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再费劲出去买药

看病、拿药可享门统待遇

今年92岁的刘奶奶在国庆
节假期的第一天，写了一封感
谢信，专门表扬济南槐荫区社
会福利服务中心·尊尚老年公
寓的护理员马晓峰。

“因为我肚内长有肿瘤，医
生让我必须控制好自己的高血
压，所以我每天早上要按时在5
点吃药。但我很爱睡觉，经常睡
过头，小马却能记住时间，每天
默默无闻地为我送药。”刘奶奶
在信中写道，“我现在血压很稳
定，心里很高兴。”

除此之外，最近还有一件
事让刘奶奶感到欣喜，自己的
降压药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去买
了。今年8月份，尊尚老年公寓
与济南市社保局正式签订济南
市职工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服务
协议和济南市职工医保普通门
诊统筹医疗服务协议。也就是
说，老年人在公寓看病、拿药不
仅可以刷医保卡，还能享受医
疗费起付线以上的部分报销。

“我们公寓从今年2月份就
拿到了医疗执业许可证，但长者
很少会在这里看病、拿药。他们
不舍得多花钱，宁愿出去买，或
让家属捎来，就是因为别处可以
刷医保卡。”尊尚老年公寓常务
副院长吴文才说，现在长者小病
可以直接在公寓看病，医生开处

方，由护士直接送去房间。
帮天下儿女行孝、助亿万

父母养老是尊尚老年公寓一直
秉承的理念。吴文才说，现在公
寓已经成为济南市职工长期医
疗护理保险实施定点单位，让
失能长者在这里也能享受到属
于自己的福利。

机器人成“新宠”

智慧养老成为服务新模式

为实现“用爱服务 创新
生活”的服务宗旨，济南市槐荫
区尊尚老年公寓一直在摸索养
老新思路。

现在，智慧养老是他们的
服务新模式。近来一段时间，公
寓里的大部分长者喜欢上了智
能机器人。吴文才介绍，这个智
能机器人可以跟长者聊天、为
长者播放音乐、新闻，还能通过
它与家人视频聊天。“除了智能
机器人，我们还利用睡眠监测

和看护，通过记录老人心率和
呼吸频次，从而能敏感发现异
常数据，及时报警，医护人员能
马上进行紧急处理。”

“我们还为爱读书看报的
长者配备了多功能视读一体
机，只要把文字放于扫描仪下
方，屏幕上就会出现放大后的
字体，放大的倍率可以自行调
节，还能带上耳机听到扫描到
的内容。”吴文才介绍。

此外，公寓里还实现了“互
联网+养老”，通过智能设备监
护长者的身体健康情况与衣食
住行，将数据发送到智能分析
中心，由人工智能进行大数据
分析，确保老人方方面面的健
康生活。为老人建立健康电子
档案，进行远程医疗会诊。吴文
才说，公寓正在试运行的智能
腕表，可以采集到老年人活动、
行程等相关数据，实时上传云
端实现24小时远程监控，保障

老人的安全。

槐荫社工送关爱

老年大学提供志愿服务

周一到周五，社工们会给
尊尚老年公寓的长者们组织多
种活动。记者了解到，这些社工
是槐荫区民政局组建的悦银铃
养老社工项目组的成员。他们
运用自己的专业理论和方法为
老人开展康乐和康健服务，以
节日为契机开展节日关爱服
务，并链接公益资源开展志愿
服务，从而帮扶住养长者适应
新环境，丰富老人的精神文化
生活，享受晚年幸福生活。

“最初公寓在规划建设时，
单独规划了老年大学，但由于种
种原因，一直未投入使用。”吴文
才讲道，一次偶然，山东老年大
学的学员来公寓做志愿服务，因
此结缘。去年10月份，山东老年
大学尊尚教学点暨山东老年大
学学员志愿服务点挂牌成立。

以后的日子里，山东老年
大学的老师学员们定期来尊尚
做志愿服务，公寓里的老人也
多了一份文化养老生活。“我们
希望能全面满足入住老年人在
生活、生理、心理等多种需求，
使入住老年人的生活更加丰富
多彩。”吴文才说。

可可享享““门门统统””待待遇遇 智智能能监监控控老老人人健健康康
这个老年公寓探索出了养老新模式

“年纪大了腿脚不灵
便，看病拿个药都嫌麻烦。”
今年8月，济南槐荫区社会福
利服务中心·尊尚老年公寓
与济南市社保局签订了两
个协议，老人看病、拿药可
直接刷医保卡，享门统待
遇，再也不用费劲出去买
药。除此之外，“智慧养老”
成为公寓服务新模式，智能
机器人、互联网+养老、睡眠
监测等，时时刻刻都在给予
老人高质量的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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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成坤今年35岁，10年时间，他成
功从“家政王子”转型养老产业，并逐渐
把养老做成了事业。他说，扎扎实实做
事情，用工匠精神做养老，这是他一直
坚持的初心。他和他的燕山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已经成为济南养老产业未来发
展的探索者，也见证了济南养老产业发
展的每一步。

从做家政到养老产业的转变

大学学习市场营销专业的巩成坤
从大二开始涉足从事家政行业，他的能
力也带火了大学生家政行业。走上职场
后，他选择了跟专业相符的行业，做起
了营销策划的工作。

在巩成坤看来，就是做营销策划的
这两年，对他日后的创业奠定了基础。这
两年中，他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人以及
产品，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开始思考
未来，他想做点事情，与自己的价值观相
匹配的，更是一些需要踏踏实实做的事
情。此后，巩成坤重新把家政行业作为自
己的创业规划，开启了创业生涯。

在对传统家政行业进行服务升级
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养老行业，“2012
年，我帮朋友代管运营一家老年公寓，
通过跟很多家属和老人的接触，了解到
这个行业的巨大需求，同时，我还有一
个私心，那就是希望能够为将来年老的
父母和我们自己寻找到一条好的养老
之路。”巩成坤说，从那时开始，他注册
成立的济南仁德家庭服务有限公司的
业务也从保洁逐步拓展到了养老。

接地气的养老服务

在2015年的转型之初，日本第一养
老服务著名品牌日医集团也找到了巩
成坤，与他在社区养老方面进行合作。

在巩成坤看来，当时的养老行业还
处在“概念满天飞”的时期，缺少真正接

地气的养老机构，“虽然大家都没有明
确的怎么干的概念，但在我看来，社区
养老最初应该解决刚需，解决一部分老
人最基础的需求，比如怎么吃，谁来陪，
甚至是如何洗澡的问题。”巩成坤说。

在济南市历下区燕山街道的长者
日间照料中心，巩成坤把自己的想法变
成了现实，这里不仅仅是社区老人的活
动中心，也真正成为了济南社区养老的
试验田。这里不但可以满足周边社区老
人的活动、饮食等需求，更为很多有需
求的老人提供更便捷的服务。目前的日
间照料中心，是集助餐、助浴、助洁、助
行的日托和居家养老服务以及短期托
养为一体的养老综合体。

“说实话，能做到接地气不是那么
简单，就像我们推出的助浴服务，服务
的都是行动不便的老人，洗澡对于他们
来说都是奢望。”巩成坤说，有的老人在
接受服务之后，感动得留下泪水，对于
他们来说，这样的洗澡服务已经不仅仅
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他们晚年生活
的尊严。

由于养老行业探索出了成功样板，
巩成坤也更忙了，现在手上就有几个养
老相关的项目要落地，但只要有时间，
他还是会到燕山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看
看，与托管的老人一起玩飞镖游戏，陪
90多岁的托管老人安静的坐一会，夸夸
托管老人走路有进步了……用他的话
说，在老人身边时，让他心安，也给予他
更多思考。

健谈的巩成坤，在综合养老中心最
受老人欢迎，很多老人都爱拉着他讲故
事，而巩成坤也很乐意做一个倾听者。
他希望自己一生都用工匠精神做养老，
在养老事业的探索之路上也有很多故
事可以讲，这里面有自己，有这个伟大
的时代，也有更多的情感。

济南仁德家庭服务有限公司 济
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4958号天安财险大
厦2-218室 0531-82710345

巩巩成成坤坤：：用用工工匠匠精精神神做做养养老老

养护部工作人员正带着高龄老人刷医保卡拿药。老人跟着智能人的舞蹈节奏拍手。

文/孔雨童

济南市槐荫区一个以“温暖”命名
的老年公寓，切切实实让众多老年人真
正感受到了温暖。

10月16日，当记者赶到温暖老年
公寓的时候，正好遇到负责人周彦急
匆匆带着120急救人员运送一位心脏病
发作的老人。“昨天下午老人就出现
心脏不舒服，我们这里的医生给他做
了检查，情况稳定后几乎寸步不离地
守着，今天有些加重就干脆叫了120。”
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这里距离省立
医院西院步行也只有10分钟路程———
几分钟后，医院传来消息，老人情况
已经平稳。

“平安”，是温暖老年公寓一直强调
的第一要务。走在老年公寓中，走廊墙
上安置的是老人可以扶着行走的长长
把杆，每隔几米就挂有一个红色的塑料
盒子，里面是防火面罩；再走几步，恰巧
碰见驻院医生拿着一沓厚厚的记录表
走过，上面仔仔细细记录着每位老人的
身体状况。

走进老年活动室，则是另一番热火
朝天的景象。这边，几位老人在认真地
边嗑瓜子边看电视；那边，打瞌睡的大
叔，旁边一位老人在认真地用手机看新
闻，中间的方桌周围，几位老人已经面
带喜色地唱起了东方红。“唱得好吧，我
还给这个养老院编了首歌来着。”66岁
的杨阿姨患有类风湿关节炎，挥舞着已
经严重变形的双手笑着说，自己得这个
病17年了，老伴去世以后她一个人在家
得了抑郁症，总想着怎么快点离开这个
世界，没想到后来却在这里找到了新的
人生。“实话说，都照顾得非常好，生活
规律又丰富快乐，重要的是这里的工作
人员对老人都很人性化，每天在一起生
活，让大家感觉像家一样。”

一个单间里，满满当当摆放着各种
家具物件，甚至包括几张放在相框里几

十年前的照片——— 80多岁的王阿姨已
经在这里住了五年了，阿姨说，她是卖
了房子住进来的，可是来了就不想走
了，周围的老人和工作人员宛如左邻右
舍一般亲近；另一个多人间里，工作人
员正在喂一位高龄老人喝水，杯子凑到
嘴边的时候，另一只手很自然地就握住
了老人的手。

漫步在这里，最大的感受是几乎人
人面带笑容，从老人，到护理人员，从院
长，到厨师。“氛围很重要吧，很多老人
辛苦了一辈子，几乎把晚年生活的所有
都托付在这里了，我们得让他们感受到
真心，感受到快乐。”周彦说。

在济南，温暖老年公寓或许真的算
不上什么高收费的公寓，失能老人每个
月仅2500元-3000元；外观上看来也不
算堂皇，但院长杜泉君说，“我们就是想
给大家一个家的感觉吧，不是豪华的宾
馆，而是朴实温暖的一个家。”5年来，温
暖老年公寓接收过数百名老年人，床位
常年爆满，很多人在这里安详走完一
生，也有很多人住进来之后又介绍了亲
朋好友来到这里，这样经口碑住进来的
老人能占到1/4。

温 暖 老 年 公 寓 联 系 电 话 ：
13678816862(周老师)

连连那那些些抑抑郁郁的的老老人人都都在在这这里里““好好了了””

槐荫区社会福利服务
中心 (尊尚老年公寓) 济
南市槐荫区匡山大街与匡
山东路交叉口西南角，电
话400668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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