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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一间屋

配套算齐全

近日，商河市民黄女士介
绍，她父亲快80岁了，由于孩
子们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照
顾。“想看看乡镇敬老院条件
如何？如果老人能在那里幸福
生活，我和家人准备送老人过
去。”为此，记者走访了商河县
数个乡镇敬老院。

走进玉皇庙敬老院，院
内老人有的正在打扑克，有
的听收音机，有的在拉二胡，
大家伙生活得十分和睦、融
洽。

“现在有72人入住我们敬
老院，都是些无儿无女的孤寡
老人。由于年纪大了，他们没
有了劳动能力，就住进来了。”
玉皇庙敬老院田院长说，在敬
老院内，年龄最大的94岁了，
年龄最小的有63岁，平均年龄
在76岁左右。照看他们的工作
人员有9个。

走进老人们的宿舍，是标
准的双人房间，每个房间不仅
都配有电视、衣橱，还有独立
的卫生间。水、电、暖已全部安
装到位，既方便又干净。

“去年10月份刚刚搬了新
的敬老院，住的房间比以前好
多了。”孙集镇敬老院院长王
太臣说，孙集镇敬老院现在共
有41名老人，从去年搬了“新家”
后，宿舍的整体配备更加完善，
院民生活也更加舒适。“进入供
暖季后，敬老院自己烧的锅炉
使每个院民的房间都能达到
20多度。完完全全可以舒服过
个冬。”王太臣说。

每月10元零花钱

一日三餐不重样

记者了解到，关于敬老院
日常的开支和维修费用，一般
是由所属乡镇进行财政拨款，
民政局提供食品、物资等必需
品。

“我们每月有十块钱零花
钱，我还有老人钱，一个月85
元。”郑路镇养老院74岁的老
人郑佩爱告诉记者，养老院发
放的零花钱她都会赶集买些
零食来吃。

不幸的是她前年回家走
亲戚时出了一次车祸，现在双
腿需要拄着拐才能行走，“多
亏 院 里 的 老 人 和 管 理 员 照
顾。”郑佩爱说，敬老院里生活
不能自理的老人也有，都是管
理员给帮忙送饭打水、洗衣

服，都像一家人一样。
在饮食方面，每个养老院

每天都按需给老人提供了鸡
蛋、牛奶，用来保障入院老人
的营养水平。

在孙集镇敬老院院长王
太臣的办公室，墙面上张贴了
41名老人的生日，王太臣告诉
记者，一日三餐不会重样，一
个星期会蒸一次包子给老人
换换口味。每逢老人过生日，
还要特意做些老人爱吃的食
物，给寿星稍微庆祝一下。

作息要遵守规定

老人不能随意外出

在敬老院里的老人大部
分都是无儿无女的五保户，其
中男性老人居多，大多是一辈
子没娶媳妇的光棍和成家后
不幸丧偶的情况。这些村里的
五保老人由本村村支书申请，
上报给民政部门。批准通过
后，敬老院进行接收。

在怀仁镇敬老院，87岁的
刘照升和他的妻子郭兰荣早
在1996年就住了进来。敬老院
有自己的规章制度：统一就
餐，不能随便外出，有事需请
假，外出回来后还要销假，进
出都需要登记。

“住在这清心，还有人管
吃住。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
睡觉的时候睡觉。”郭兰荣说，
她和丈夫刘照升无儿无女，年
纪也大了，家里的地自己没办
法耕种。平常她就看看电视，
听听收音机、打打扑克。

敬老院楼后面是一片空
地，空地上还长着绿油油的白
菜和大葱。敬老院的工作人员
介绍这是他们特意留出的“自
留地”，让老人们自己耕种。老
人们在农村里生活了一辈子，
老了也闲不住，这片空地就是
老人们的宝地。

以前性格孤僻

入住后能劝架

“入住的老人大都性格孤
僻，自私。刚开始住进来的时
候，他们感到不适应。慢慢就
好了。”玉皇庙敬老院田院长
说，由于性格脾气、生活习惯
等各方面的不同，老人住进敬
老院后一开始会就觉得不适
应，面对陌生的环境，他们常
常呆在自己的房间，不愿意出
门。慢慢地他们过一阵集体生
活就好了。

田院长在敬老院工作了
多年，在他心中早就把院民当

近日，有市民向本报“有
事您说”询问，商河县乡镇敬
老院条件如何？为此，记者走
访数个乡镇，对乡镇敬老院
的现状进行了走访。记者了
解到，目前商河县的12处乡镇
敬老院，入住条件、老人生活
尚可。据统计，商河县共有五
保对象1085人，仅靠乡镇敬老
院远远不够。而且由于工资
低、工作量大等原因，乡镇敬
老院的护理人员比较匮乏。

本报记者 邢敏 实习生 王欣妍

吃吃住住都都不不错错，，就就是是数数量量少少
千余五保老人，12个乡镇敬老院够吗

郑路镇敬老院内老人正在看电视。

天冷了

别冷了老人的心

王欣妍

来到敬老院，一进门就感受
到了屋里暖气的温度，一位老人
热情起身让我们进屋，另一位老
人则坐在一角笑着示意我们坐
下。看出老人行动不方便院长告
诉我们，因为没有专门的护工来
照顾老人们的生活起居，所以鼓
励院里的老人们相互帮助，互相
照顾。就像一家人一样，无论谁
生病了，行动不方便了，都有人
帮忙洗洗衣服叠叠被子，打水送
饭。他们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生
活在敬老院，可能无儿无女，可
能无亲无故。他们是社会的弱势
群体，渴望社会的关心和帮助。

古人云：“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谁都有变老的一天，我们面
对的是社会这个大家庭，每一位
孤寡老人都是我们的亲人，他们
同样渴望家庭的温暖。关爱老年
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希望
有更多的人来关爱他们，也许是
几句嘘寒问暖，也许是打一次水
叠一次被子，或许只是来看看他
们，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和亲人的关爱。天冷了，别冷了
老人的心。

记者手记

成了一家人，谈及院民生活中
的趣事，他笑着说：“俗话说老
小孩，老人老了和老小孩一
样。前几天，老宋和老常因为
看电视换台争吵了起来。”田
院长说，他们的工作人员发
现这种情况后，会积极和老
人谈心，给他们讲道理，为他
们疏导。

“我们住了19年了，能住
到这都是命苦的。我们就相互
体谅吧。有时候看见别人有摩
擦，也会帮着劝架。”郭兰荣说，
她和老伴在怀仁镇敬老院住的
时间最长，已经住了19年了。早
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生活，虽然
和各个院友性格脾气等不同，
但是想起他们都是和自己一样
因无儿无女的情况来到这，她
也就不计较些什么。

“老人们最高兴的时候，是
过重阳节和春节，因为这个时
候，会有很多人来慰问他们，慰
问品和慰问金其实是次要的，
关键是，这个时候外人来得多，
热闹。”怀仁镇刘院长说。

“故土难离”观念存在

人老不愿进敬老院

虽然年老身体不好，许商
街道的李大爷坦言一点都不
愿去养老院，“我在这里住了
几十年，左邻右舍邻居熟，每
天早上打打拳，下午和牌友
打几圈牌，也挺好的，不用在
敬老院受管理，作息、出门等
受限制。

商河县民政局救济科杨科
长告诉记者，商河县共有五保
对象有1000多人，目前有500多
人入住了敬老院。而这些没有
入住敬老院的老人往往是自己
本身存在着“故土难离”的观
念，不愿意入住敬老院。

“部分老人在村里还占有
一份自留地或蔬菜地，平时过
惯了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许
多人宁愿过这种简单淡泊的生
活，所以不愿意到敬老院来居
住。”杨科长说，这些五保户分
为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两种，
分散供养五保户的生活方式有
两种，一是五保户的基本生活
直接由自己安排，二是五保户
随亲属在一起生活。每年这些
分散供养的五保户有3700元的
政策补贴。

工资少，工作量大

专业护工人员匮乏

“有个院友得了前列腺病。
由于病情的原因常常随地小

便。就这样，护工照顾他，给他
洗衣服、打扫工作量就很大。”
田院长说，目前条件和设施都
比较好，老人也都能自理，只需
要护工做些简单的清洁工作。
但是碰上体质弱不能自理的老
人，工作量就太大了。

记者了解到，护工的生活
并没有朝九晚五的限制。敬老
院里老人的日常生活就是他们
的工作。有的时候白天一整天，
他们给老人安排饮食、陪老人
老人聊天、洗床单等。但他们的
工资却只有四五百元。

“我们也想找些有专业知
识的护工，可愿意留在养老院
干护工的年轻人太少了！”田院
长说，敬老院这块工作都是很
繁琐的，工作人员他们平时工
作都很敬业，对待老人都像长
辈一样，有耐心，细心，为他们
服务，这些老人跟她的关系都
很融洽，工作也干得很出色，确
实这些工作人员为敬老院付出
了很多。

除了玉皇庙敬老院，在孙
集镇敬老院和郑路镇敬老院等
大多数的敬老院往往工作人员
担当起了”护工“的角色，平时
帮老人打打饭，对于行动不便
的老人多多照顾一下。“我们都
是提倡和鼓励院民之间相互帮
助，谁生病了，谁有事了，我们
都相互帮忙。年轻一点的院民
也会帮忙身体不好的院民洗衣
服。”王太臣说。

“护理员的待遇低，一位护
理员要负责十多位老人，这样
较大强度的劳动直接导致护理
员难找，也确实考量着护理人
员极大的爱心和耐心。”商河县
民政局救济科杨科长告诉记
者，护工短缺，一方面是因为当
护工不但辛苦，而且收入偏低，
更重要的是护工这一行业的服
务对象大多是失能等生活不能
自理的老人，再加上社会地位
较低，从就业观念上还无法赢
得大家的广泛认同。

相关链接：

每个床位补贴8000元

商河县民政局救济科杨科
长介绍，在商河县，公办民营的
养老公寓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目
前已经建好，还未正式运营。社
会福利服务中心位于县城商南
社区，只要有需要的老人，拿钱
就可以入住。

个人申请养老机构，需要
对养老院经过消防、环评、卫生
等各个部门的审核，都同意后
可开设养老院。在补贴方面，民
政局给每个床位补贴8000元。

孙集镇敬老院院长办公
室内每位老人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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