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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芝罘融媒实习记者 高
洁 通讯员 鹿嘉伟）近日，福泰社区开
展“关爱老人健康 推拿按摩暖人心”
公益活动，组织专业推拿医师志愿者
免费为60周岁以上社区居民进行推
拿理疗、针灸等服务，为社区老人送上
健康和温暖。

活动现场，推拿医师为老人们进
行专业的按摩推拿，参加活动的居民
们边听边学边请教，现场气氛十分活
跃。这些保健按摩疗法通俗易懂、直
观易学、易于操作，非常符合老年人的
健康需求，深受居民欢迎。

通过本次活动，不仅增强居民的
健康意识，还加强社区与居民之间的
互动，让社区居民生活充满幸福感，真
正做到“共享福泰、乐享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邵琳）为营造社
区敬老爱老的良好氛围，近日，进德社
区联合老街坊志愿服务队在辖区内开
展免费理发公益活动，为广大老年群
众送去关怀。

活动当天，社区工作人员在辖区
振华超市门口摆起理发台面，并邀请
经验丰富的志愿者为群众们理发。现
场群众自觉排起队伍，秩序井然。

此次免费理发公益活动为老人提
供了方便，也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
的关心。今后，社区将继续努力，为居
民提供更多优质的便民、惠民服务，逐
步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本报讯（通讯员 刘俊霞）近日，万
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召开社区议
事会议，以“畅通渠道、汇集民意、促进
参与”为原则，针对走访过程中发现的
社区老龄化问题，依托社区现有资源
探索社区养老新模式。

万华社区三分之一以上常住居民
为老年人群体，社区养老的推行刻不
容缓。针对这一议题，居民们畅所欲
言，纷纷表示，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
社区老年人的幸福感逐年提升，但是
由于社区老年人需求的多样化，社区
食堂、日间照料、精神慰藉等需求未能
得到完善解决，这些都是日后社区养
老需要考虑的内容。

此次居民议事会议的召开，畅通
了居民的表达渠道，促进居民公共事
务的参与度，增加社区和居民之前的
亲密度，有利于形成居民参与治理、共
议共管共谋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 为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近日，海岸路社区走访慰问
辖区老党员。

社区工作人员利用休息时间陪党
员过周末，与老党员进行交谈，帮他们
收拾家庭卫生，并转达组织的关怀，叮
嘱他们要保重身体，有什么困难及时
反映，社区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他们。

本次走访体现了社区党组织对社
区困难党员的关心和生活上的照顾，
进一步增强社区党组织的向心力和凝
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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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芝罘融媒实习记者
纪冬辉 通讯员 李芳）为使辖区居
民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
老有所学、老有所依，楚泰社区开
展常态化助老活动，让老人切实感
受来自社会的温暖与关爱。

老有所养方面，楚泰社区积极
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政策，每年缴费工作开始后，工作
人员逐一电话落实适龄人员的缴
费意愿，做到户户有提醒，争取人
人有保障。严格落实高龄补贴政
策，根据辖区人口信息，逐一通知

符合条件的老人递交材料，及时发
放高龄津贴。面对辖区一些特困
老人经济收入较低的状况，楚泰社
区积极联系民政局与社会爱心人
士进行走访慰问，发放米面油等生
活必需品。

老有所医方面，社区邀请“楚
医27”成员医院，定期到社区为辖
区老年人进行体检，针对老年人慢
性疾病较为普遍的问题，成立楚泰
社区慢性病咨询群，群内邀请只楚
医院、970医院的专科大夫为老年
人进行一对一健康指导。

老有所乐方面，社区筹备各种
娱乐节目，丰富辖区老人的精神文
化生活，重阳节文艺汇演正在积极
筹备中，邀请辖区育阳鑫地幼儿园
的小朋友、社区舞蹈队、吕剧团等
为辖区老人送去欢乐和祝福。

老有所学方面，组建社区跳舞
队、吕剧团、棋牌队、象棋队，根据老
年人的特点，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
活动，为辖区内有爱好的老人提供
学习交流场所，充实老年人的精神
生活，既增加乐趣、陶冶性情，又保
持脑力，有益健康长寿和思想修养。

老有所依方面，社区定期开展
便民服务大集，让居民在家门口享
受各种便捷的惠民政策。活动围
绕健康义诊、法律咨询、政策讲解、
科普宣传、便民服务等设置五大类
民生事项，进行组团服务和现场办
公，为广大老人提供一场内容丰
富、特色突出的服务大餐。面对部
分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信息
交流不便的状况，社区工作人员积
极邀请老人的子女进入社区微信
群，方便老人第一时间了解社区政
策和资讯。

楚泰社区开展常态化助老活动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李淼
通讯员 陈俊祐）作为烟台市中心
区，我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户
籍人口总数的22%，已提前进入老
龄化社会。为及时、科学、综合应
对人口老龄化，全方位、多层次满
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
区民政局积极开展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改革，通过建设大型社区养
老综合服务中心、不断完善老年人
福利政策等措施，逐步实现“基本
养老”向“品质养老”的转变。

截至目前，全区各类养老机构
36处，内含凤凰台宝云、黄务东方
等大型社区养老综合服务中心，总
床位5000余张，护理型床位占比
达61%。收住老人2400余人，从
收住率看，机构养老床位已基本满
足老年人机构养老的需求。近几
年，我区积极提升养老机构专业护
理水平，开展区级护理人员队伍培
训60余期，培训3000余人次。

10月13日9:00，记者在城发
榆悦医养中心看到，园区内不少老
人正在活动筋骨，三五成群说说笑

笑很是热闹。“住在这里最大的感
受就是有安全感，配套的医疗设施
都有，娱乐活动也很丰富……”今
年80岁的牟瑞琴一年前和老伴一
块来到这里，“当时老伴生病，子女
们不在身边，第一时间为我们联系
到这边做康复，身体好了之后，老
伴竟然不想回去了，我们就一直在
这住下去了。”老人说道。

“这里有医生，身体不舒服能
第一时间解决。”在城发榆悦入住
了两年多的卢晓明老人忍不住想
要和记者分享。“我们与毓璜顶医
院进行了合作，有专门的的医护团
队保障老人们的身体健康，每天都
会进行一个基本的检查。另外，在
安全生产、疫情防控这些方面投入
了很多资金，加大人力物力投入，
老人们住得舒心，家人们也放心。”
城发榆悦医养中心工作人员王慧
琪说。在园区，老人们看到王慧琪
走来，亲昵地拥抱着她，就像见到
家人一样，其他工作人员亦是如
此。记者看到，他们很热情地和老
人们打着招呼“爷爷，您回来啦”

“奶奶，您去练歌呀？”
据了解，城发榆悦医养中心时

常会举行品茶、手工、水彩画、唱
歌、下棋等多彩活动，节假日工作
人员还会和老人们一起准备晚会，
表演节目。每学年都会有老年大
学的专业老师过来为老人们上声
乐、书法、舞蹈等一些课程。老人
们特别喜欢，在这里他们的生活很
充实。

据了解，在居家养老方面，我
区对60周岁以上特殊困难对象提
供每月30小时的政府购买服务，
入住养老机构的每月按400元标
准给予养老服务补贴；以政府购买
服务的形式为全区70周岁以上老
人以户为单位购买居家养老信息
服务，并配套4G通讯套餐。通过
免费拨打12349养老服务热线，为
社区老年人低偿或无偿提供养老
咨询、日间照料、家政服务、家电维
修、商品配送等一站式服务，累计
提供服务30余万人次，一键呼叫
急救社区老人500余人次。

2021年，区民政局全面推进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全区
养老服务水平。新建毓璜顶街道
宝云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新增养老
床位150余张；新建毓璜顶街道文
化苑、黄务街道万科翠湖山晓2处
市民社区食堂，为辖区老人提供优
质、便捷的用餐服务。9月份，为
我区百余名符合条件的失智老年
人免费发放防走失手环，为失智老
年人提供一份有力保障。为强化
全区养老服务队伍，10—11月份，
我区将委托专业培训学校为全区
养老服务人员开展一系列免费的
养老护理知识技能培训，预计培训
600余人次。

下一步，我区机构发展方向将
重点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提供服
务的护理型养老机构、养护院、护
理院等项目为主，同时将借力招商
引资，鼓励引导有能力的企业来我
区投资建设专业护理型养老机构，
同步指导现有养老机构由单纯机
构养老床位向专业护理型床位转
型，切实提升全区养老机构的专业
护理水平。

服务需求多层次 品质养老有保障
我区各类养老机构36处，总床位5000余张

本报讯（芝罘融媒实习记者
高洁 通讯员 张敏 摄影报道）昨
天一大早，位于南沟街的东山街道
党员活动中心热闹非凡，一场由芝
罘医院与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开展
的重阳关爱老人义诊活动在这里
举行，医院相关专家早早前往现场
进行布置准备。

义诊刚刚开始，75岁的乔安
福就坐到了芝罘医院肿瘤内科主
任吕玉萍的面前，他说：“我最近有
点不舒服，今天正好你们过来了，
我就来咨询一下。”经过仔细问诊
及对过往病史的了解，吕玉萍给出
了详细的诊疗建议，建议其到医院
进行进一步的复查。

康复医学科主任董雷从义诊
开始就没空闲过，他详细了解前来
看诊老人的身体以及饮食、情绪等
情况，结合老人主述，精准概括老
人的病情，并根据老人的日常习惯
详细地指导他们日常行为中哪些
会对身体有损害、怎么吃会缓解症
状。今年80岁的白文柱，身体虽
说没有大问题，但一些日常生活中
的小病小痛很是让他苦恼。董雷

从白文柱的讲述中诊断出
他是消化系统产生了

问题。在白文柱
的主述后，董雷为
他讲解了肠胃应

该如何保养，除了正常三餐外要额
外增加两顿副餐以吃坚果为主，并
同时为白文柱及在旁边倾听的其
他老人讲解有关肠胃的小知识。

几次看诊之后，皮肤科主治医
师尹利莎迎来了短暂的空闲，尹利

莎告诉记者：“老人来询问的大
多以灰指甲和瘙痒症为主，瘙

痒主要是冬天皮肤干、换
季免疫力发

生变化引起的。”她还叮嘱各位老
人在冬天要保持皮肤清洁，避免热
水烫洗，注意保湿。

连番问诊，热闹的氛围吸引社
区工作人员也前来问诊，在外打扫
卫生的环卫工人也进来让医生帮
助测量血压血糖，咨询身体情况。

“医院能到街道社区家门口来帮我
们这些老年人义诊，真是太感谢
了，尤其是对于一些腿脚不便的老

人更是一件好事。”东山老干部宣
讲团团长于大卫说道。

芝罘医院此次活动相关负责
人表示，老年人都是为社会做出
过贡献的群体，尤其是还有很多
像东山老干部宣讲团这样的老年
群体，在退休后仍然在为社会发
光发热，开展义诊关爱老年人是
医院应该做的事情，未来还将会
继续干下去。

“医媒联手”重阳关爱老人送义诊

进德社区开展
免费理发公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