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冰雪消融，春日暖阳照耀
大地，内蒙古自治区乌

兰察布市化德县长顺镇刀拉胡
洞村互助幸福院内盈满了欢声
笑语。 老人们围坐在一起，有的
讨论准备种哪些菜，有的商量秧
歌队准备表演哪些曲目，还有的
在聊身体近况，每个人脸上都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让互助幸福院成为老人安
享晚年的幸福家园，是乌兰察布
市深化推进农村牧区养老体制
改革，探索农村牧区养老服务新
模式取得的积极成果。 乌兰察布
市将农村牧区养老服务同乡村
振兴有效融合，健全完善农村牧
区养老服务机制，解决农村老年
人的实际需求，做好养老服务助
推乡村振兴。

建设幸福院
让“老有所居”

乌兰察布市地处内蒙古自
治区中部，辖 11 个旗县市区。 全
市农牧业人口 214 万，占总人口
的 75%；农村牧区 60 周岁以上老
年人 37.4 万，占全市老龄人口的
73%。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农村牧区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
村里的留守老人、空巢独居老人
逐年增加，“村庄空心化”“人口
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

为实现农村牧区居民“老有
所居、老有所养”，2012 年，乌兰
察布市把解决农村牧区养老问
题同调整产业布局、推进新农村
建设、 实施扶贫战略有机结合，
确立“三三制”城乡统筹发展新

战略，引导农村牧区三分之一的
人口向新农村新牧区集中，通过
发展现代农牧业增收致富；引导
农村牧区三分之一的人口向城
镇和二三产业转移，以城镇化带
动转移人口市民化；三分之一的
老龄、无劳动能力人口向互助幸
福院集中，实现互助养老。

按照这一思路，乌兰察布市
大力开展互助幸福院建设，因地
制宜探索“集中居住，分户生活，
统一管理，互助服务”的农村牧
区养老服务新模式。 住在幸福院
的老人们对这一模式有一个生
动形象的比喻———抱团养老。

“幸福院就像一个温暖的大
家庭，我和老伴在这里过得挺幸
福的。 村里旧房现在已经拆掉
了， 以后我们就一直住在这里
了，孩子们偶尔来看看我们也挺
方便的。 ”今年 77 岁的刀拉幸福
院低保户陈庭权说。

目前，乌兰察布市共建成互
助幸福院 472 处， 有效解决了全

市 4 万多名 60 周岁以上农村牧
区留守老人、 空巢独居老人、因
伤因病丧失劳动能力老人的住
房安全和集中养老问题。

强化归属感
让“老有所依”

“搬进幸福院前我感觉挺孤
独的，孩子们外出打工了，平时
有个头疼脑热，他们不能及时赶
回来照顾。 ”

今年 66 岁的察哈尔右翼前
旗平地泉镇花村脱贫户刘智正
回忆着搬进花村互助幸福院前
的生活。 他和老伴杨花花均有肢
体残疾， 虽然生活能够基本自
理，但难免有不方便的时候。 搬
进幸福院后，邻里之间的互帮互
助令刘智十分感动。

刘智说：“平时我们这住得
近的几家会相互帮忙打理一下
菜地，我们老两口不方便，受照
顾就多一些，村干部也经常来看

我们。 院里老人早上醒来都会看
一下左邻右舍窗帘有没有拉开，
敲玻璃看看有没有应答，就怕出
什么意外，这种有人管、被照顾
的感觉真的太好了。 ”

花村互助幸福院于 2012 年
底建成并投入使用， 入住对象是
来自平地泉镇 9 个村 20 个村民
小组的低保户、五保户、残疾脱贫
户以及整合搬迁村庄的农户，目
前入住老人 72 户 108 人，入住率
100%。 院内有 42平方米和 28平
方米两种户型，室内暖气、水冲式
卫生间、 厨房等生活设施一应俱
全， 室外有 5平方米凉房、2平方
米菜窖，每户门前还预留了菜地。

为进一步提升互助幸福院
的管理服务水平，乌兰察布市创
新管理模式，由乡镇党委、乡镇
人民政府从常住幸福院的人员
中选择公道、正派、热心、群众威
信高且身体健康的担任院长，全
面负责院内管理服务工作，关心
照顾院内老人生活，同时接受院
内老人监督，遇到重大问题及时
向村、镇汇报。

“村委会办公地点就在幸福
院，平时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村干
部、驻村工作队积极帮助解决，大
事小情都能在幸福院内部得到解
决。 ”花村党支部书记朱晓军说，
团结互助的良好氛围让老人们在
幸福院的生活更有归属感。

丰富文化生活
让“老有所乐”

刀拉胡洞村互助幸福院文
化活动室内，两位老人正排练着

“二人台”，他们精神矍铄、逻辑
清晰、目光炯炯有神。

“老人们的文化活动十分丰
富， 有时候他们会一起下下棋，
一起排练节目。 比如‘二人台’表
演， 冬天冷的时候表演会少一
些，夏天一星期要表演两次。 ”

刀拉胡洞村党支部书记刘军
说，文化活动室常年免费开放，老
人们可以在活动室内下象棋、打
扑克、演奏锣鼓镲乐器等。 不仅如
此，村里还成立了文体娱乐队，定
期邀请电影放映员为老人播放电
影， 邀请乌兰牧骑等为老人们带
来精彩的文艺演出， 丰富老人们
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些文化活动，
深受老人们的欢迎与喜爱。

“以前村里没有什么文化娱
乐活动，我和老伴两个人就在家
窝着。 现在大家都住得近，一起
约着看电影、电视，能从中学到
不少新词，掌握许多新的知识。

每天早上，我还能到广场上
和其他老人一起晨练，身体状况
也比以前好了，现在我对未来生
活充满希望。 ”陈庭权说。

目前，乌兰察布市在各个幸
福院均设置图书阅览室和文化
活动室，配备音响、电视、棋牌等
设备，提供文化服务；设置健身
活动场所和场地，配备必要的健
身器材，方便老人及周边居民开
展健身活动。

生活有保障， 日子有奔头。
乌兰察布市实施的农村牧区养
老服务新模式，让老人们感受到

“互助式”的幸福，真正实现了老
有所居、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据《中国乡村振兴》）

２０22．4.5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段理

12

内蒙古乌兰察布：“互助式”的幸福

新闻 NEWS

3 月上旬吉林省暴发聚集
性疫情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紧急启动应急救援响应机制，迅
速展开驰援工作， 助力疫情防
控，取得显著成效。

首批送达防疫物资
的社会组织

截至 3 月末， 累计送达医
用防疫物资数量超过 170.98
万套 （只/双/台/瓶）， 包括：
28.04 万只 N95 医用口罩、130
万只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
17200 套医用防护服、30150 双
医用橡胶手套、4 万只医用防
护面罩、5000 双医用隔离靴 、
21230 瓶 750ML 装免洗手消凝
胶 、15100 瓶含氯消毒片 、140
台弥雾消杀机和 612 台背负式
电动喷雾器。

全力以赴， 成立工作专班。
面对吉林省聚集性疫情突发的
严峻形势，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迅速召开专题会议，成立工作专
班，分设紧急救助小组、筹资支

持小组、后勤保障小组、品牌宣
传小组。 基金会统一部署安排，
各组分头行动，协同作战。 工作
人员随即夜以继日，以事不过夜
的精神状态， 全力投入救助工
作，专人驻守在抗疫物资生产基
地，快速采购物资，组织装运，不
顾严寒风雪，第一时间把各类抗
疫物资运往长春、 吉林两地，组
织当地社会组织及时发给疫区
医护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志愿
者及高校师生。

高效驰援， 积极发挥社会
组织作用。3 月 15 日下午，吉林
省政府召开第 36 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发
布“吉林省医疗防疫物资只能
满足两到三天的需要， 正在全
力以赴争取各方支持”。 疫情就
是命令。 基金会迅速调运抗疫
物资，3 月 15 日晚 21 时， 就将
第一批防疫物资 10 万只 N95
医用口罩送达长春市九台区。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成为最早
一批将防疫物资送达吉林省的
社会组织。

“五社联动+心理支持”
创新社会工作模式

近年来，在民政部的支持和
指导下，中华救助联合腾讯基金
会等多方力量，搭建了防灾备灾
减灾的应急响应体系。

以社区为平台、社会工作者
为支撑、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区
志愿者为辅助、社会慈善资源为
补充，践行“五社联动+心理支
持”的创新社会工作模式，采用

“物资+资金+服务” 的工作方

法，扎根社区，帮助提高社区应
对突发事件及社区自治的能力。

在这次紧急驰援吉林抗疫行
动中， 基金会发挥应急响应体系
的作用，主动作为，整合资源，带
动多类主体共同参与抗疫： 通过
争取地方政府支持， 与吉林省一
线社会组织合作， 为居民参与基
层防疫提供组织载体， 第一时间
掌握社区、 医院、 学校等防疫需
求； 通过有效发挥社会工作者的
专业支撑作用， 确保防疫物资供
应，助力提升基层防疫效能；通过
壮大社区志愿者队伍， 有效弥补

社区服务人力不足； 通过调动社
会慈善资源， 为保障防疫资金拓
宽社会渠道。 通过多元主体间的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分工协作，
把各类防疫物资运送到位。

汇集社会各界爱心， 联合多
方力量携手抗疫。 从 3月 13日中
华救助驰援吉林抗疫项目在各大
互联网募捐平台上线， 至 3月 25
日，已有超过 12余万人次的爱心
网友通过腾讯公益、支付宝公益、
阿里巴巴公益、平安公益、中银公
益互联网等公益平台为中华救助
吉林抗疫相关项目进行爱心捐
赠。 国药肽谷等爱心企业倾情支
持，黄晓明、张佳宁等爱心人士慷
慨解囊、爱心助力。

千里漫漫风雪路，大爱暖暖
汇吉林；五社联动聚合力，社工
服务战疫情。当前全国本土新冠
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
点，疫情严峻复杂，中华救助将
继续秉持“及时、高效、公开、透
明”的原则，不懈努力，为助力打
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歼灭战
做出更大贡献。 （徐辉）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五社”联动驰援吉林疫情
累计送达医用防疫物资超 170.98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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