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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养老模式调查

今年的重阳节，是全国第一
个法定的老年节，也是“常回家看
看”入法后第一个老年人的节日。
节日纪念、法律保障，社会资源正
在向老年人倾斜。

济南市早在1987年就进入老
龄化城市行列，近30年人口老龄化

趋势发展更加迅速。据济南市民
政局数据，济南市户籍人口60岁以
上的老年人已达到106万，占总人
口的17 . 4%。据预计，到“十二五”
末，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达到122
万人，占20%。在奔波劳累几十年
后，哪里能安放晚年呢？

“在家养老怕麻烦孩子，另外，
孩子们上班走后，自己在家也很闲
得慌。”近日，省城74岁的李而仁为
找到养老之地而奔波。李而仁的烦
恼，也是不少老年人共同的烦恼。

“养儿防老”这种延续了几千
年的传统养老方式需要改变。目

前济南市的新型养老模式已见端
倪，智能养老、公寓养老、居家养
老、政府购买服务养老，这些新的
养老方式新在哪里，它们给老年
人的晚年带来了什么呢？带着这
些问题，记者对济南市的养老现
状进行了采访。

““养养儿儿防防老老””渐渐行行渐渐远远
““空空巢巢老老人人””很很是是寂寂寞寞

调查显示，90%的老人居家养老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居家养老
社工严重缺乏

生活起居的料理无疑是养老
中最重要的问题，但并不是唯一
的问题；同时，不是所有老人的起
居都需要专人照料，但是所有的
老人都渴望精神上的慰藉。具体
的规章制度一定程度上为不少老
人的日常生活解决了后顾之忧，
但精神慰藉同样不可或缺。

甸柳新村一区的贾瑞莲老人
今年72岁了，从1998年起就在小
区做自行车看管员。她自己觉得
身体还硬朗，而且儿女就住在不
远处的18号楼，因此“不想给政
府添麻烦”。但是提到小区里的
居家养老服务，她却是“门儿
清”，如数家珍地说起家政人员
都去哪栋楼上帮哪位老人洗衣
服、打扫卫生。

社工谢晨晓表示，很多人
对居家养老的认识更偏重在日
常生活料理这方面。尽管相关
规定显示，居家养老的内容包
括了“精神慰藉”服务，但是实
际操作中，这部分工作并不像

“生活照料”等服务那么容易量
化。“单纯提供物质上的服务远
远不够。”谢晨晓在长期为老人
服务后发现，很多老人严重缺
乏精神上的陪伴。

但是从社工方面说，人手不
足、社会对社工接纳度低等，也都
是他们面临的实实在在的问题。
谢晨晓介绍，目前社区包括兴趣
小组、二手图书馆等丰富老年人
精神生活的活动不少，但工作人
员只有两个，从早8点一气儿工作
到晚8点已经是“家常便饭”。

政策虽很细致
难惠及所有老人

在甸柳新村街道第一社区，
无论是社工还是办事处工作人员
都反映，尽管政策方面对居家养
老服务的方方面面已经规定得很
细，但是具体到实际中，总是难免
有老人掉到了政策的空隙里。

在甸柳一区的评估表中，各
类评估都有详细的参数。其中，对
老人养老影响最大的“生活自理
能力”占的分数最多，有50分。而
这里面，以“进食”一项为例，就又
分了三种情况：一种记0分，老人

“自己在合理时间(约十秒钟吃一
口)可用筷子取食眼前的食物。若
需进食辅具时，应会自行穿脱”；
第二种记5分，老人“需别人帮忙
穿脱辅具或只会用汤匙进食”；第
三种记10分，“无法自行取食或耗
费时间过长”。

然而即便是规定得如此详
细，政策也难免有“不近人情”的
地方。以“居住环境”这一评估参
数为例，共分为“与子女同住”、

“与亲友同住”、“仅与配偶同住”、
“独居”、“与赡养人同住，但赡养
人确无赡养能力”五种。其中如果
老人“与子女同住”，那么该项得
分为0分。申请人柴玉美老人长期
卧床不能自理，“生活自理能力”
高达50分；但因与小女儿住在一
起，因此在她的评估表上，“居住
环境”一项得分为0分。各项算下
来，老人只有80分，每月只能免费
享受30小时的服务。

像这种情况还有很多，甸柳
新村街道办事处的张金华说，很
多老人虽然和儿女住在一起，但是
可能儿女的年龄也已经到了六七
十岁，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死抠
政策，可能很多老人都评估不上。

13日“九九重阳节”的到来，又让养老这一问题拷问着整个社会。近日，记者走访发现，经历几年的发展，
省城初步形成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三大基本网络，有成千上万的老人因此受益。不过与上百万老
人的实际需求相比，这还不够，养老服务体系的网络还需进一步细致化。

九成居家养老

老人太寂寞

12日上午，济南市老年公
寓宣传日活动在英雄山西侧举
行，济南战役纪念馆前的主干
道两侧，50多家老年公寓现场
展示并接受咨询。现场老人们
咨询的多，想尽快入住公寓的
少。记者问了10位70岁以上的
老人，只有一位有孩子陪同的
78岁老人说，想赶紧找个合适
的公寓住进去，因为两个女儿
一个在本地、一个在北京，自己
心脏不好身边不能离了人。

历下区前期开展过一次养
老调研，结果显示该区60岁以
上老年人约有8 . 5万人，入住
老年公寓的仅有776人，90%以
上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

通过生养子女来解决养老
问题是国人的传统观念，然而
子女少、不在身边等问题的出
现，大大弱化了原来主要依靠
子女的家庭养老方式，空巢老
人、独居老人日渐增多。2012年
8月，一60多岁的独居老人在甸
柳新村八区的家中死亡多日后
才被人发现。“我也很担心哪天
自己病倒在屋里没人知道。”家
住信义庄西街的刘阿姨说，她
今年76岁，腰腿不好，由于无子
女，老伴去世后，出门买菜对她
来说都成了大难题。

为了解决空巢高龄老人们
的难题，2010年起济南市民政
局开始在全市所有街道办事处
全面推开居家养老工作，政府
投入资金购买家政、看护照料、
医疗护理等服务，让专业人士
为老人上门服务，目前全市共
有3000余名老人享受到这种政
府买单的居家养老服务。

连锁式社区养老

行得通吗？

据了解，近几年，济南市大
批企业改制后，企业退休人员
的管理都转入了街道社区，社区
便成为老人活动的主要场所。社
区合唱舞蹈队队员多是老年人，
社区活动室也总能看到老人们

的身影。老人们在社区里生活，
当老人们步入高龄，能否在社
区找到需要的照料和关爱？

目前，全市共有城市社区
居委会458个，而日托养老站共
19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1处，
这些托老站和日间照料中心均
是依托街道社区建立。济南市

“托老站有的运转很好，有的则
差强人意，不同的区域老人们
的习惯需求有很大差别。”

12日的老年公寓宣传日活
动现场，一家新办的连锁社区
日间养老照料中心引起很大关
注。这家机构已开了馆驿街、千
佛山东路两家分店，可谓连锁

“健身房式”。机构一位工作人
员介绍，老人们可以在中心办
卡，中心有健身房、书画室、图
书室、理疗室、餐厅等等，还有护
理人员看护照料，老人凭卡到中
心，纯玩不吃饭一天平均6元，含
餐的话每天平均不到40元，卡在
分店间通用。这正是为了满足老
人们在市区内就近养老的需求，
下一步，他们还将在市区增加分
店，形成真正的连锁。

一家老年公寓的负责人孙
先生认为，虽然连锁社区日间
照料中心听上去新鲜，但是能

否被老人接受还不好说。“5年
前市内有很多小规模的托老
站，后来关了很多，因为如果托
老站的服务和条件不如社区居
委会，老人们宁愿去社区居委
会活动。现在，居委会的活动室
条件都大大改善了。”

69家公寓

只有7家公办

家住明湖东三区的刘广胜
老两口均快80岁了，想找个老
年公寓入住，可他们想入住一
家公办老年公寓，“民办老年公
寓总觉得硬件和服务不如公家
办的”，他联系了一家心仪的公
寓，却被告知要等半年以上，现
在没有空床位。

老人对公办公寓的执意追
求，对民办老年公寓入住率产
生不小的影响。据民政部门近
期统计，全市有老年公寓69家，
只有7家为公办，床位7820张，
平均入住率60%左右。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
方面是大家对公办机构的信
任，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办公寓
总数少。”省城东部一民办老年
公寓的负责人李女士分析。

公办公寓能否再多建一
些？在12日济南市老年公寓宣
传日上，一些老人这样提议。对
此，济南市民政局社会福利与
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李玉山表
示，“下一步，每个县(市)区至
少建设1处以收养失能半失能
老年人为主的老年养护设施。
在机构养老的问题上，一方面
要增加政府办机构的数量，另
一方面也要更好地引导社会力
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的积极
性，建设更多有规模、上档次、
专业化的机构。”

针对现有老年公寓绝大部
分为个体经营的状况，省、市两
级政府分别出台资助政策，对
养老机构给予床位补助和运营
补助。根据规定，对征地立项新
建的养老机构最高给予每张床
位8500元建设补助，对改建扩
建的养老机构给予每张床位
3000-5000元的建设补助。从
明年起，对收住的老年人，分别
按照自理、半自理和完全不能
自理状况每人每年720元、1200
元和1440元的标准发放运营补
助。目前，全市百张床位以上的
老年公寓有16家，已提升到总
数的30%。

老年公寓宣传日活动吸引了不少老年人咨询。 本报记者 殷亚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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