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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这里里找找到到了了““家家””的的感感觉觉
——— 探寻临清市医护型养老保健服务中心让人向往之秘

王长新 邢以山

在山东省聊城临清市温泉路以南、258省道以东，两座高标准的现代化大楼毗邻而立，分外醒目，楼顶处分别竖立着“临清市颐养中心”、“临
清市人民医院东院区”的红字招牌。这里便是临清市医护型养老保健服务中心，一个让“老人们心向往”的新天地。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剧，如何为老年人提供完善的综合养老服务成为各级政府需着力解决的问题。今年2月，山东省启动全国医养结合示
范省创建工作，印发《山东省创建全国医养结合示范省工作方案》，全力推动医养结合创新发展。临清市医护型养老保保健服务中心正是贯彻落实
省级要求的先驱试点。据了解，临清市医护型养老保健服务中心是经聊城市民政部门批准的临清市政府惠民工程，也是是山东省卫计、民政、编办
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机构申请设立养老机构许可工作的通知》后的全省首家公立医院创办的养老机构构，它的诞生意味着临清
养老业进入医养结合新阶段，打破了养老与医疗相脱节的行业困局。

胜似家庭的

幸福生活

“现在有了颐养中心就更
好了，大家住在一起，吃得好、
玩得好、睡得着，各种设施都
有，且环境优美，还有专门的人
照顾，比家里条件好多了，不是
家庭胜似家庭啊。”70多岁的李
大娘整天乐呵呵的。

走进养老区半护养老楼的
酒店式公寓，鹅黄色的墙壁、淡
粉色的窗帘，整个房间布置以
暖色调为主，透露着居家的温
馨气氛。房间南向是大面积的
落地窗，阳光照射进来，整个房
间都显得明亮温暖。每个房间
都配备了洗手池和卫生间，为
方便老人行动，防止滑倒摔倒，
卫生间里还铺设防滑垫，安装
了扶手，于细节处体现对老人
的关怀。

这个中心总投资4亿元，占
地面积260亩，建筑面积约13 . 5
万平方米，设计床位2000张(其
中养老1500张，医疗500张)，项
目建设伊始就明确了目标定
位：即先进的医疗设备、高规格
的服务标准、浓郁活跃的文化
氛围、和谐优美的内外环境、家
一样温馨的生活节奏、优质高
效的医养结合特色服务，让入
住老人尽情享受晚年幸福。项
目重点突出医、养、康、护“四位
一体”的养老，养老区即颐养中
心，建有10万平方米的养老公
寓楼、半护养老楼、服务综合楼
(含老年大学、健身保健、养生
餐厅、大型超市、银行等)等；建
有3 . 5万平方米的医疗综合楼，
为老年人提供专业救护、慢病
管理、健康体检、康复理疗、心
理慰藉和临终关怀等服务，“以
医助养，以养带医”一体化，将
专业护理、传统康复、机构养

老、居家式养老进行了完美结
合。

入住的这些老人中既有夫
妻，也有亲戚，父子、母女，根据
需要他们可住在同一房间，方
便互相照应，其他素不相识的
老人，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觉
得合得来也可以住在一起，有
衣柜、有桌椅、有电视等等家
具，以满足生活需求。也可单独
居住，自得其乐。

胜似儿女的

关怀照护

“我可能是第一位住进这
里的老人，对这里的环境非常
满意，房间面积宽敞，离家近，
家人过来看我很方便。也是奔
着市人民医院的名头来的，人
老了身体免不了得病，这里有
大夫24小时值班。护理人员的
服务特别好，给我们盖被子、洗
脚，而且医疗水平也非常高，得
个小毛病什么的就可以处理。”
今年83岁的姜大爷是临清市先
锋路街道郭堤社区居民，也是
第一批入住中心的老人。

此前，姜大爷住在聊城市
的一家养老院，虽说护理不错，
但医疗方面水平有限。听说临
清市要办一家医养结合的养老
机构，由临清市人民医院投资
承办，就多方打听，6月份中心
试营业就住进来了。

“对每一位进院的老人，我
们都会为他们做个健康检查，
针对老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
提供不同程度的护理和保健。
定期进行查体，为老人们的健
康保驾护航，让每一位老人都
有自己的健康管家。”颐养中心
的护士长安海英在楼内一进门
的护理台介绍说。对这里入住
的老人，每天都有医生查房，一
旦老人身体有状况，可及时通

过绿色通道转入医疗区，实现
有病治病，无病疗养的目标。养
老区和医疗区就隔着一条路，
几步之遥，非常方便。护工一天
两次带他们外出遛弯，放松身
心。对需要服药的老人，护士也
会叮嘱他们按时吃药，注意生
活和饮食习惯。

来到姜大爷住的房间，笔
者看到室内有两张床，衣柜、电
视、空调、独立卫生间以及无线
网络等设施都很齐全。除此之
外，室内还有24小时呼叫服务、
24小时饮用热水和洗澡热水。
笔者还注意到，在每个房间的
床头都有一个“一键通”，老人
遇到紧急情况或是有什么需
要，一按按钮，护理台就会提示
哪个房间的老人呼叫。听到呼
叫后，护理人员就会立刻赶到
老人房间，为老人提供服务。因
为距离非常近，从老人呼叫到
护理人员赶到老人的房间，最
长也不过几十秒。

对于老年人，营养膳食尤
为重要。中心专门从市人民医
院本院调来一位营养膳食科的
护士长，每周与餐厅协商，确保
为入住老人提供营养均衡的膳
食，并为他们提供送餐上门服
务。同时还有专业的营养师，针
对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老
年人常见病，研制科学的饮食
菜单。笔者来到餐厅，餐饮部的
负责人拿出了一张食谱表。他
说，每周我们与营养师协商，提
供营养均衡的菜单，一天三顿
饭按点送到老人房间。如果老
人不想吃当天菜单上的饭菜
了，也可以跟我们说，随时更
换。

在这里，老年人的健康、生
活都得到了保障，餐厅也对医
疗区的医护人员开放，到了吃
饭时间，老人也可选择到餐厅
就餐，跟医生、护士们聊聊自己

的身体状况和科学养生。身边
围绕的都是医生、护士，老人医
疗方面的问题完全不用担心。
对需要康复治疗的老人，中心
在医疗区建设了康复训练大
厅，斥资1000余万元购置了经
颅磁、冲击波、德国康复机器
人、悬吊系统等先进康复设备，
通过运动、作业、言语疗法和理
疗、针灸、按摩等综合康复治
疗，临清市“靓丽临清”理发店
和“镇青堂”修脚店定期到中心
为老人义务理发、修剪指甲，使
老年人健康养老，安享晚年。

市人民医院院长赵丽华
说：“我们秉承‘孝顺、孝敬、孝
爱’的文化理念，本着‘为政府
分忧、帮儿女尽孝、替老人解
难、让社会宽心’的宗旨，安排
医护人员为老人体检，并根据
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提供医疗康
复服务，真正实现老人小病常
见病不出楼、大病急病不出院，
全面提高老人的生活和生命质
量。”

胜似公园的

优美环境

走进颐养中心，笔者发现
一片新天地，不是公园、胜似公
园。今年83岁的李大娘告诉笔
者，“这里非常舒适，空气好、风
景好，我很喜欢。”

这个中心建设之初就从老
人的角度出发，并将不同老人
们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融
入于设计之中，在设施、绿化、
文化、精神等各方面完善服务
细节，打造了一个安全温馨、舒
适洁净且具有人情味的居住环
境，这给老年人带来如家般的
感觉，同时让他们的晚年生活
更加丰富多彩。

起居室或其他活动场所的
空间布局、窗帘花色图案的点

缀、墙壁的材质和色彩处理，墙
面上挂一些画框、书法字画等，
增添了人文气息，满足人们的
精神需求，营造了关爱、亲情、
温馨的氛围，体现出亲切、随
和、关怀之情，使颐养中心成为
老人生活的港湾。就连大厅、餐
厅、休息区等必要的公共区域，
不仅有充足的自然光，而且注
意了通风，室内光照柔和舒适，
给人温馨感。

为了让老人能身心健康的
快乐养老，该中心也下了不少
功夫。在养老公寓楼和半护养
老楼内都设有书画室、棋牌室、
健身室和阅读室，老人闲暇时
可约上三五好友，一起打打牌、
看看书，愉悦身心。综合楼的老
年大学还会开设唱歌、跳舞、书
法等课程，丰富老年人的精神
生活。定期举办趣味运动会、老
年人健身腰鼓、柔力球、太极
拳、健身气功、广场舞等老年人
体育活动，全面提升老年人的
身体素质，充分满足老人的精
神文化需求。

楼外的活动区域被布置成
了休闲花园，不大的地方亭台
楼榭、小桥流水，别有一番滋味。
正值夏季，老人们可以在亭廊里
纳凉、聊天、交流、沟通，或是唱
唱歌、跳跳舞、玩玩乐器。让记者
惊讶的是，中心的南边是一大片
菜地，已经种了几种蔬菜。这些
蔬菜都采用绿色种植，安全健
康，确保老人吃得健康、营养、安
全。菜地南边种植了苹果、石榴、
葡萄等各种果树，届时，入住的
老人在瓜果飘香的养生环境中
享受采摘的乐趣。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
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
有所为，临清市医护型养老保
健服务中心让这一切得以实
现，老人们的晚年生活将更加
美好。

聊聊城城市市卫卫生生计计生生监监督督所所落落实实““谁谁执执法法谁谁普普法法””责责任任制制
聊城市卫生计生监督所

立足自身职能，发挥专业优
势，结合本单位法律法规的实
施，严格按照“谁执法谁普法”
的工作要求，注重普法宣传与
监督执法共同推进，实现了执
法与普法深度融合良性互动。

在日常监督执法中推行
“以案释法”

自2017年出台《关于实行
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
法责任制的意见》以来，全市卫
生计生监督机构共查处各类案
件364件，行政处罚362件，罚没
金额90 . 69余万元。在执法过程
中，监督执法人员严格做到“事
前提示”、“事中指导”、“事后双
回访”，监督员在早期日常监督
检查中详细告知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下达监督意见书，及时
提醒当事人尽可能避免违法违
规行为发生；在之后的检查中
如果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进行
立案处罚，责令其限期整改，并
对包括涉案单位的员工进行有

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培训；结案
前，监督员上门对涉案单位整
改情况进行复核，同时，稽查科
对行政执法过程中涉及的文明
执法问题向被处罚单位进行回
访。结案后，所有行政处罚事项
均按要求及时、全面的进行公
示，不仅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更是大众的一次法律宣传教
育。通过这样的监督执法程序，
形成了“以执法带动普法，以普
法促进执法”的良性循环。

在业务管理中实施“精准
普法”

针对卫生计生法律法规
数量较多、专业性强的特点，
我市加大对业务人员的培训
力度，将以往“大而全”的大规
模培训，变为“小而精”的针对
性培训，培训更加注重基层需
求，更加注重结合案例，更加
注重实际效果。2016年10月，
举办全市放射工作人员培训
班，全市1500余名放射工作人
员参加培训，培训后开展业务

考试，考试合格者发放《放射
工作人员证》；2017年7月，举
办了全市卫生行政执法程序
培训班和行政执法专题培训
班，对全市骨干监督员进行了
培训；针对基层监督人员水平
差的问题，分别于2017年2月
和8月对东阿县、冠县的卫生
监督员和卫生监督协管员进
行了业务培训；2018年6月，对
鲁西南医院开展以“规范执法
行为，坚持依法执业”为内容
的法律法规培训；7月，举办针
对全市医疗卫生专业的监督
员开展案卷评查培训班；同
时，对县级卫生监督员开展业
务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卫生监
督协管、卫生监督稽查和打击
非法行医工作要点等。

在全系统营造“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良好氛围

2018年6月，聊城市全面
启动医疗机构法治建设工作，
召开全市医疗机构监管暨法
治建设工作会议，各县(市、区)

卫生计生局分管局长、监督所
长，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主要负
责人；市直各医疗机构主要负
责人、市发证民营医疗机构主
要负责人；委机关各科室主要
负责人等200余人参加会议，
市卫计委党委书记、主任刘德
勇同志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
明确了工作要求，细化了工作
安排，还对医疗机构依法执业
中易出现的违法行为进行了
讲解通报。会议要求各医疗机
构成立专门的法治部门，建立
卫生监督联络员制度，按照法
治医院创建指标和评估标准，
首先在全市范围内全面而深
入的开展自查自纠，进而进入
调研推进、法治医院创建评
估、法治医院创建自评阶段。
全市医疗机构监管暨法治建
设工作的开展，便于进一步加
大法律宣传和培训力度，有利
于整个医疗系统抓基础，树典
型，以点带面，努力实现普法
工作的全面提升。 (冯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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