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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不断扩大居家养老服务圈，养老服务设施功能日渐完善

“送上门”“请进来”让夕阳更暖更红

2017年 11月，海口市被国家民
政部、财政部批准列为中央财政支持
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第二批改革
试点地区。笔者了解到，为尽快形成
具有海口特色、有亮点、可复制、可推
广的改革试点成功经验，市、区地方财
政加大了对海口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
务改革试点的资金投入，累计资金达
4055.4万元。

在完善居家养老服务设施方面，
海口市对33个城区和农村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进行升级改造，目前，美
兰区龙舌坡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开展老年餐桌试点已启动运营，演
丰镇演东村委会瑶城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开展延伸服务项目正在进行
改造，琼山区滨江街道城东社区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已开工建设，另外，还
有25个城区和镇、村日间照料中心、敬
老院等进行了增加设施、购置设备等相
关工作。

海口市还积极探索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新模式，在全省内率先开展社

区长者饭堂助餐服务试点，为老年人
提供助餐服务。“社区长者饭堂助餐服
务采取“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个
人出一点、慈善捐一点”的方式进行运
营，以“保本微利”的标准，逐步实现助
餐服务的专业化、市场化、规模化发
展。”海口市老龄办主任武金岭表示，
到2020年，在全市城区社区推广试点
长者饭堂工作经验，力争实现全市城
区社区“长者饭堂”全覆盖，每个街道
建设一家较有规模的社区“长者饭
堂”，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日间
照料中心均能开展助餐服务。

于此同时，海口市还积极推动居
家和社区医养融合发展，目前已有7
家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和4家住养型养
老机构、镇敬老院完成签约，为老年人
提供医养服务，年底前还将完成4家
城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为老年人提
供医疗服务。同时，开展基层医疗服
务机构与居家老人建立签约上门服
务，为老年人提供持续的健康管理服
务和医疗服务。

11月20日，在澄迈县瑞溪镇瑞
溪墟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上百名老
人在这里依次排开，喝着茶水、吃着糕
点，围坐在一起聊天，这里成为老人们
的乐园。

“年轻人忙起来都没时间照顾家
里老人，所以老人们十分孤独。”澄迈
县老龄办负责人介绍，瑞溪墟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是一个社会力量支持养
老服务的典范，由海南天瑞慈善基金
会投资720万元兴建，于2017年2月
15日正式开放，为当地老年人提供生
活照料、精神慰藉、文化娱乐等服务的
场所。

时间一久，瑞溪镇越来越多老人
喜欢到日间照料中心里休闲娱乐，到
如今每天可以接待300多位老人。照
料中心每天为老人们免费提供茶水、
豆浆、咖啡、糕点等，日间照料中心现
在每月支出4万多元，由海南天瑞慈
善基金会提供。老人们在这里可以打
牌聊天，可以到图书馆看书学习，也经
常参加各式各样的节目。老人在享受

服务中，度过愉快的时光。
今年3月2日，由澄迈县总工会

联合瑞溪镇举办的“亲亲一家人”元宵
游园活动，在瑞溪镇天瑞老年人活动
中心拉开序幕。百余名长寿老人和亲
朋好友一道，兴致勃勃地猜灯谜、击春
锣、套肥鸭。

“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吃了早餐，7
点左右相约来到日间照料中心，然后
在一起打扑克、聊天、看电视，非常开
心。”黄竹村的老人们告诉笔者。

“养老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进入
养老院是一种选择，居家养老也是一
种选择。”澄迈县民政局副局长吴殷
萌介绍，为了支持居家养老，2018年，
澄迈县政府投入50多万元购买居家
养老服务，在县城区域全面铺开。按
照“待遇有别、突出重点、适当普惠”
的原则，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家庭
困难程度和养老需求，由政府财政资
助，为服务对象提供日常生活照料、
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方
面的低偿服务。

陵水孝行天下居家养老服务站
成立于2014年，所开展居家养老服
务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项目。

“我们希望通过服务，让有活动能力
的老人由服务人员陪伴走出家门到
附近的邻居、社区、公园散步聊天交
流排解寂寞。同时，我们也对活动不
便的老人由服务人员走进家门，根据
老人需要为其提供家政清扫、健康咨
询、人文关怀、临终关怀等一系列服
务。”陵水孝行天下居家养老服务站
理事长周星颖介绍。

现居住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
镇17个城乡社区的数十名老人，每年
都会享受到陵水孝行天下居家养老
服务站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服务内容
有：不定期组织专家为老人健康体检
义诊、寒冬时节为老人送棉被、春节
前夕到老人的家里大扫除……真诚、
精心和体贴的服务，让困难居家老人
的养老有了保障，也让很多在异地打
工的老人子女解除了后顾之优。

目前，养老服务站有专业护理人

员8人，其中培训获得养老护理员职
业资格证的有5人，服务人员费用计
算以时间为标准，社区以“服务劵”的
形式按规定标准发放给符合条件的
服务对象，服务人员根据所提供的服
务时间、提供的优质服务，并经过服
务质量评估满意后，获得服务对象给
予相应的“服务劵”。

每天，专业的护理人员会前往椰
林镇的各个老人们家中，针对失去生
活自理能力的空巢老人，会为他们提
供包括洗衣、穿衣、送餐、帮助进食等
服务。在精神慰藉服务方面，会为服
务对象提供陪聊、读书读报、听广播
等，陪护有需求而出行不便的服务对
象上医院、公园、超市等公共场所。
我们还充分挖掘社区现有资源、结合
义工、志愿者等社会人力资源建立助
老志愿服务队伍。周星颖表示，陵水
的很多志愿团队，不定时加入到他们
的队伍，服务于居家养老服务对象。

（本版策划/刘超 撰文/刘超 图
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迎着冉冉升起的
朝阳，走进位于澄迈
县金江镇黄竹村长寿
老爸茶园，阳光洒落
在宽阔的院落里，院
内布局合理，花朵散
发着芳香，悠扬的音
乐声从这里传出。数
十名老人跟着电视中
健身操示范片的动作
锻炼身体。 另一旁，
数十位老人或凑成一
桌打扑克，或聚在一
起聊天，小小茶园俨然
成为老人们的乐园。

截至 2018 年 3
月8日，全省60周岁
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
135.23万，占户籍总
人口的 14.8%。省
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
善事业促进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省民政厅
积极贯彻落实《海南
省养老服务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截至
目前，已基本完成“建
设150个社区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工作
目标，并印发了《加强
城乡社区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运营管
理通知》，加强对日
间照料中心的建设
和管理，将居家养老
和社区服务二者有
效结合，使更多的老
年人在社区就能得
到贴心周到的生活
服务照料，不断满足
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完善居家养老服务设施
提高服务能力

社会力量参与搭建平台
老人抱团欢度时光

政府购买服务
让困难老人“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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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上门”

565个城乡社区
开展居家养老服务

幸福的老年生活是什么样的？饿
了，可以到社区食堂就餐；病了，可以就
近就医或者有医生登门问诊；闷了，能
和朋友一起写写画画、唱唱跳跳；遇到
麻烦了，在手机上点一点就有人上门服
务……

家住海口市美兰区龙舌坡的韩奶奶
将近90岁，体弱多病的她多年来一直独
自生活。从2009年海府街道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成立起，护理员林秋丽就
承担起照顾韩菊梅的任务。无论刮风
下雨，她每个星期不少于2次（1次2.5

小时）到访阿婆家，帮她买菜、打扫、换
灯管；帮她洗澡、剪头发；陪她散步，给
她按摩。

笔者从省民政厅获悉，我省全力推
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主城区全覆盖，并
向农村拓展。截至目前，全省各市县开
展城乡居家养老服务试点社区565个，
各市县建立了社区居家养老补贴制度。
海口、三亚、儋州、文昌、东方、白沙、陵
水、保亭等市县在做好主城区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的同时，正在开展乡镇和农村
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

与此同时，我省加强养老护理员队
伍建设。建立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培训制
度，逐步达到管理规范化、服务专业化的
要求。近5年来，省民政厅依托省托老
院举办了9期养老护理员培训班，共为
各市县培养养老护理员720人。

“请进来”

日间照料中心
让老人的日子很有“味”

每天上午，吃完早餐后，来自北京60
多岁的王叔叔就直接来到离家不远的海
口市玉沙村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先在阅览
室读读书翻翻报纸，等其他老人也到了，
大家就在一起看电视、聊天、下棋，中午在
这里吃饭和休息，日子过得真有“味”。

玉沙村日间照料中心的社工告诉笔
者，日间照料中心可满足老年人就餐、娱
乐、休息等日常生活需求。主要给高龄空
巢、独居老年人提供低偿生活照料、医疗康
复、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为主要内容的养
老服务。这里有棋牌室、阅览室、书画室、

健身室、理疗室，还有老年人网络学校。“每
天都有居住在附近的老人们聚到这里跳
舞、看电视、打乒乓球、打牌、唱歌。”

“日间照料中心最大的好处就是很
自由，来去随意，不用离家，白天来参加
活动，晚上回家和儿孙们相处，更容易为
老人所接受、喜爱。”省民政厅社会福利
处和慈善事业促进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作为养老服务的重要形式，日间照料中
心为老人们提供娱乐、就餐、休息、保健
等多种服务，目前全省已有56个日间照
料中心投入使用。

2017年11月，海口市被国家民政
部、财政部批准列为中央财政支持开展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第二批改革试点地
区。笔者走访了解到，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也逐渐成为海口社区标配。海口许
多照料中心里设娱乐棋牌多功能室、康

复理疗室、体育健身场所、老人休息室、
餐厅等功能区，配备棋牌桌椅、休息床
等，老年人可在中心休闲娱乐、健身康
复。老年人白天在中心接受照顾参与活
动，晚上回家享受家庭生活。

织密安全网

老人遇事
“有人可帮”“有方可解”

每天，在海口市社区居家养老呼叫
求助服务信息中心内，工作人员都会忙
碌地接听着寻求养老服务的老人的电
话。工作人员介绍，中心为全市老年人
提供24小时全面完整的居家养老数据
化档案管理、紧急救助，形成“随叫随到”
的居家养老服务圈。

海口市社区居家养老求助信息服务
中心自2013年4月建成运营以来，为海
口市老人提供的诸如生活照料、紧急救
助、节日关怀、健康档案等服务日趋完
善，切实为老人解决了各种生活问题。

老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除了可以
直接拨打“12349”热线进行求助，还可
以按下一键通手机背面的红色SOS按
键，手机便会发出警报声吸引周围人群
注意，同时还会自动拨打到“12349”服
务热线，工作人员接听电话时电脑页面
上就会弹出老人姓名、住址、家庭联系
人等相关信息。如有需要还可以通过
手机的定位系统查询到老人所在的位
置，从而通知老人附近的居委会或是居
家养老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前去救助
老人。如需120前去救助也能及时提
供地址，这在很大程度上能有效地帮助
到一些因突发状况而无法开口说明情
况的老人。

“12349”服务热线工作人员每一次
为老人提供救助服务后，还会对每一位
被救助老人的情况进行回访，确认老人
的状况并了解老人后续是否还需要其他
帮助。如今，“12349”求助中心已经成为
海口市养老服务热线，老人只需拨打

“12349”，即可定制看护、家政、送餐、精
神慰藉等多项上门服务。从海口市

“12349”平台开通至2018年3月，总话
务量已经达到116.6万次，其中总呼入量
达到70.1万次，总呼出量达到46.5万次。

重阳节慰问。

爱心义剪活动。 澄迈县瑞溪镇瑞溪墟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省老龄办工作人员走访检查居家养老服务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