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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出门就能看医生

在安养中心，不时传出一
些外地口音。有些南方的老
人，因为各种疾病不能承受当
地湿冷的气候，他们选择来到
潍坊鹤翔安养中心过冬，同
时，他们还能接受日常的疾病
护理。杭州人陶玉华就是其中
之一。

陶玉华今年75岁，因早年
在东北参加工作时患上哮喘
病，冬天成为她最难熬的季
节。

今年冬天来临前，她得知
潍坊有一家医养结合的养老中
心，于是决定前来“试住”，
“试住”之后她就不想走了。
陶 玉 华 是 鹤 鸣 公 寓 的 “ 活
宝”，爱唱歌爱跳舞，爱到处
串门。

往年冬天，她可没有这么
好的精力。

杭州的冬天天气湿冷，没
有暖气，这对于患有哮喘病的
陶玉华来说，是个很大的挑
战。因为疾病原因，陶玉华每
年冬天都要在医院度过一段时
间。最严重的时候，她连呼吸
都困难，不得不靠吸氧度日。

陶玉华最看重的是安养中
心的医疗设施。前几天，她因
外出着凉感冒了，安养中心的
医生每天定时嘱咐她服药，查
看病情，护理人员每天早上为
她测量血压、血糖、体温，两
天后，感冒好了，哮喘病竟没
有发作。

安养中心的配套服务也比
较符合陶玉华的要求，冬天的
平均温度在24摄氏度左右，地
暖、空调、呼叫、监控、卫生
间、液晶电视、医用电梯等设
施一应俱全。每个房间的门上
都贴着护理员的名字和老人每
天的生活起居，包括一日三餐
有没有按时吃饭，每天大小便
次数是否正常，血压、血糖是
否达标等。护理中心除了照顾
老人的日常生活，还安排医
生、护士随时给他们检查身
体，进行日常医疗护理。

陶玉华盘算着，安养中心
的综合大楼开始投入使用以
后，她就把老伴接过来，以后
两人就在此养老。

“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应
该在享受中养老”，陶玉华
说，他有两个儿子，儿子都很
有出息，但在她看来，靠子女
养老的模式将很快被取代，医
养结合的养老模式是一个可行
的发展趋势。

陶玉华说，不考虑子女时
间上的局限性，很多老人都患
有各种慢性病，经常需要向社
会综合医院求医。对于那些需
要治疗的老人来说，综合医院
因床位有限而无法收治，养老
机构又因缺少医生和医疗设施
无力提供医疗服务。而发展
“医养结合”的服务模式，老
人在养老机构中养老，除了老
人的衣食起居得到照顾外，其
身心健康还能够得到关照，小
病小痛可以在养老中心就医，
慢性病在院内康复和理疗。

每天的早饭都不重样

在鹤翔安养中心内，面向社
会收住的鹤鸣公寓已经入住了
50多位老人。91岁的姚兴波和88

岁的老伴赵丙仑夫妇是1个多月
前从昌邑老家“搬”到安养中
心的。子女的这个决定对于88

岁的赵丙仑来说，确实是个好
消息。

赵丙仑给记者讲述起自己
一天的生活，早晨起来在自己
的独立卫生间洗刷，早饭每天
都不重样，吃完饭后医生护士
给检查身体，吃完饭就和老人
们聊聊天，看会电视。儿子还
隔三差五的前来探望。

赵丙仑说，老伴患有老年
痴呆，也做不得家务，孩子们
上班忙，没办法随时在跟前照
顾。虽然家里电磁炉、电饭锅
一应俱全，但对于他来说，随
着年龄增大，自己生炉子、做
饭都有点力不从心了。

“不像这边，什么都不用
自己操心”。中午11点，午餐
时间到了，周二的午餐是白菜
肉水饺。赵丙仑搀扶着老伴来
到离“卧室”不足 2 0 米的餐
厅，护理员姜美芳已经将盛有
水饺的餐盘放到他的桌前，老
伴的桌前是一碗热腾腾的葱油
面和一个煮鸡蛋。

赵丙仑说，老伴患有老年
痴呆，每顿饭只能吃一个鸡蛋

加两口面条。在安养中心，护
理人员会根据老人的不同饮食
习惯，调整菜谱。赵丙仑将鸡
蛋剥好，递给老伴，自己吃了
一口水饺，然后拿起手边的水
杯，喂老伴一口水。

“他俩每天寸步不离，感
情好得很”，隔壁桌的几位老
人笑着对记者说。对于旁人的
议论，赵丙仑倒不在乎，他和
老伴结婚64年，这样的老年生
活，他挺知足的。

赵丙仑和老伴邀请记者
“回家”坐坐。在他们的房间
里，一张双人床，一套整体衣
柜，电视柜、 5 0 寸的液晶电
视、写字台、独立卫生间一应
俱全。双人床的床头，贴着一
副写有“生日快乐”的彩笔
画，那是赵丙仑过生日时，安
养中心的工作人员送给他的。

赵丙仑说，他是“庄户
人”，不太会说话。但他知
道，能在晚年住上这样的地
方，是孩子们的孝心。

特殊老人配备

两份护理内容

在鹤翔安养中心的一个房
间内，91岁的孙康业正在和护
理人员“聊天”。护理员举起
一张写有“翻身”的卡片，老
人点点头。孙康业因病重在医
院接受了半年的治疗，今后还
需要长时间的护理。

孙康业的鼻子上插有一根
透明的管子，每隔几个小时，
护理人员就会根据他的特定
“食谱”，帮他进食。在孙康
业的床边贴着两份记录单，一
份记录着的他每天血压、血糖
等检测数据，另一份则记录着
老人每天必须的护理内容，包
括进食、翻身、擦拭身体等。
该安养中心的执行院长马秀兰
告诉记者，像孙康业这样没有
自理能力的老人，日常护理得
格外注意。

与孙康业同住一个房间的
刘道一老人今年86岁，曾经是
一所小学的校长。他曾因患有
肠梗阻入院治疗，后来转入安
养中心接受后期护理。他由不
能下床到可以随意溜达，仅仅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告

诉记者，如果不是安养中心的
医生、护士，他不可能这么快
康复。

该安养中心的执行院长马
秀兰告诉记者，鹤翔安养中心
的鹤鸣公寓面向社会收住各种
自理、半自理、完全不能自理
老人，目前，入住的老人平均
年龄近80岁。

马秀兰认为，建立“医养
一体”式的养老机构，这是一
个发展趋势，将养老与就医相
结合，在解决养老问题的同
时，也能解决就医问题。她
说，特别是像孙康业这样的一
些高龄和生活不能自理的老
人，家庭护理及一般养老院护
理达不到专业的护理水平和医
治条件，往往会延误第一抢救
时间。因此应打破民政和卫生
资源分割的状况，弥补养老中
心的的就医缺陷。

最便宜的床位

每月也得1700元

潍坊鹤翔安养中心总经理
温明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目前安养中心收住的人员中，
多数是企业的退休职工或知识
分子，对入住养老院没有偏见。
由于老年人群具有体弱多病的
特点，所以，发展养老服务事业，
不仅仅要解决“养”的问题，还要
同步解决“医”的问题。

温明春向记者介绍，目前
潍坊鹤翔安养中心分为三部分，
鹤颜公寓(高新区敬老院)是专为
高新区孤寡五保老人入住的社
会福利性场所，配有中央空调系
统、中心供氧系统、太阳能热水
系统、监控呼叫系统，医护站、餐
厅、洗衣房、开水间、阅览室、娱
乐室等服务设备设施齐全。目前
入住老人100多人。

鹤鸣公寓对外托老，收住
自理、半自理及完全不能自理老
人。分单间、双人间及4人间，
房间面积30余平方，地暖、空
调、呼叫、监控、卫生间、液
晶电视、医用电梯等设施一应
俱全。并配备医师、康复师、
护士，满足老人医疗与康复需
求。配有营养师与厨师，一日
三餐营养搭配，科学合理。

除此之外，综合服务中心

已在潍坊市卫生局注册成立潍
坊市首家大型护理院——— 潍坊
鹤翔老年病护理院，承担老年
康复保健、健康体检、老年病
诊断治疗、康复功能锻炼、健
康管理与临终关怀，主要收住
半自理、不能自理及失智老
人。符合无障碍建设要求，配
置各种功能用房，具备开展康
复、护理和紧急处置的条件，
重点实现生活照料、康复护
理、紧急救援等各项功能。

这些设施在满足基本养老
的基础上，对“就医”的配套
设施也逐步完善。记者了解
到，入住到鹤鸣公寓，每月的
价格为2000元左右，其中最便宜
的两人间1700元，包括食宿和日
常医疗护理。对于今后潍坊养
老事业的发展，温明春也有自
己的期待。他希望能够将养老
列入医保范围。这样既解决老
人的医疗和护理难题，又减轻
了老人及家属的经济负担和精
神压力，同时还能促进养老行
业护理水平的提高。

温明春认为，如果没有
“老有所医”来保障老年人身
心健康，所谓“老有所养、老
有所乐”只是一句空话。所
以，发展养老服务事业必须重
视康复工作，走“医养结合”
的道路，如果没有康复工作的
同步发展，养老服务事业就会
出现“短板”效应，不能很好
地适应社会的现实需求。

吃住高端，医疗设施齐全，既是养老中心又是老年医院

医养结合的养老样本
文/本报记者 马媛媛 片/本报记者 蔚晓贤

人口老龄化趋于提
速的时候，社会化的养
老模式怎样才能更适应
需要？一个将护老中心
和老年医院相结合，将
生活照料和康复关怀相
结合的医养结合模式，
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定
的参考价值。15日，记
者来到位于潍坊高新区
凤凰山北麓的潍坊鹤翔
安养中心，探访潍坊首
家开启医养结合模式的
养老机构。在这些老人
的心里，已经不存在对
养 老 机 构 的 偏 见 ， 养
老，或许更是一种生活
的享受。

对对于于9911岁岁的的姚姚兴兴波波和和8888岁岁的的老老伴伴赵赵丙丙仑仑夫夫妇妇来来
说说，，目目前前的的生生活活很很享享受受。。

一一名名老老人人正正在在走走廊廊““训训
练练””，，走走廊廊的的扶扶手手是是专专为为行行
走走不不便便的的老老人人安安装装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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