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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年年周周折折，，筹筹款款办办起起养养老老院院
“最美乡医”医养结合养老之路起步，首批119张床位开始试运营

本报记者 石念军

把爹娘接来养老院
跟其他老人一起赡养

张波的养老院叫微山湖老
年护理院，紧邻微山岛镇政府，
规划一期工程5栋六层老年住
宅楼，二期1栋医疗综合楼，目
前已经竣工2栋老年住宅楼，1
个单元内的119张床位已经装
置完善，投入试运营。

在已经投入试运营的老年
公寓里，17位本岛老人和数十
位旅居老人，两两一组，共享一
室一厅或两室一厅。室内，茶几、
沙发、电视、空调、热水器等等一
应俱全，地板清洁、墙面粉白、家
具家电崭新……老人们说，这是
以前想也不敢想的生活。

第一批入住的本岛老人，
基本上都是张波的“老病号”，
以往一旦有点头疼脑热，都是
张波诊治。多少年下来，他们信
任张波，所以在今年4月28日
护理院试营业的消息传开后，
他们第一批住了进来。

张波很珍惜老人们的信
任。每日给老人查体，亲自安排
膳食；要求护工至少隔一天给
老人洗一次澡，衣物随换随
洗……也是从第一天开始，张
波把父母和岳父母也都接进了
养老院，跟其他老人一起赡养。
他说：“外人觉得咱为了做给别
人看，咱心里可是明白，这么好
的条件也得让咱自己的老人享
受到！”

走遍岛上4000户人家
被称为“健康活档案”

回乡开办诊所 22年，张
波几乎走遍了岛上的4000多
户人家。在张波位于墓前村
的卫生所里，前来就诊的几
位乡亲告诉记者：“我们的身
体情况，张波比我们还清楚，
有什么腰腿疼，平时吃什么
药，都清楚得很。”微山岛上
有大小诊所七八家，但人们
最 信 任 张 波 这 位 微 山 岛 的

“健康活档案”。
也正是因为这样，张波

担心，岛上的留守老人数量
居高不下，年龄又越来越大，
仅靠自己上门诊治，哪怕自
己跑得再快，万一遇到多位
老人同时发病该怎么办？哪
怕是感冒耽搁一下，老人们
怕是也吃不消！

说干就干，2013年，张波
先是利用卫生所闲置的二楼、
三楼，花费26万元建起了岛上
的第一个“日间照料中心”———
老人如果愿意来，只要打个电
话，张波就会前去把老人接过
来，分文不取，中午还管一顿
饭，下午再送回去。

次年，“医养结合”养老
院 的 事 儿 他 也 开 始 着 手 筹
划。“一忙活就是四年，一期
工程中的两栋楼总算是起来
了。”张波告诉记者，根据规
划，一期工程共有 6 8 4 个床
位。而根据测算，岛上60岁以
上的老人总量约有 3500人，
未来入住的峰值估计也就是
600人左右。“一期工程全部
投入运营后，应该就能满足
岛上老人的集中养老需求。”
张波说。

护理院建设过程中
遭遇过多种周折

张波的护理院在镇驻地杨
村，卫生所在墓前村，在这相隔
约3公里的乡间公路上，骑摩
托车的张波和骑电瓶车的妻子
王翠萍每天都要往返数次。

比这一段路更长的，是张
波在护理院四年建设过程中所
遭遇的各种周折。根据规划，张
波的微山湖老年护理院工程占
地23 . 7亩，建筑面积逾2万平
方米，一期规划建设5栋六层
老年住宅楼。设计标准采用香
港养老模式，室内配置卧室、客
厅、厨、卫及服务人员房间，常
年室内温度控制适宜，房间内
配备紧急呼叫控制按钮。二期
为医疗综合楼，目前正在设计
之中。此外，还规划有一处30
余亩的休闲公园，目前也已完
成了土地审批工作。

“当初预计是三年内一期
工程完工，由于土地审批和资
金状况限制，现在5栋楼只起
来了2栋。”说起这期间的种种

波折，张波也感到很无奈。他
说，项目能够启动，得益于国家
的专项资金扶持；一家央企的长
期投资表态，更是让他信心满
满。但因事情生变，项目资金到
位约2000万元以后，项目的建设
投入就全部落到了他自己身上。

资金不到位，难道就一直
停工下去？张波不甘心。老年住
宅楼的沿街部分有一些底商，
原本可以出租，但他转过头又
一合计，出租回笼资金太慢，远
水解不了近渴，倒不如索性大
胆尝试：一次性交纳5万元押
金/间，底商免费使用十年，十
年后押金全额返还。这样是不
是能够募集到钱？

这一招儿还真行，商铺免
费试用十年的消息一经传出，
很快就有38间商铺被认领，筹
款190万元。

为募集资金
发起了“众筹”

对规划总投资额逾亿元的
项目来说，190万元显然同样
是杯水车薪。还能怎么样呢？

张波又打起了“众筹”的
主意，他问身边的朋友：如果
现在交15万元，以后老人（包
括父母、岳父母）一律免费住，
老人不住以后15万元全额返
还，这样你们愿不愿意？

“当然愿意！”9位朋友当
即参与，募资135万元。

“为什么愿意？因为是张
波搞的。”一位参与者直言，

“我们相信张波。”首批开放的
119个床位就这么装修、置办
起来。这也让背负信任的张波
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谨慎———

“宁可慢一点，也不能毁在资
金链上，这里面有好多乡亲们
的钱呢！”

他笃定了，如果没有稳定
的资金投入，就一点一点地
来：用这119个床位的营收进
账，把第二个单元慢慢装修起
来；用两个单元的营收慢慢把
第二栋楼装修起来，再用两栋
楼的营收把第三栋楼盖起
来……他甘心做一回“愚公”。

试图构建养老的
“张波”模式

自1995年从城市医院辞
职回乡开办诊所，张波这个坚
持“先看病，后给钱”的科班全
科医生，用医术和人品赢得了
岛民的信任。如今，他不仅是岛
上首屈一指的医生，而且是岛
民日常生活里的“话事人”，常
常受邀出面协调各种问题。

这让张波有机会最大限度
地实践自己的梦想。他试图构
建一种“张波模式”：低价优质，
医养结合，安全第一，服务标
准。目前，入住老年护理院的老
人 每 人 每 月 的 交 费 标 准 为
1500元，涉及医疗的按成本价
收取药费，推拿等无药械成本支
出的中医服务不收费。同时，张
波的护理院已与微山县人民医
院达成合作协议，待老年康复科
开诊，这里不仅有县医院的医生
值班，而且可以直接使用医保结
算，入住者的个人承担比例仅
约3成，也就是450元。

“目前，徐州一家养老机构
已经和我们签署了协议，定期组
织老人来微山岛旅居。未来，这
里还将陆续推出孝心、亲子、游
学等主题的康养公寓，吸引更多
层次的人们来微山岛休闲养生
度假。”在张波的盘算里，这条医
养结合的养老之路才刚刚起步。

本报见习记者 王雅楠

白墙、灰檐、水泥地面、砖
红色茶几，随处可见的马扎，这
样一个面积为 47平方米，客
厅、厨房、卧室、卫生间一应俱
全的养老周转房，便是孤寡老
人张学法的家。7月24日，齐鲁
晚报记者来到单县高韦庄镇，
走进养老周转房，感受菏泽农
村养老新模式。

“我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
老了还能住到这样的新房子里，
我是打心眼里高兴。”72岁的张

学法是单县高韦庄镇马寨村的
村民。养老周转房建成以后，张
学法作为符合条件的贫困户之
一，和他的堂兄张学仁一起搬到
了这里。“我堂兄年纪大了，不能
动，生活不能自理，我俩住在一
起，没事就聊聊天，顺便给他做
做饭，打扫打扫卫生。”

像张学法、张学仁这样的
贫困户，在马寨村的养老周转
房里一共住了10位，多数为没
有儿子或者女儿远嫁、没有能
力改造危房的贫困户。养老周
转房的一间房不过47平方米，

却是卫生间、卧室、客厅、厨房
一应俱全，“在这里方便得很，
啥都有，人过来就能住。”

除了马寨村，在高韦庄镇还
有像仵袁庄、安韩庄等12个村
庄，共计建设了136套养老周转
房，安置贫困老人147名。据高韦
庄镇党委书记陈杰介绍，养老周
转房是利用村里闲置的小学、工
厂、空闲宅基地等公共用地，以
危房改造补贴为主要建设资金，
建造适于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安
居养老的场所。

卫生室、菜园、健身器材，

除了这些硬件设施齐全，有些
养老周转房还配有厨师，一天
三顿饭，只需要10元。安韩庄的
村民魏富华说：“我住进来晚一
些，没想到这里还有厨师，一天
10元也不贵，吃得还好，省得自
己一个人做饭，跟养老院似的。”

不同于养老院，养老周转
房是将房子无偿提供给农户居
住，住户使用期间无须缴纳任
何费用。对于在此居住的老人，
政府将会和其子女或侄子女签
订协议，规定子女或侄子女定
期来看望老人做一些应尽的赡

养义务，如洗衣、做饭、晒被子
等。同时，子女须得在老人生活
不能自理或生病住院期间进行
照顾。在老人病危时，及时将老
人接走，以保持养老周转房的
正常使用。

据了解，截至目前，成武县
用于安置贫困户的周转房共
19处，符合入住条件的贫困户
81户，共计123人；郓城县首批
安居周转房试点工程共涉及
11个乡镇，29个行政村，共建
设安居周转房317间，预计8月
底可入住。

菏泽探索农村养老新模式：

空空闲闲宅宅基基地地上上建建起起养养老老周周转转房房

子女外出务工，留守老人如何养老？在位于微山湖深处的济宁市微山岛，乡医张波的答案是：
“我把他们都养起来！”

张波，这位2012年度央视“最美乡村医生”称号的获得者，常年目睹留守老人老无所依的现
状，一直梦想能够建一座医养结合的现代化养老院，让老人们安享晚年。如今，历经4年多的努
力，一个整体规划3000张床位的大型养老院终于迈出了第一步：首批119张床位开始试运营。

这位北京老人，入住护理院后接受张波的理疗，感觉很有效。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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