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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News

社区养老，“一站式”搞定

2017 年 6 月 25 日，2017“链
家中国·社区跑” 城市赛第一站
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行。
中国田协马拉松办公室办公室
副主任刘洁、链家集团 CMO 宋
琦、链家集团高级副总裁兼链家

新房事业部总经理高军、链家集
团高级副总裁陶红兵、奥运冠军
邢傲伟等出席启动仪式， 魏江
雷、谭杰、汤辉等诸多知名跑者
和数十家知名媒体人到场助阵，
千余名跑步爱好者共飨这场社

区跑步盛会。 活动现场热闹非
凡，参与者其乐融融，充分展示
出“社区跑”倡导健康生活、促进
邻里和谐的核心理念。

“链家中国·社区跑”是由中
国田径协会主办、链家冠名的非
专业性 5 公里全国性社区跑步
赛事，以“练习跑步，从家开始”
为主题，旨在通过号召社区居民
从家开始，围绕小区、社区周边
与家人、邻居一起简单跑，告别

“亚健康”，构建和谐社区。 区别
于去年首届“社区跑”，今年赛事
在去年基础上规模扩大，联动六
座城市。 除第一站北京外，活动
将在大连、重庆、厦门等地陆续
开展。 同时，今年赛事形式与合
作单位也比上届有所增加。 如果
大众反映良好，链家希望将“社
区跑”变成常态活动。

当下， 现代城市生活节奏
快，据相关调研显示，有 83.8%的

城市居民因工作忙、 缺乏动力、
无人陪同等原因， 从不进行锻
炼，使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
并且，越来越多城市居民被“裹
进”钢筋水泥的“襁褓”中，邻里
关系冷漠。 因此， 从 2016 年开
始，链家积极响应全民健康的政
府号召，发起“社区跑”，传递从
家开始简单跑的理念，让社区居
民能够随时跑、自由跑。 五公里
路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简单易
行、强度适中，可以有效达到强
身健体的效果。 同时，以社区为
中心进行跑步锻炼，还为左邻右
里提供了交流的机会，有利于形
成温馨和谐的社区环境。

为更好地服务于社区，链家
集团 CMO 宋琦还介绍了链家
的多项便民服务：“我们门店在
每一个城市或区域都会提供免
费洗手间、免费打印、免费饮用
水等便民服务。 之前北京下大

雨，我们还免费提供雨衣。 还有
高考休息站，在高考期间家长接
送孩子比较远的可以在我们门
店休息， 再和考生一起回来，家
长和考生还可以免费在门店充
电和打电话。 另外，我们还帮助
追踪很多社区周围走失的老人、
帮助居民收发快递等，我们希望
成为社区居民的好邻居。 ”他表
示，链家将在今后通过深耕社区
践行其企业社会责任。

作为“社区好邻居”，链家立
足于社区、扎根于社区，从建立之
初就与社区保持不可分割的关
联。此次“社区跑”活动以更健康、
更快乐的活动氛围为居民构建更
亲密、 更和谐的社区环境。 今年
“社区跑” 城市赛还将在大连、杭
州、天津、厦门和重庆等 5 座城市
陆续展开， 力图让健康生活理念
渗透到每一个人， 让邻里间的关
系越跑越近。 （张慧婧）

链家深耕社区生态 “社区跑”城市赛火热开跑

养老机构一床难求， 怎么
办？ 既能不离开家庭，和子女待
在一起， 又能在家门口找到同
伴，实现“老有所乐”———社区居
家养老， 凭借多方面的优势，成
为老年人群体理想的养老状态，
也成为各地政府青睐的养老模
式。

在社区养老热的背后，资金
缺乏、服务不够专业等问题也亟
待破解。 记者日前走进湖南省长
沙市天心区，求解社区养老。

政府主建企业运营

“听听课，唱唱歌，学学手工
插花，晚年的生活幸福得像花儿
一样。 ”在天心区先锋街道南城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62 岁的
刘映梅老人眉飞色舞。

早上在家吃完早饭，迫不及
待地来到位于小区里的养老中
心，上一堂手工课；中午只需花
12 元就能在养老中心吃一顿三
荤一素的中餐，饭后还能躺在床
位上休憩一会儿；下午可以和同
伴们玩玩牌，交流手工课学到的
东西，或者做个中医理疗；晚上
回家和儿女共进晚餐。 这是刘映
梅老人崭新的退休生活。

两年前刘映梅退休之后，待
在家里常感到寂寞，偶尔去小区
的麻将馆转一转也觉得“无味”。

“时间过得特别慢， 每一天都特
别长。 ”自从去年底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正式开放以来， 她形容：
“生活简直像抹上了色彩一样，
每一天都特别充实。 ”

像这样的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天心区已建成 15 个，按
照计划该区将实现居家养老服
务设施覆盖 100%的城市社区、
60%以上的农村社区。

“对于养老工作， 政府既要
兜好底， 也要善于盘活资源、激
发社会力量参与。 ”天心区区委
副书记、区长谢进认为，可以通

过不断探索“政府主建，企业运
营”的模式，引导养老服务业集
聚发展。 南城社区这家机构就是
由街道和社区提供场地，由一家
养老公司运营，面向社区的老年
人，以免费或低付费形式提供日
间照料和居家养老服务。

天心区专门出台了《关于加
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办法》
《天心区居家养老政府购买服务
补贴制度》等多项制度，划出了
关于社区养老的硬杠杠。 例如，
新建小区按照每百户 30 平方米
的标准配建养老服务设施，与住
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
收、同步交付使用；社区办公服
务用房要拿出一定比例面积用
于养老服务，无养老服务设施或
现有设施没有达到每百户 20 平
方米标准要求的， 要通过购置、
置换、租赁等方式开辟养老服务
用房。

“政府不仅提供场地， 各级
财政还对新建的养老服务中心
给予建设和运营补贴。 ”天心区
民政局负责人说，将为全区 10.5
万名 60 岁以上老年人营造“老
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
良好环境。

社会力量深度参与

引入社会力量深度参与，不
仅解决了政府的资金难题，更关
键的是能够提供专业化的一站
式居家养老服务。

南城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
设有服务大厅、智慧空间、文化
小栈、健康小屋、日间照料、手工
制作、 幸福食堂等集中服务功
能。 另外，配备店长、护理员、中
医康复专员、服务人员、助餐员 5
名专职人员。

该养老公司副总裁邓峰移
告诉记者，健康室的 3 位护理人
员都是从医科院校毕业的专业
医生， 其中一位还是副主任医

师，“老人在这里可以享受专业
的理疗服务，但是价格比市场行
情低了将近一半。 ”在天心区，专
业化运营的养老服务中心基本
都配有 2—3 名来自相关高等院
校的养老专业人才。

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老人
们可以进行免费体检，体检结果
自动记录，形成持续、动态的健
康监测。 老人们可以一边看电
影、玩棋牌，一边使用电子化的
康复理疗设备，或体验专业中医
保健师的艾灸、推拿等服务。

在青园街道湘园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 负责运营的另一家养老
公司， 利用最新医疗器械技术和
软件系统， 为社区老人通过量血
压，测脉搏、体温、血糖等，建立老
年人生命体征数据库。 根据检测
到的大数据特征， 定期组织医院
为老人进行针对性的免费体检，
组织医护人员为老年人提供定向
义诊。 在该养老公司负责人文华
看来，社区给老年人提供阅览室、
娱乐室等活动场所并不鲜见，但
是提供不了专业的日间照看和护
理等养老服务，“专业化的公司进
来，就能补齐这一块短板。 ”

无论是在南城社区，还是在
湘园社区，记者发现，养老服务

中心场内外均安装了视频监控
和紧急呼叫按钮等针对老年人
的安全看护系统。 同时，场所内
部的通道、洗浴间和卫生间等处
进行了适老化改造，看得出负责
运营的企业很注重这些细节。

养老插上“互联网+”翅膀

在南城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的“智能健康一体机”前，工作人
员向记者演示，只需要输入老人
的身份证号码，老人近期身体的
各项指标便一目了然，“儿女们
通过手机也可以远程及时掌握
父母的健康信息。 ”

该中心还开通了养老服务
APP 和微信公众号，老年人或子
女通过手机，就能享受到各种服
务。“老年人需要的服务很多是
‘碎片化’的，并不是一个集中的
养老区域就能解决。 ”邓峰移介
绍，目前，该中心提供的具体服
务项目有健康咨询及监测、便捷
就医、义务理发、出行陪同、洗衣
服务、日托服务、安全看护、精神
慰藉等 40 余个。

“互联网时代， 养老事业不
能落下。 ”天心区分管民政工作
的副区长康镇麟说，“天心区养

老事业正在实施‘四化 ’建
设———体系化、标准化、信息化、
多元化。 ”

目前天心区正在如火如荼
地引导实施“互联网+养老”工
程， 推动全区养老事业转型升
级，创新发展。 天心区某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的“智慧健康养老云
平台”，集服务对象管理、紧急医
疗呼叫、健康评估及干预、生活
便捷服务、 亲情问候于一体，实
现了网络全覆盖。

采访中，一些老人的儿女感
叹，当养老产业插上“互联网+”
的翅膀， 突破传统服务的时间、
距离和能力等限制， 提供更便
捷、 更多样的服务途径和入口，
足不出户也能享受各种“托老”
碎片化服务。

“人人都会老， 我们要带着
感情，带着责任，把养老事业办
成天心区‘第一民生品牌’。 ”天
心区区委书记朱东铁说，天心区
以“一个中心”（区社会福利中
心）为龙头，“三级网络”（社会养
老机构—街道日间照料中心—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网）
为补充的全区养老服务设施分
布格局，已日趋完善。

（据《人民日报》）

� � 社区老人可在中心免费或低偿体验到专业中
医保健师艾灸、推拿等服务

� � 长沙市天心区先锋街道的南城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内，老人们在玩棋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