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爱心心捐捐衣衣物物 温温暖暖传传万万家家
读者生活馆向困难家庭捐赠御寒衣物

为丰富与满足济南市中
老年读者的精神及物质需
求，体现齐鲁晚报读者生活
馆为中老年读者贴心服务的
宗旨，树立和推广齐鲁晚报
读者生活馆在新老读者心中
的优良形象，进一步丰富和
活跃济南市中老年读者的文
体活动，增强体质，宣扬
“我运动，我健康，我快
乐”的理念，12月1日，齐
鲁晚报读者生活馆举办了

“全民健身，快乐行走”健
步鞋免费领取活动，吸引了
众多中老年读者前来咨询并
参与活动。

“这次活动举办的真
好，我和老伴一人领了一双
健步鞋，今天晚上，我就穿
着新鞋子来跳广场舞。”现
场一位参加活动的王阿姨激
动地分享着自己的感受。

此次活动，让济南市中
老年读者切实享受到了齐鲁

晚报读者生活馆“公益惠
民”的好政策。今后，晚报
读者生活馆将陆续走进市各
大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公
益活动，敬请广大读者继续
关注!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
泺源大街3-2号 (山东新闻
大厦对面)齐鲁晚报读者生
活馆

电话：0531-87500199

免免费费领领取取健健步步鞋鞋 助助力力健健康康好好身身体体

齐鲁晚报读者生活馆面向济南
各大院校应届生提供就业岗位，如
果你是应届生，还没找到工作，可
以来电咨询，具体招聘信息如下：

◆生活馆主任

底薪6000+奖金 要求：
1、积极上进 有团队意识
2、有责任心 诚信者
3、有销售经验者优先

◆生活馆主管

底薪5000+奖金 要求：
1、积极上进 有团队意识
2、踏实肯干 有责任心
3、有销售经验者优先

◆媒体文员

底薪3000+奖金 要求：
1、性格开朗 善于沟通
2、勤奋自信 品行好
3、男女不限 大专以上学历
招聘电话：0531-87500199

齐鲁晚报

读者生活馆招聘

本报12月5日讯(记者
廖雯颖) 对大部分老年

人来说，能够在自家安度
晚年，与街坊邻里每日聚
会玩乐、相互照应，应当是
最理想的养老方式。老龄
人口占比超两成的青岛，
如今已逐步形成了“政府
支持、社区为主、社会参
与、民间操作”的互助养老
运作模式，目前已建立养
老互助点1800多个。

截至2016年底，青岛
市 6 0岁以上的户籍人口
1 6 8 . 5 万 ，占 比 达 到
21 . 3%，分别高出全国、全
省4 . 6和0 . 6个百分点。80
岁以上老人26万人，占老
年人口的15 . 4%，养老服
务任务艰巨繁重。基于这

种情况，青岛逐步建成了
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
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
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建立
区(市)、街(镇)、居(村)三
级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形
成“9073”养老服务格局，
即90%老年人居家养老，
7%老年人在社区养老，3%
老年人在机构养老。同时，
青岛把握老人区域居住特
点，创立了家庭互助式养
老模式。

家庭互助式养老，指
的是在有条件的热心独居
老人或老俩口家中开辟活
动场所，附近老人自愿结
合，形成政府搭建平台、老
人牵手互助的良好局面，
能够有效引导“9 0 7 3”格

局中的90%居家养老的老
人走出家门。“我们都是
邻 居 ，有 空 就 来 这 打 打
牌、聊聊天，有时候还一
起唱歌跳舞。”在青岛市
北区兴隆路一处社区互助
点，经常响起老人们愉快
的歌声。“家庭户主式养
老有效解决了老城区社区
养老服务场所不足的问
题，利用很少的投入解决
了部分老人的精神养老、
心理慰藉问题。”青岛市民
政局福利处副处长刁新艳
告诉记者，目前居家式养
老主要集中在市南、市北
和李沧这3个区。

据介绍，青岛全市城
乡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已有
1 3 2 2 个，覆盖城市社区

100%和农村社区的73%，
设置助老食堂420个，设置
社区养老互助点1 8 0 0多
个。对符合服务标准和规
范的城乡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居家养老服务组织，按
日均服务人数等因素，每
年发放3-15万元的运营补
助。对社区养老互助点，每
月给予200元运营补助，区
财政统一配备棋牌等娱乐
设施。据悉，青岛市民政局
计划到2020年，使社区居
家养老设施覆盖所有城市
社区、乡镇和90%以上的
农村，生活照料、家政服
务、康复护理、精神慰藉、
紧急救援等基本养老服务
覆盖城乡所有居家老年
人。

青青岛岛建建成成11880000多多邻邻里里互互助助养养老老点点
政府每月补助200元，统一配备棋牌等娱乐设施

齐鲁晚报读者生活馆
“暖冬公益捐衣物”活动自启
动以来，受到了济南市爱心
读者的积极参与和响应，每
天都有读者陆续带着自己的
衣物，来到晚报读者生活馆
进行捐赠。如果您有不想穿
的，穿不着的旧衣物，请把它
们捐给贫困山区的人们，有
您的一件旧衣物或一副旧手
套，他们这个冬天可能就不
冷了！截至目前，共收到各类
衣物近千余件。

诸多齐鲁晚报的读者纷
纷赶到生活馆，送来御寒的
衣物和一些过冬用品，用自
己的爱心汇聚成一股暖流。
家住生活馆附近的孙阿姨
说：“自从知道这个捐赠活动
后，我早就将家中闲置的衣

服、围巾、手套、鞋子等御寒
生活用品进行了清洗，就等
着今天带过来捐赠了。”

在活动现场，刚捐完旧
衣的方叔叔告诉我们，他从
朋友那儿得知今天的活动
后，特意起了个大早和老伴
一起送来了家中闲置的旧衣
物。方叔叔说：“现在大家衣
服买得多了，有些尺寸或者
颜色买得不是那么合适的都
搁在那里，都还蛮新的，扔了
多可惜，想捐也不知道捐哪
里，现在集中捐赠就方便多
了！”

活动期间，来捐赠的读
者络绎不绝，生活馆收到了
非常多的御寒用品。这些衣
物在捐出后，都会在第一时
间由馆内员工打包装车，快

递送到专业公益平台进行消
毒，再统一安排发放到需要
帮助的贫困地区。

晚报读者生活馆希望通
过此次义捐活动，引起人们

对贫困地区的关注，从而带
动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爱心
行列中来，献出自己的一份
爱，传播更多正能量，把爱心
接力棒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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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北区兴隆

路社区互助点

开展文化娱乐

活动

济济南南边边检检站站

与与孤孤寡寡老老人人““结结对对认认亲亲””

““这这些些孩孩子子
就就是是我我亲亲人人””

本报12月5日讯(记者 陈玮 通讯员
沈泰 韩佳琪 ) 近日 ,山东省公安边

防总队济南边检站10余名新兵来到济南
市历城区遥墙镇敬老院，与院内老人“结
对认亲”。一直以来 ,这个站所属官兵把老
人当作自己的亲人 ,虽然官兵换了一茬又
一茬，但是关爱老人的爱心接力棒却一
直没有停止，“结对认亲”,让老人们感受
到家庭的亲情和温暖。

敬老院的李芳华老人是一名参加过
解放战争的支前模范 ,由于在战争中受过
重伤且女儿在外打工长期不能在身边照
顾。她自己住到了敬老院 ,生活上多有不
便。为此 ,认亲的战士们定期来到敬老院
帮老人洗衣、理发、聊天、打扫卫生，如今
年近85岁的老人一谈起“孙子们”就感动
得热泪盈眶。她指着去年认亲的上等兵
小许对记者说 :“这些孩子都特别好 ,经常
打电话过来问候 ,他们最爱听我讲原来支
援前线 ,为解放军送衣送粮的故事 ,每到
节日都给我带些好吃的 ,有这些孩子跟我
作伴 ,这日子过的也有盼头了 ,不再那么
寂寞。"

自1994年以来 ,济南边检站就与济南
市历城区遥墙镇敬老院结成共建精神文
明结对单位 ,定期看望老人、清扫房间、共
度佳节已经成为官兵的一种习惯。每年
新兵下连、学员分配后，官兵都会前来

“认亲”，为老人们送去温暖和关爱。85岁
高龄的李华芳老人动情地说：“孩子不在
身边，这些孩子就是我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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