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IOR LIFE 乐寿

E-mail:siturenyuan@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 / 司徒任远

美编 / 吴婷

2017.12.7

7

浦东 142 家农村养老睦邻互助点验收合格

农户家设互助点 守望相助享晚年
中国老年人政策进步指数发布

上海多项指标领跑全国
本报讯 （记者 徐玲）近日，
“ 中国老
年人政策进步指数 2017”发布，上海排名
第一。该指数显示，2016 年中国老年人政
策进步指数排名前 10 位的省市依次为上
海、北京、福建、浙江、江苏、甘肃、山西、山
东、云南、新疆。
据了解，该指数评价体系包含政策环
境、社会服务、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
福利、老年教育与自治 6 个一级指标以及
24 个二级指标。其中，上海老年人社会服
务、社会福利多项政策领跑全国，民办非
企业注册养老机构比率、养老服务机构人
员配比、养老机构收住失能半失能人员比
例等指标均位居全国第一。
纵观 2012 年至 2016 年中国老年人政

策进步指数排名结果，上海连续 5 年进入
全国前十，老年人政策创新亮点频频。8
个省市出台的政策明确要求开展老年人
需求评估工作，其中上海推动老年人照护
等级评估政策力度最大，全市全面实行老
年人统一照护需求评估一年多来，已为 2.9
万老人派送服务。同时，上海首批试点长
期护理保险。据了解，浦东将于近期试点
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高龄津贴方面，
上海上调了高龄津贴标准，与此同时，还
通过敬老卡为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梯度发
放老年综合津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规
范方面，上海最为细致全面，对多项居家
养老服务规定了时间、温度、次数等可量
化标准。

浦东优秀老年志愿服务获表彰
本报讯 （记者 徐玲）日前，2017 年上
海市老年志愿者总队年度工作总结会暨优
秀老年志愿服务项目表彰会召开，浦东的
“阳光睦邻”
“和谐金秋”
“老年志愿者在行
动”
“为老助餐”
“银龄康乐”等优秀老年志
愿服务项目获表彰，有特色、有亮点的做法
得到市老年志愿者总队的肯定。
2017 年，浦东“老年志愿者在行动”系
列活动得到了新的发展。全区 36 个街镇 5
万多名老年志愿者坚持在助养、助乐、助
餐、助保等多方面，运用多种形式，热心、细
心、诚心地为广大老年人服务。在区老年
协会承接的市政府公益为老服务项目中，
有 8300 多名老年志愿者投入了“老伙伴”
计划项目，为逾 4.17 万名高龄独居、困难老
人提供结对关爱服务；500 多名老年志愿
者参与为 250 户低保困难老人进行“适老
性”住房改造方面的服务工作。
塘桥街道的施嘉善获得了“新区 2017

▲周浦镇北庄村的老
年人在蔡阿姨家的一楼客
厅聚会。 □北庄村 供图
▶北蔡镇莲溪八居朝
阳乐园睦邻点的老年人在
徐阿姨家院子里参加社区
医生的健康讲座。
□本报记者 徐玲 摄

浦东地域范围大，在农村地区，老年人住得比较分散，距离村
镇的服务设施比较远，为了解决这部分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浦东
试点推广了农村养老睦邻互助点模式。如今，全区已有 142 家睦
邻点验收合格。睦邻点为农村老年人抱团取暖搭建了平台，其中，
将自家房屋拿出来设点的“点长”们功不可没，有了睦邻点这个实
体，很多服务内容才能加载上去。当家门口有了医疗、文化、健身
等各类服务，农村老年人便改变了“一户一狗一院落”的孤寂生活
状态，
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起来。
■本报记者 徐玲

村民自家小楼成为睦邻点
周浦镇的老蔡睦邻养老互助点
位于镇东南角的北庄村，
这是一个距
离“小上海”周浦镇有半小时车程的
村落，
睦邻点所在的蔡家宅距离北庄
村委也需要步行 20 分钟左右。村里
老年人亟需家门口的活动场地，
68 岁
的蔡梅娟便把家中小楼贡献了出来。
这里，小河弯弯。蔡阿姨家的小
狗名叫
“欢欢”
，
一有陌生人走近，
它就
汪汪大叫，
要是村民前来办活动，
它就
乖乖地一声不吭。蔡阿姨家的小楼可
谓豪华，
这是2014年重新建造的三层
楼房，
每一层都有150平方米左右，
谈
心室、
保健室、
沙发、
圆桌应有尽有。
蔡阿姨的小楼里每周都会安排
睦邻点活动。蔡阿姨原是村宣传队
队长，
是村里的文艺骨干，
擅长沪剧、
越剧等。她自费买了一台播放器，
收
录了几百首戏曲名段，
乡亲们来了就
能点播。为了让大家有一个锻炼空
间，
蔡阿姨还把后院的十几棵果树都
清理掉了，
整了地皮，
铺了水泥。
除了成为村里的睦邻点，蔡阿
姨的家还是北庄村 1 组 98 户居民的
联络点，村里发通知、发重阳糕，都
是蔡阿姨一家一户上门服务。

老人在活动中忘记悲伤
北蔡镇莲溪八居朝阳乐园睦
邻 点 坐 落 于 一 片 居 民 区 内 ，对 于
居民楼里的睦邻点来说，
“宽敞”

二字似乎是一种奢望。难得的
是 ，居 委 里 还 保 留 着 几 栋 独 立 的
私房，更难得的是，徐永珍阿姨主
动将自家二层小楼辟为睦邻点，
附近的老年人都被吸引过来参与
睦邻活动。
记者来到朝阳乐园时，30 多名
社区老年人正在徐阿姨家的小院里
听讲座——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孙医生正在为老人讲解高血压的
防治。92 岁的徐爷爷是居委独居老
人，最近一段时间，他总觉得有些头
晕，有时还出现耳鸣。孙医生耐心
了解了老人降血压药的服用情况，
并介绍了一种方便易服的西药。他
说，许多疾病都会有头晕和耳鸣现
象，因此建议老人周五到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做个全面检查。孙医生告
诉记者，自己是社区签约的家庭医
生，认识在朝阳睦邻点活动的许多
老人，对他们的健康状况也比较了
解。
“ 现在，我每月都会在这里办讲
座或者开设义诊，老人不用去医院
就能找我做健康咨询。不少老人特
地带着病历过来，能在这里解决的
问题就帮他们现场解决，所以每次
来睦邻点的人数总是很多。”
几年前，徐永珍由于老伴过世，
一直生活在阴影里。居委的志愿者
姚文秋便主动找上门来陪伴并开
解。慢慢地，徐永珍家就成了几个
志愿者的聚会场所，徐永珍擅长包
粽子，逢年过节志愿者们就聚在一
起包粽子。徐永珍渐渐在忙碌中忘
记了悲伤，笑容重回脸上。

成为睦邻点“点长”后，徐永珍
的事情就更多了。为了打造一个优
美的活动环境，徐永珍把小院里一
直攒着舍不得扔的“破烂”都清理
了，还买了绿植和种子，带动睦邻点
的老年朋友一起动手美化。

新区农村睦邻点各具特色
优秀的“点长”带动了睦邻点的
长足发展，新区各街镇的农村睦邻
点各具特色。康桥镇百草园睦邻点
的“点长”龚阿姨将自家花草基地对
老年人开放，一年四季花香满溢，笑
声满园；老港镇东河村“点长”谢阿
姨为了开办睦邻点，特地从惠南镇
搬回老家；宣桥镇小芳睦邻点“点
长”小芳阿姨虽身患大病，仍乐观开
朗地组织活动，传递“运动使人健
康”的理念。
新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农村养老睦邻互助点既是构成邻
里互助圈的核心设施，又是串联起
居家和居村活动圈的有效节点，实
现了 “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
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传
统社会理想。接下来，
新区将对“点长”进行
培训和表彰，今年将
在全区内推选出 68
家睦邻点申报上海
市社区老年人示范
睦邻点，通过“以评
促建”进一步提升
建设水平。

十佳老年志愿者”称号。在他的努力下，街
道老年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
23个居民区都
建立了老年志愿者小队，
助老服务的老年志
愿者人数从当初的 60 余人扩大至 300 余
人。街道老年协会承接新区“老伙伴”计划
项目、
“适老性”住房改造项目，还承接了街
道
“阿拉老帮友”
助老项目，
实现了对塘桥60
周岁以上独居老人结对关爱服务全覆盖。
今年，
又实现了80周岁及以上空巢老人结对
关爱服务全覆盖，
受助老人已达1800余人。
各街镇都活跃着像施嘉善这样的老年
志愿者，经各街镇老年协会认真评选推荐，
区老年协会审定，评出十佳老年志愿者 10
名，十佳提名奖 28 名，优秀老年志愿者 112
名。老年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今后的老
年志愿者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骨干培训，
重视老年志愿者队伍建设，
积极争取各级政
府、部门对老年志愿者工作的大力支持，共
同推动老年志愿者工作再上新台阶。

浦东第四届老年运动会收官
本报讯 （记者 徐玲）自 9 月底至 11 月
底，浦东新区第四届老年运动会 15 个项目
全部顺利完赛。本届老运会赛事项目设置
既科学合理，又丰富多彩，对倡导科学健
身、提高生活质量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区老运会项目除了门球、中国象棋、柔
力球、木兰拳、钓鱼 5 个项目外，还另设 10
个项目，有重点推广的穴位、益寿健身操，
有普及面较广的乒乓球，有弘扬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健身气功、太极拳、练功十八
法，有群众性参与项目健身秧歌，还有自行

车车技等项目，深受广大老年参赛选手喜
爱。整个老运会实际参赛队伍 415 支，人
数 5643 人。据不完全统计，关注、参与本
届老运会的老年人有近 10 万人。
5 年来，浦东新区的老年人体育健身
事业有了长足发展，除每年举办门球、象
棋、健身操等常规活动外，浦东还组织参加
了市十届老运会及市级以上各类竞赛活
动，今年还组织两支门球队、1 支持杖健步
走队代表上海市参加第三届全国老年人体
育健身大会，
为上海与浦东赢得声誉。

乐

老有所

川沙“亲邻坊”为老服务项目变废为宝

用过期食材制作谷物拼盘
本报讯 （记者 徐玲）又到了秋收冬
藏的季节，田头已是一片萧瑟。在川沙
新镇新吉村，社工和志愿者把久置的大
米、小米、绿豆、黄豆当作手工原料，和这
里的老人们一同制作谷物拼盘，带领农
村老人体验田头艺术之美。
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启发老人在白色
的圆盘上用铅笔打好底稿，
再平铺一层胶
水，
然后将颜色各异的食材填充在不同区
域。看，一只栩栩如生的“蝴蝶”做好了。
仔细一瞧，
“ 蝴蝶”身体由红豆拼成，
“翅
膀”由绿豆组成，
周围装饰有一圈小米，
两
边各用 3 颗黄豆作点缀。
“谷物蝴蝶”看起 老人们制作的谷物拼盘。
来别有一番韵味。在工作人员的指点下，
□本报记者 徐玲 摄
很快，闪烁的“星星”、健壮的“小树苗”等
都呈现在眼前。老人们看着自己的作品， 的时令特点，为老人精心安排不同的健
感慨要珍惜粮食，
就算是过期不能食用的
康、文化、政策宣讲等活动。此次手工活
食材，
也要想办法变废为宝。
动，志愿者还对小米、绿豆、黄豆等谷物
这是川沙新镇“亲邻坊”为老服务项
的养生功效进行讲解，向农村老人传递
目之一，沁远公益的工作人员结合不同
药补不如食补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