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经济的发展， 社区养老问题越发突出。 如
何让老人不离家、 不离本社区， 在熟悉的环境里，
就能享受价格低廉且专业化的养老服务？

丰台右安门街道60岁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共有
25374人， 占地区总人口数30.2%。 面对日趋尖锐的
养老服务难题， 右安门街道党工委、 办事处以党建
为引领， 以无偿的方式， 为第三方专业养老机构提
供了4000多平米的场所， 有效降低了居民在社区养
老的成本。 近日， 劳动午报记者走进了丰台右安门
街道翠林二里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为您讲述这背后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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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安门社区养老融入党建元素

近日的一个中午， 记者走进了翠
林二里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整个养老
驿站有1200多平米。 原木色的地面一
尘不染， 每个卧室里放置了两张到三
张床， 卧室里有原木色的衣柜， 此外，
空调、 电视等生活设施非常齐全 。 在
休闲活动区 ， 还摆放着整齐的图书 ，
里面有老年人心理学、 居家自我护理、
如何防诈骗、 如何养生等方面适合老
人阅读的书籍。

记者走进去的时候， 在护理员的
照料下， 老人们正在有序享用着午餐，
午餐里有荤有素 ， 见底的餐盘和老人
专心用餐的神态， 看得出来老人们对
饭菜比较满意， 这些都是短期住在这
里的老人。 在一块白色小黑板上， 写
着 “今日注意事项”： 1.唐爷爷能自行
下床； 2.袁奶奶血压高； 3.程爷爷口水
多……养老服务驿站设置得很齐全 ，
有康复室、 理疗室， 还有阅读区、 乐
活俱乐部———方便老人在这里练习书
法 、 下象棋 、 插花 、 进行手工制作 、
听健康讲座等。

“按照国际常用标准， 右安门地区
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地区的养
老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本地居民
想要不离社区解决养老问题， 养老成
本很高成为难题， 于是我们街道办事
处出面为本土的专业养老机构提供无
偿的场所， 这样居民养老的成本就降
下来了。” 右安门街道党工委书记赵长
河坦言。

据记者了解， 以党建为引领 ， 右
安门街道提出 “无围墙” 的养老模式，
即老人不离家、 不离本社区， 在熟悉
的环境里， 就能享受专业化的养老服
务。 目前右安门街道辖区已建成 “1+
4+7+N” 的养老布局， 即： 1家养老照
料中心， 4家社区养老驿站， 7家老年
餐厅， N为可为老人提供各种所需服
务的第三方专业社会组织 。 达到了

“8596”的养老服务格局，即85%的老年
人享受以社区为依托、社会化服务为协
助的自主居家养老服务；9%的老年人能
够享受政府购买服务的居家养老服务；
6%的老年人享受机构养老服务。

据赵长河介绍， 右安门街道在社
区养老中融入党建元素， 就包括发挥
辖区党员志愿者的力量， 为老人们服
务， 比如每周五全天， 就有30多名党
员志愿者上门探望辖区老人。

“每周都有党员志愿者上门， 他们
的探望让我觉得很温馨！ ”陶奶奶今年
80多岁，有两个闺女 ，但是孩子结婚后
她一个人独居，她住在没有电梯的六层
居民楼里，平时很孤单，党员志愿者们
上门的日子是她最开心的日子。

提起辖区的党员志愿者 ， 今年80
多岁的白奶奶也是赞不绝口， “他们
过来陪我们聊天， 开导我们， 生活里
有什么不开心， 一股脑倒给他们， 轻
松多了呢。”

“喘息服务” 暖了社区老人的心

据翠林二里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站
长张超男介绍， 目前翠林二里养老服
务驿站为社区行动不便的65周岁以上
空巢、 独居、 失独、 失能、 半失能及
80岁以上高龄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现在已开展 “连心通” 腕表服务、 巡
视探访、 喘息服务、 助餐服务、 助洁
服务、 精神慰藉、 上门照护、 节日关
怀、 拓展服务、 驿站日托等， 受到社
区老人的广泛好评。

在养老驿站里， 记者看到了数面
锦旗， 其中一面是老人家属杨女士赠
送的， 据张超男介绍， 右安门街道养
老照料中心是北京市 “喘息服务” 项
目的八家试点单位之一。 隶属于右安
门街道养老照料中心的翠林二里社区
养老服务驿站便为居民提供了不少的
喘息服务。

“养老驿站为我们提供的喘息服务
让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杨女士在感

谢信中如是写道。 杨女士是一名普通
的退休职工， 今年65岁， 身患糖尿病，
她的爱人患帕金森病已有27年之久 ，
属于重症晚期， 几十年来， 每天的辛
勤照料让杨女士苦不堪言。 自从听说
喘息服务后， 杨女士特地来翠林二里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实地考察了一下 ，
对环境非常满意的她， 把老伴安置在
这里一段时间。

“自从我的爱人住进这里， 我不仅
从精神上身体上放松了， 而且还被这
里的一切深深感动着， 这里的工作人
员每天笑脸相迎， 饭菜可口、 服务周
到， 卫生环境也堪称一流， 不能吃饭
时帮忙喂饭 ， 不能洗澡时帮忙洗澡 ，
真正让我们家人做到了放心……” 杨
女士感慨地说。

据张超男介绍， 李爷爷和郭奶奶
也享受过 “喘息服务”， 李爷爷今年85
岁， 郭奶奶87岁， 他们的生活都不能
够自理， 养老驿站的护理员封启民亲
自上门， 按时喂水、 喂药、 喂饭， 给
老人进行按摩， 帮助老人进行康复训
练， 积极向家属传授护理知识和护理
技能。

两位老人的女儿李女士为此专门

写了感谢信： “封启民是我父母的喘
息服务护理员， 在近一个月的服务中，
他认真负责 ， 热情周到 ， 不怕脏累 ，
尽心尽职， 让我们一家感动！ 为此我
们要特别感谢翠林二里社区养老服务
驿站！”

乐活俱乐部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

在翠林二里养老服务驿站 ， 还专
门设置了乐活俱乐部， 俱乐部有100多
平米， 在这里， 社区的老人们可以开
展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 像书画展示 、
合唱、 阅览、 练习相声、 进行手工制
作等 ， 还有免费的培训课程听 ， 从
2019年3月上旬起， 老年人国情教育培
训课在这里开班， 每周六上午两个多
小时， 辖区很多老人领着自己的子孙
来听， 其乐融融， 如今已开办了10期。

辖区的王阿姨今年65岁 ， 平时都
是独居， 每次国情培训课， 她都领着
7、 8岁的孙子来听， “国情培训课程
内容很丰富， 有弟子规、 论语篇、 孝
道文化等， 很适合带着孩子来听， 最
重要的， 培训课也是我和孙子在一起
尽享天伦之乐的时刻， 所以每周六的
课程我都早早带着孙子过来听！” 王阿
姨兴奋地说。

辖区退休后的刘女士则经常来乐
活俱乐部练习书法， “退休后没啥事，
就开始练习书法 ， 我们有个书法爱好
组 ， 有30多人 ， 每周会过来3、 4次 ，
这里场地宽敞， 和文友们一起练习书
法， 相互点评， 快乐的时光就这样悠
悠过去！ 特别感谢养老驿站为我们老
人提供了这么好的活动场所！” 刘阿姨
感慨地说。

“坚持党建引领 ， 高标准建设阵
地、 高效率管理团队、 高质量优化服
务， 打造 ‘党建+养老’ 服务品牌， 让
右安门地区老年人享受到更专业、 可
承受的居家养老服务， 增强老年人的
幸福感、 获得感和安全感， 是我们最
大的心愿！” 赵长河最后感慨地说。

为社区老人撑起一片艳阳天
———丰台右安门街道养老驿站社区养老新模式侧记

□本报记者 余翠平/文 孙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