发
愁了。 ”胡稳平说，每月 28 号的
便民活动日，小区还会在中心广
场举办义诊、义剪活动，给社区
老人提供贴心的服务。

再往里走，会看到一座黄色
外观、装饰时尚的建筑，门口“乐
善会客厅” 五个大字颇为显眼。
胡稳平说，在乐善会客厅，每周
都会举办社区养老活动，例如老
年智能手机培训班、老年手工活
动、健康讲座等。 其中，老年智能
手机培训班的活动已开展 3 期，
帮助老年人丰富晚年时光，满足
老年人的情感、交往等需求。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
年智能手机培训班，老师们对老
年人很有耐心，教我们很多使用
手机的方法。 以前，看到别人扫
码支付、手机打车很羡慕，现在
我也能带个手机就出门了！ ”胡
稳平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老年居
民比例较高的社区，往往是老旧
小区，而且这些老人对于社区生
活的依赖程度非常高。 以劲松北
社区为例，60 岁以上老人占常住
居民总人数的 41%，空巢和独居
老人的比例也非常高，儿女多数
不在身边。 老旧小区存在房屋老
化、未安装电梯、缺乏养老服务、
没有物业管理等问题，给老年人
的生活带来不便。

大家保险相关负责人认为，
当前，我国社区养老仍然需要加
强统筹、精细管理。 从相关部门
做好顶层设计到市场主体不断
提升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让社区
养老更好匹配老年人的需求。

当前，各地不断加大老旧小
区改造力度，为社区养老带来新
的发展机遇。 在推动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建设方面，既要做好原有
社区的升级改造，也要优化新建
小区的规划配套。 对于原有社
区，可以社区为单位布局养老服
务设施和机构。 对于新建小区，
要充分考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规划建设要求，实现与住宅同步
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
交付使用。

社区养老还需加强社会各
方力量整合。 社区养老服务要靠
市场，应当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提
供社区养老服务，积极引导民间
资本广泛参与发展养老服务业。
另一方面，要完善落实各项扶持
政策举措，充分发挥物业服务企
业的优势，积极探索“物业服务+
养老服务”模式，切实增加养老
服务有效供给。

“专业人才也很重要。 ”北京
愿景和家生活科技集团相关负
责人表示，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
不足，已成为制约社区养老服务
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要鼓励更多
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参与社区养
老服务，也要加大养老服务领域
人才的培养力度，加强养老护理
员培训，从而为更多老人提供高
品质社区养老服务。

（据《人民日报》）

当前，社区养老已成为很多老年人的养老新选择。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需求带动下，社区
养老正成为我国广覆盖、高质量、可持续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月 8 日，在郑州爱睦家护理院，医护人员指导老人涂色卡（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摄）

近日，成都市金牛区沙河源街道友联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正式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