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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美夕阳红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之“老有所养”篇

【故事一】虽风霜满面，日子
却七彩斑斓

“一股春风吹进了四季青敬
老院，那就是 2013 年 12 月 28 日
习主席来到我们敬老院，看望老
人们来了……”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敬老
院老年模特队的老人们在院刊
《夕阳红》里，登载文章回忆当年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的情景。

那一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老
人们身边，同他们亲切交谈，关切
地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
和在敬老院的生活情况。他要求养
老服务机构加强管理，增强安全意
识，提高服务质量，让每一位老人
都能生活得安心、静心、舒心，都能
健康长寿、安享幸福晚年。

敬老院老年模特队的刘进
文清晰记得， 习近平总书记鼓
励大家心情欢畅、 欢度晚年，
“大家觉得总书记的话特别温
暖， 老年人就是要用积极的精
神面貌面对生活， 优雅地度过
晚年。 于是， 我们在 2015 年 8
月成立了老年模特队， 让老人
们都‘美’起来！ ”

模特队成员张锦一度沮丧
地觉得， 进了敬老院就变成了
“等吃、等睡、等死”的“三等”老
人，但这里多姿多彩的生活让她
绽开了笑颜。“正像一句歌词唱
的，‘如今我们虽然已是风霜满
面， 而岁月留下的却是七彩斑
斓’。 ”张锦说。

如今，老人们在这里心情舒
畅、生活无忧。 在原有医务室基
础上，敬老院近年来还与北京大
学航天中心医院合作共建国家
医养结合示范养老院，开通了急

诊绿色通道， 建立专家定期义
诊、巡诊、坐诊服务机制，并逐步
同医院信息系统实现终端对接。

“头疼脑热医务室就看了，
去医院还可以走绿色通道，真是
方便多了。 ”张锦乐呵呵地说。

为进一步丰富老年人的文
化生活，敬老院还建立了银龄书
院，为千岁合唱团、舞蹈队聘请
了专业教师，《夕阳红》月刊也进
行了改版，为老人提供更好的展
示才艺、学习交流平台。

【记者手记】
民生无小事，养老服务更无

小事。
“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关

系 2 亿多老年人口特别是 4000
多万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晚年
幸福 ， 也关系他们子女工作生
活 ， 是涉及人民生活质量的大
事。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强调。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
求、尽快在养老院服务质量上有
明显改善 ，从 2017 年初开始，民
政部等 6 部门在全国开展养老
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拟通
过 4 年时间，实现养老院服务质
量总体水平显著提升 。 两年多
来，专项行动已在全国各地支持
和督促养老机构持续整治了 36
万处服务隐患，全国养老院普遍
存在的安全隐患得到有效遏制
和集中处置。

既要破解当下难题 ，更要形
成长久机制。 近年来，《养老机构
管理办法》等规章先后出台，《养
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等国
家标准也陆续公布，老年人在机
构养老享受到的服务，正朝着规
范化、标准化的方向不断迈进。

【故事二】服务居家老人，社
区大有可为

炎炎盛夏，福州鼓楼区军门
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内凉
爽宜人。 86 岁高龄的社区居民刘
建国和 84 岁的老伴， 几乎每天
一早就会来这里“报到”。

“孩子在国外忙工作，一年
才回来几次。 这里干净舒适，有
丰富的午餐和专业的护理人员，
每月伙食费 700 元，午休都有床
铺，真是太贴心了。 我们老两口
现在一待就是一天。 ”刘建国说。

2014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这里调研。他说，现在是老年
社会，养老服务工作越来越重要。
并叮嘱工作人员“好好干”。

在我国的养老服务格局中，
社区养老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很多地方推行的“9064”养老
服务格局中，90%的老年人为居
家养老、6%在社区养老、4%到养
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 这其中，
社区还发挥着为居家老人供餐、
医疗保健等重要职能。

过去几年，军门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能力得到很大提升，不仅
扩大了服务面积， 还实现了 24
小时为社区老人服务。 2017 年成
立的托老所，配备 5 名专兼职助
老员， 接纳 60 岁以上空巢、独
居、孤寡老人，提供多项服务，每
天还安排医生免费接诊。

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
任林丹说：“为社区的老人服务
是我们应尽的职责，也是我们施
展才干的平台。 要通过我们持续
的努力，让这里成为老人们温馨
的‘自己家’，让老人感到所有工
作人员都是‘自家人’。 ”

【记者手记】
社区连着千万家，为老服务

显关爱。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习近平

总书记关心关怀下， 我国在社区
养老和开展社区为老服务方面推

出了一系列惠民举措， 开展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着力
满足绝大多数有需求的老年人在
家或社区享受养老服务的愿望。

到 2018 年底，我国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覆盖全部城镇社区和
50%以上的农村社区， 以居家为
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
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基
本建立。

吃不愁、病不忧、孤不独、乐有
伴， 在千千万万的社区为老服务场
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安享“住
在自家、活在社区”的幸福晚年。

【故事三】服务多元化，社会
力量大

临近正午，兰州市城关区红
山根东路街边的一家虚拟养老
院餐厅食客盈门，其中有不少老
年人。

这家名为鸿瑞园的虚拟养
老院餐厅每天接待 200 多位老
人就餐，被称作“没有围墙的养
老院”。

2013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
书记曾在这里详细了解虚拟养
老院的运行情况，还为这里的老
年人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向他
们拜年。

像往日一样，74 岁的兰州市
民邓惟贤午饭时间来到了这里。
进门、打卡、出票，他熟练地完成
操作，粉条、鱼块、土豆丝、油麦
菜、 番茄炒蛋外加一份白米饭，
他只需付 8 元钱。

“多亏了总书记的关心，多
亏了政府的好政策，让我这个午
饭没着落的老头子沾了光。 ”邓
惟贤退休在家，子女上班白天无
法照顾他，他就把这里当成了固
定的午餐食堂，“这儿环境好，卫
生干净，一年四季供应适合老年
人口味的饭菜。 ”

2009 年，兰州城关区创建由
政府主导、企业加盟、市场运作、

社会参与的虚拟养老院，老年人
通过客服电话说明需求，指挥中
心就会通过网络给就近的加盟
企业派单为老人服务，虚拟养老
院根据对各加盟企业的考核结
果核拨政府补贴。

鸿瑞园虚拟养老院餐厅成
为第一批线下实体店。 如今，这
里除了为老人供餐，还提供医养
融合、日间照料、文化娱乐、保健
按摩等多项服务。 一些老年人组
成古典艺术班，把这里当成了每
天的排练场所。

目前，城关区虚拟养老院的
加盟企业已有 126 家，为老服务
项目扩展为生活照料、 医疗护
理、精神慰藉、紧急援助四大类
150 余项服务，全区有 12 万余名
老人注册入院。

“从上街买菜到洗衣做饭，
从打扫卫生到按摩陪护，为老人
们提供的一系列个性化服务，满
足了老年人居家养老的需求，也
解决了子女没时间没条件照护
老人的困扰。 ”城关区虚拟养老
院院长秦田田说。

【记者手记】
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拓展服务

能力，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国老

年群体数量庞大，老年人用品和
服务需求巨大，老龄服务事业和
产业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近年来， 党和政府大力支持
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业
发展 ， 不断降低制度性准入门
槛，从规划建设、购买服务、土地
供应 、税费优惠 、补贴支持等方
面对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
予以鼓励和扶持，养老服务的供
给和水平不断提升。不久前出台
的《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
见 》， 推出了 28 条具体政策举
措，打通“堵点”消除“痛点”，进一
步推动这项事业发展健全。

（据新华社）兰州市民在虚拟养老院一处排练室演奏（新华社记者 梁军/摄）

� � 福州市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林丹（中）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与就餐老人刘建
国（左）和他的老伴打招呼（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 � 最美不过夕阳红。
温馨的环境，安详的生活，需要养老服务保障工作做实做细，

让千千万万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养老保障和为老服务

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
近日，新华社记者回访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部分养

老服务场所，了解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的落实及养老
服务保障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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