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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呼叫，服务上门

免费发放手机4000多部

住在福山区的孔大爷，今年
85岁，独居，患有风湿病等多种
基础病，行动不便，子女因工作
繁忙不能常伴身边。3年前的一
天，老人通过一键呼叫手机，联
系到福山区12349智慧居家养老
信息服务平台，希望在饮食服务
上得到帮助。

了解情况后，平台健康管理
师立即根据老人饮食习惯拟制
配餐方案，并从那天起风雨无
阻，为老人送餐整整3年。去年，
老人的身体状况下降，又提出居
家养老照料服务。该中心对老人
的身体能力评估后，安排专业家
庭服务人员为其提供助餐、助
洁、助浴等日常服务。

3年陪伴，老人已经和工作
人员建立了深厚感情。每年子女
为其过生日时，老人都会给工作
人员们送蛋糕。他多次感慨：“你
们就是我的亲人！谢谢你们，让
我的晚年生活有了质量！”

孔大爷的故事，也是烟台福
山智慧养老的一个缩影。2014年
福山区投入100余万元，在福惠
社区打造智慧居家养老信息服
务平台，全面推开“线下+线上”
养老服务。只要拨打一个电话，
足不出户叫来养老服务，解决了
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通过线上的资源整合，智慧
平台将养老服务、运营商、服务
商、政府、家庭、个人连接起来，
老人通过政府免费配发的一键
呼叫手机、居家电视、电脑，或拨
打8900000、12349热线等方式，

寻求居家养老、日间照料、医疗
保健等各类民生服务。目前，福
山区已为辖区75岁以上老人免
费发放手机4000多部。

在线下，社区卫生服务站、家
庭医生服务团队以及300余家加
盟商和义工社团机构，随时根据
老人需要开展居家上门服务。目
前，平台涵盖居家养老服务、家政
服务、商品配送、医疗服务等10个
大类、50多个小项服务，真正实现

“互联网+养老服务”落地。

问诊解决看病难题

建立电子档案提供精准服务

在福惠社区卫生服务站，有
一台特殊的电视。“这台电视安
装了一个特殊功能，老百姓在家
里就可以跟医师进行交流。”福
山区12349智慧居家养老信息服
务平台、福山馨悦居家养老负责
人邱丽华介绍，TV问诊线上的
医师资源很丰富，有清洋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师、福山区人
民医院的医生等多家医疗机构。
相对手机操作，电视操作更简
单，老人群体也更容易接受，TV
问诊平台也是山东省医养健康
智慧服务平台的示范点。

据了解，TV问诊平台是省
广电和省卫健委战略合作项目，
集电视医院、居家康护、健康养
生、一键救助、医养政策等功能
于一体。”邱丽华介绍说，平台通
过电视、手机、电脑等可视化设
备，为居民提供网络问诊、体征
监测、养生康复等一站式社区便
民服务，为社区老年人的健康养
老提供全方位保障。

在卫生站还有一个“健康小

屋”，可以通过刷身份证快速建
立电子健康档案，可以自助检测
血氧、血压等11项参数，并可进
行血脂四项、动脉硬化等多项设
备检测。数据可自动上传至云平
台并存储，实现数据统计、数据
分析、健康评估、慢性病风险评
估、中医体质评估、健康指导与
教育等功能。

智慧养老，不仅限于此。智
慧居家养老信息服务平台目前
记录着包括福惠社区在内的福
山区4000余户老人的信息，只要
打过一次电话，老人的信息就被
记录在案，除了年龄、住址等常
规信息，还登记了老人的身体状
况和主要意向服务，并建立电子
健康档案，提供最精准的服务。

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

打造家门口的养老中心

为了让老人过上更有温度、
更有品质的晚年生活，烟台市福
山区整合各类资源，编织好“养
老保障网”，重点保障高龄、独
居、空巢、失能和低收入老年人，
面向社会全体老年人，通过专业
养老服务组织，提供生活照料、
家政服务、康复护理、文娱活动、
助餐助浴等专业化服务的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打造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为社区长者打造集居家养老
服务站、托老所、社区老年大学、
社区食堂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社
区养老服务综合服务中心。福山
区已投入运营2处，在建3处。

建成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23处。作为机构养老的有益补
充，同步启动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连锁经营试点，将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纳入专业养老机构经营管
理，由养老企业配备相应的服务
设施和护理人员，根据不同层次
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增设不同类
型的多样化服务项目，既为社区
老年人免费提供基本服务，又满
足了部分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

建成农村幸福院66处。为农
村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保
健、精神慰藉、文娱活动和传统
文化教育等五大类服务，可以满
足本村老年人相聚交流、娱乐健
身、就餐及休息等多项需求。重
点解决农村老人的吃饭和日常
生活问题，改善老年人生活状
况，努力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大数据加持，福山区打造智慧平台，精心编织“养老保障网”

只需轻点手机，50余项养老服务送上门

五保老人住进高端康养中心
找到了“家”的感觉

本报烟台10月22日讯(记者
秦雪丽) 吃过早饭，坐在座

椅上晒太阳，欣赏着美景遛弯，
成为孙玉瑞老人每天的一项健
身运动。年过八旬，一辈子清
贫，无儿无女的他，在福山区社
会福利服务中心找到了幸福的
晚年生活。孙玉瑞，今年85周
岁，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人，作
为首批入住康养中心的五保老
人，孙玉瑞感慨颇多。

福山区积极探索养老机构
“公建民营”模式，通过公开招
投标方式将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交由全国一流团队、专业养老
机构九如城集团运营，实现兜
底普惠养老，成为全市首家公
建民营的县级集中供养特困人
员机构。目前已入住集中供养
特困人员166名，真正实现一站
式、全方位服务，花园式、高品
质养老，打响福山养老事业民
生品牌。孙玉瑞就是最早入住
其中的一位老人。

孙玉瑞介绍，在来到福山
区社会福利服务中心之前，他
住在镇上的一家敬老院，环境
和条件都比较一般。“搬到这之
前，心里真的没有底。”孙玉瑞
说，来之前，他心里很忐忑。但

下车后，看到园区的环境、整洁
干净的卫生、温馨舒适的房间，
大家都笑得合不拢嘴，“我都这
么大岁数了，活了一辈子，老了
能住上这么好的地方，简直是
过上天堂的生活。”

入住将近一年时间，孙玉瑞
言谈举止间，透露着满满的幸福
感。他说，在这里生活得很好，每
天的饭菜都很可口，炒菜每天都
不重样，包子、面条、水饺换着花
样供应。护理人员的服务态度很
好，换洗下来的衣服，都及时清
洗。每天还给检测血糖、血压，定
期检查身体……在这里，孙玉瑞
找到了“家”的感觉。

据悉，福山区社会福利服务
中心占地85亩，投入资金1 . 6亿
元，总建筑面积4 . 6万平方米，一
期工程已建成1栋综合服务楼和
4栋养老公寓楼，建筑面积3 . 8万
平方米，设有床位900余张。

室内设施完备，全部采用无
障碍安全防护设计，配有医务
室、阅览室、康复中心、文化活动
中心、康复理疗中心。室外环境
一流，建有绿化园林，艺术景观、
林间漫道、休闲广场、老年门球
场，绿化覆盖率达60%，养老环境
舒适度、安全性大幅度提升。

九旬老人只吃素食
养老中心专门请来厨师

本报烟台10月22日讯(记者
秦雪丽) 马福增，今年90周

岁，尽管年纪大，但精气神倍足，
步履稳健，面色红润。说起自己
的晚年生活，马福增笑嘻嘻地竖
起了大拇指，他很知足，也享受
其中。

马福增有一儿一女，儿子
在北京工作，女儿在福山区，四
年前老伴去世，他曾和闺女住
了一段时间。“女儿现在退休
了，但还得给儿女们照顾孩子，
太忙太累了。”马福增说，看着
女儿那么辛苦，他不想给孩子
增加负担。自己喜欢清静，便提
出来去养老中心。

在马福增看来，专业的事
就应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在
九如城康养中心福山院，他每
天过得都很惬意舒适。“这里环
境好，绿化好，很清静。”马福增
说，他平时只吃素，养老中心工
作人员非常贴心，怕他长期吃
素缺少营养，专门为他请了一
位制作素食、搭配营养的厨师，
自己都感觉受宠若惊。看书写

字、打太极拳，和好朋友晒太阳
聊天，女儿一周看望一两次，马
福增每天过得像个孩子一样开
心。

截至2019年底，烟台市福
山区总人口达28 . 77万人，其中
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6 . 36万人，
占比22%。近年来，福山区结合
实际，把养老工作作为构建和
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来抓，坚持
以满足养老需求为目标，不断
创新理念、思路和举措，不断优
化养老模式、机制和服务方式，
不断加大养老保障体系、服务
体系和老年维权体系建设力
度，着力提升老年人“幸福指
数”。

福山全区有各类养老机构
床位8735张，已建成养老机构4
家，社区养老服务综合服务中
心3处、在建2处，建成城市社区
日间照料中心23处，农村幸福院
66处，社区市民食堂5家……这
些养老“硬件”犹如有力的臂
膀，稳稳托起了福山老人的幸
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张懿文 林冠利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蕴含着老年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梦想。在福山，这一梦想正
在悄然舒展。在重阳节即将来临之际，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走进九如城康养中心福山院，近距
离地感受老人们的晚年生活。

为了让老人过上更有温度、更有品质的晚年生活，烟台市福山区通过打造智慧居家养老信息
服务平台，配套建设市民社区食堂、卫生服务室、书画室、多功能活动室等，精心编织社区居民“养
老保障网”，在大数据的助力下，让养老服务更聪明和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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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山区福惠社区，老人们只需花费1元钱便可以在社区做理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秦雪丽 摄

90周岁的马福增老人拿出部分退休金住进康养中心，他说很喜欢这

里的晚年生活。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秦雪丽 摄

在福山区福惠社区，老人们在练习书法，享受居家养老服务。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 秦雪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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