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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南居邻里中心：

满足老年人多层次的需求 ■ 葛琳

据全国老龄办最新数据，截
至 2017 年底，我国老年人（60 岁
及以上）达 2.41 亿人，占总人口
17.3%， 即 100 个人就有 17 个老
人。 年老而体衰不可避免，老龄
服务尚供不应求，致使老年人难
以获得需要的照料。

在老年人的长期照护服务
领域，国内为老服务机构仍处于
探索尝试阶段， 很多模式并存。
其中，社区居家型养老方式目前
更为老年人喜欢，主要原因之一
是老年人不用离开熟悉的生活
环境。 这种方式因各地自然和人
文环境不同，也呈现多种样态。

笔者最近有机会走访了上
海一家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平南居邻里中心”。

多元和人性化的服务

平南居邻里中心（以下称“中
心”）位于上海市闵行区平南三四
村社区，与社区卫生服务站相邻，
旨在为老年人提供医养结合的多
层次照料服务。 中心两层楼的办
公区， 中心人员包括居委会工作
人员、专职社工、社会组织成员和
居民志愿者等， 其组织管理结构
较扁平， 设置理事会成员 23 名，
常务理事 9名（涉及街道办、党支
部、 业主委员会等各方人员），并
由常务理事负责日常管理， 中心
办公室集中在二楼办公区。

为满足社区老人多层次的
养老需求，中心提供包括医疗护
理、生活照护、精神慰藉等多方
面服务，社区老人们可以在这里
获得价廉但高质的为老服务。

1、借力社区卫生服务站，实
现基础医养结合服务

中心一楼毗邻社区卫生服务
站，占有地利。社区卫生服务站可
为老年人提供日常医疗护理、康
复服务，站内设有自检小屋，帮助
老年人自助体检， 中心一楼与社
区卫生服务站相连便于为老年人
提供基础的医养结合服务。

2、区分生活需求，力争覆盖
不同服务需求群体

中心一楼设有日间照料中
心、多功能活动室、文体活动室，
可满足老年人多种服务需求。

日间照料中心为 70 岁以上
高龄老人和轻、中度失能老人提
供日间照料服务，包括生活自理
能力训练、助餐、助浴、保健操等
多种日托服务；此外，中心提供
的日托服务中也有部分可为有
需要的老年人进行上门服务，如
助餐、助浴、康复训练等；

多功能活动室和文体活动室
为老年人不定期提供文体兴趣活
动，增加社区老人之间交流互动。

3、重视精神文化需求，开拓
多元服务方式

与中心一楼的基础养老服
务相比，二楼的功能设置则更加
多元，也更加注重老人的精神文
化需求。 中心二楼设有天空菜
园、亲子早教活动室、数字云影
院、科普驿站、烘焙室等多个满
足老年人不同爱好的活动室。

天空菜园是在中心二楼阳
台处开辟的菜园，有专人指导种
植瓜果蔬菜，有兴趣的老人可以
认领一片土地负责照看植物，种
植出的瓜果蔬菜一部分送给这
里的志愿者，一部分送给社区中
有困难的家庭，还有一部分进入

烘焙室作为烘焙课程的原料。
亲子早教活动室和科普驿

站其实是面向社区儿童开放的
活动室，来这里活动的幼儿多为
居家老年人来中心活动时一同
带来的，这样孩子父母外出工作
时，老人和幼儿均可以在邻里中
心得到照看。

数字云影院专门为老年人
提供观影服务，且每天不间断的
上、下午各放映一部电影。 值得
一提的是，中心考虑到老年人的
身体状况，影院中的座位都是适
合老年人的舒适沙发。

烘焙室配有比较完备的厨
具和电器，为有兴趣提升厨艺的
老年人提供烘焙和厨艺培训。

除了上述“固定”服务外，邻
里中心还不定期开设如针织课、
绘画课、英语课等兴趣班，满足
老年人的兴趣爱好和精神需求。

很多在平南三四村社区生
活的老人愿意来中心享受不同
的服务， 在保障健康的同时，也
结交了许多同社区的老人，促进
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可
以说有效实现了“在地养老”。

服务理念：以人为本

进入平南居邻里中心，你可
以在细致入微处体会到其人性化

的服务理念。 如我们之前对中心
的介绍中强调一楼设置的服务重
在保障老年人的健康和日间照护
这类基础功能， 而二楼的服务则
着重老年人的自我发展和精神慰
藉需求， 这样的设置就是考虑到
了社区老人对不同服务的需求程
度， 多数来中心的老人或因年龄
过高或因身有疾病而难以独自生
活， 因此他们对日常照料和健康
护理的需求更多， 来平南居直接
进入一楼便可以便捷的享受服
务。相对而言，有精力追求精神慰
藉的老人大多比较健康， 因此前
往平南居的二楼享受服务也不会
吃力。另外，细节之处如走廊的扶
手、桌椅以及辅具等，都为老年人
的安全着想，非常的人性化。

中心志愿者系统也体现出
人性化设计。 为鼓励社区有能力
的中老年人加入平中心志愿者
行列。 中心设计了志愿者积分兑
换规则，每次参与志愿服务便可
获得积分，积分可以兑换不同的
奖品也可以兑换中心服务。 社区
中的中老年人可以用参加志愿
服务获得的积分来兑换他们需
要的养老服务，从而在促进他们
老有所为的同时，实现代际之间
的互帮互助。

借鉴之处

上海有一定数量的平南居
邻里中心这类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 它们满足了老年人社区居家
养老的需求， 形成自己风格，对
我国其他地区的养老服务具有
一定借鉴意义。

首先，政府出力是基础。 平
南居邻里中心是由政府主导建
立的服务中心， 闵行区委副书
记、区长朱芝松表示：“我们通过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居
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以及群众骨
干、志愿团队、社区社会组织、驻
区单位的协同作用, 提升治理能
力和服务效能, 为群众创造更宜

居、更美好的生活。 ”政府的大力
投资，使得社区老人可以以低廉
的价格享受优质的服务。 笔者认
为，想要全面的让老年人享受更
好地服务，政府这只“有形的手”
不可或缺， 只有让政府掌舵，联
合社会组织和私营机构，才能提
供长期有效的服务。

再者，多元化供给也是值得我
国养老服务发展借鉴的地方。平南
居邻里中心的运营主体包括居委
会、 社会企业以及志愿者群体，居
委会负责总体管理，社会企业负责
提供专业服务（如家电维修由“显
保家为”提供服务，日间照料由“爱
照护”提供），志愿者负责辅助性工
作，不同供给主体各司其职，体现
着福利多元主义的思想。在老龄化
日益严重的今天，单一主体的养老
服务难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
求，因此多元供给应当成为我国养
老服务的主流。

最后， 要把需求放在第一
位。 平南居邻里中心切实考虑了
老年人的养老和医疗需求，实现
了以需定供的服务供给。 一方
面，如笔者开头所说，老年人更
偏好在熟悉的环境养老，而家庭
养老缺少一定专业的健康照护，
因此“医养结合”的社区居家养
老模式是老年人的最优之选。 另
一方面，不同健康阶段的老年人
的养老需求不同，在提供服务前
必须要考虑到不同老年人的多
样化需求，平南居在这一点非常
值得我们学习。

平南居邻里中心这类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既能满足老年人

“在地养老”的地理需求，又能满
足“积极老龄化”理念下老年人
在健康、生活、文娱等多个层次
的养老需要。 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在政府、社会企业、志愿者等
多方供给主体的协作下，越来越
多的养老服务机构会融入社区，
为老年人提供便捷、 周到的服
务，帮助他颐养天年。

（据公益慈善学园）

可克达拉， 一个民族多元的
边陲小镇， 一座伊犁河谷的兵团
之城。 2018年 10月下旬，连连支
付携手中华儿慈会“希望之履”项
目组走进新疆可克达拉六十四团
小学， 将 1804 双运动鞋送到维
族、哈萨克族、回族、汉族、柯尔克
孜族的孩子们手中。 连连支付希
望借助捐鞋的微小努力， 关注到
可克达拉的每一位学生个体，并
通过走访少数民族家庭以及书法
教学互动， 为孩子们的未来注入
更多团结、和谐的因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六十四团
是第四师辖区内少数民族最集中
的聚居团场。 依傍着哈萨克斯坦
边境的这所小学，其 1804 名学生
中， 少数民族孩子占了四分之三

以上———维族、 回族家庭在天山
下经商、畜牧，供给子女教育；哈
萨克族、 柯尔克孜族在天山草甸
游牧， 秋后下山把孩子送进学校
……近年来， 在党和政府对新疆
教育的高度重视下， 在社会各界
的多样援助下， 可克达拉各所学
校的教学硬件条件得到大幅改
善，簇新的校舍、整洁的食堂、标
准化的操场、现代的教学设备，夯
实了边疆孩子的基础教育。 但同
时， 由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准的不
统一， 不同的家庭也面临着各自
的困难，久而久之，一些孩子的儿
时梦想便逐渐失去、黯淡下来。

中华儿慈会“希望之履”项目
于 2010 年设立，致力于让贫困地
区的少年儿童有鞋穿，走好路，健

康快乐地成长。 连连支付携手中
华儿慈会已累计为宁夏海原、甘
肃敦煌、青海果洛的 2000 多名山
区的孩子送去了新鞋， 助力这些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可克达拉六
十四团小学穿上新鞋的孩子们，
兴奋溢于言表， 拉起志愿者跳起
热情的新疆舞蹈， 又围着志愿者
说起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在这个多民族的边疆地区，
民族团结是最重要的文化。 可克
达拉是江苏镇江的对口援助城
市，在对口援助的书法教室里，连
连支付志愿者为各民族孩子们，
从汉字的起源和论语经典讲起，
以“心生万物”为主题，把中国传
统文化注入一颗颗对历史好奇的
心里，引导更有爱的相处方式。

此次通过在新疆可克达拉
发放暖心的“希望之履”，连连支
付希望为校园里的孩子们筑起
民族团结的“连连之心”。 关注基
础教育、关注偏远地区儿童的足

部健康与生活梦想，连连支付的
“希望之履” 公益活动已经开展
了整整三年， 并将一直继续下
去，让更多人参与进来，致力让
爱传递。 （张明敏）

连连支付“希望之履”走进新疆可克达拉
共筑民族团结的“连连之心”

在平南居邻里中心服务大厅举办的社区义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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