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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托、上门、医养……
郑州哪个社区的养老服务最便民？

的社区郑州养老服务最便民

□策划:社区互动运营中心 执行:大河报记者 吕高见 文图

目前，郑州市有147万余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如何让老年人更好地安享幸福晚年？
10月18日起，大河报推出了社会治理的数据化产品“郑州小区Top榜”，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今天，大河报带

您聚焦“郑州养老服务最便民的社区”。在您家门口，有哪些比较好的社区养老中心？它们是如何在家门口实现老
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居家养老，一个电话有人上门服务

10月18日上午，记者来到郑州
市二七区嵩山南路85号院，和煦的
阳光，丝丝暖意。微风吹过，树上不
时有黄叶飘落，院子里有老人正带着
孩子在遛弯玩耍。

从大门口进来，顺着主干道穿过
几栋居民楼后，大学路街道养老服务
中心就坐落在这里。该养老服务中
心2500余平方米，共分4层（地上三
层地下一层）。在二层，记者看到，有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老年人评估中
心及书画室等。

三层有20个床位，窗明几净，收
拾得干净利索，当天入住的有7名老
人。69岁的张新民就是其中一位。
他老家在开封，目前也在该小区居
住，也是第一批入住的老人。

张新民是专门过来陪老伴的。
老伴老年痴呆，一个人照顾老伴有点
吃力，和女儿商量后，就来到了小区
内部养老中心。

“社区养老真好，离家近还方
便，没事还可以回家看看。”说起养
老中心，张新民连连感叹，这里环境
不错，有人陪着聊天，吃饭还有专门

的餐厅，已经在这里住习惯
了。

该养老中心工作人员张
翼介绍，他们主要模式一是社区
养老服务体系，二是居家养老服
务体系，而且整幢楼覆盖了SOS
紧急呼叫系统，老人只要有需求，
就能立刻过去。她告诉记者，附近老
人都可以来，通过评估只要达到标准
就能入住。

除了大学路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在管城区的社区养老中心，一个电话
就能预约上门提供托老养老服务。

今年40岁的张艳芳，是管城区
心连馨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
员，家就在附近住。10月19日下午
两点多，她接到青年路6号院一位老
人预约上门服务。到达后，张艳芳先
是帮助老人按摩，后又清理家中卫
生，然后骑着电动车又帮助老人把废
品卖了9元钱，给老人拿了回去。

“一个月工资5000多元，离家近
还能照顾家。”张艳芳说，有时一天能
去五六户老人家干活，每家两个小
时，“虽然辛苦，但过得很充实。”

医养结合，这里生活和家里一样好

中午时分，到了就餐时间，记者
在中原区建设路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三楼看到，10多名老人正在此就餐。

当天中午三菜一汤，主食有米饭
和馒头，还有水果。三个老人一桌，
吃饭间大家有说有笑。有老人吃完
饭站起来离开，工作人员就会立即上
前搀扶，唯恐摔倒，呵护有加。

“给。”一位老人用白勺子盛了一
勺炒鸡蛋，伸长胳膊送到了另一位老
人面前，“你不是最爱吃炒鸡蛋吗？”
说着另一老人接了过来，慢慢送到嘴
边。送人吃炒鸡蛋的老人是赵阿姨，
满头银发，今年89岁。老伴陈叔，身
体有病，脚肿不方便。老人育有两个
儿子一个女儿，大孩子67岁，小的也
56岁了，都有各自的家。

“老伴个子大，我一个人弄不
动。”赵阿姨介绍，老伴住了 14 天
院后回到家，几个孩子轮流做饭，
晚上还要住下，有的身体也不太
好，给孩子累病了咋办？雇保姆
吧，不方便。

最终，他们来到了建设路街道养
老服务中心，两个人一个标间，还有
独立的卫生间。“孩子们愿意，我也愿

意，解决了后顾之忧，我们来也是为
了他们着想。”老人告诉记者，几个孩
子都很孝顺，这里离家又近，一周来
好几趟送吃的。床是升降床，还有护
栏，有啥事直接按呼叫器，工作人员
很快就会赶到。

此外，这里还有专门的医护人
员，血压高了身体有哪里不舒服，他
们就会过来查看。

在建设路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后
院，凉亭下有几名老人正在交流乐器
心得体会，屋内有老人在练毛笔字。

该养老中心党支部书记马邦博
介绍，建设路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是今
年7月1日试运营的，目前住了120
名老人。“医是基础，养是核心，我们
为老人提供常见病治疗、慢病管理及
康复服务。不仅可以提供医疗养老
服务，同时还能辐射两公里内的老人
居家上门服务，打造了家门口的15
分钟养老服务圈。”马邦博说。

在福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
郑大五附院托管设立了医养结合中
心，以“互联网+”为抓手，构建出

“医-养-社-家”的主动式居家养老
模式，也深受广大老人的欢迎。

日间料理，让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当天下午，记者赶到了位于金水
西路和嵩山北路交叉口附近的西站
东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昔日老旧小区，蝶变温馨家
园。”这里此前是一排商户，之后在老
旧小区改造过程中，专门建成了现在
的日间照料中心。就像家里一样，一
室几厅，客厅摆放有沙发、电视等物
品，闲暇时间老人们可以在一起聊
天，品茶。由于老人大多都在休息，
记者不便上前打扰。

现场记者看到，日间照料中心
南侧临街是一排透明的落地窗，午
后的阳光洒进来，暖洋洋的。一名
工作人员正小心翼翼地推着轮椅上
的一位老人，老人腰部用绑带固定，
两脚放在轮椅踏板上，在走廊里往
返移动。

老人是江西人，今年83岁，年轻

时候就来郑州了，是一名退休工人。
说起这里的工作人员，老人竖起了大
拇指称赞。

老人的大女儿张女士介绍，她妹
妹家就在后边一条街上，离日间照料
中心约2公里。父亲有脑梗后遗症，
刚开始家里请了个保姆，但是父亲任
性，每天躺在床上，在家状况很差，和
老年痴呆差不多，让她和妹妹着实有
点受不了。

后来，就来日间照料中心考察过
几次，感觉条件还不错，就把父亲送
了过来。刚开始还有顾虑，担心适应
不了，隔三差五过来看望父亲。

“没想到父亲像换了一个人似
的，变化很大。”张女士告诉记者，可
能是集体生活老人多的缘故，在家时
把菜打碎父亲都不吃，爱耍小脾气，
现在蔬菜也吃了，人也长胖了。“还能

独唱，虽然很难听，但确实给我们一
个很大的惊喜。”

“日间料理中心有餐厅，家里不
想做饭了就到这吃。”家住西站路82
号院的一位老人说，以前每天上班，
退休后还要帮忙带孙子、孙女，现在
都大了，该享福了。“家门口养老确实
方便。”老人介绍，有时候在家里做
饭，跑很远路程去买菜，回来还要洗
菜，忙活大半天，吃完饭还要洗刷，对
于腿脚不便的她来说，存在很大的困
难。现在好多了，离家很近，日间照
料中心又紧临月季公园，环境很好，
交通便利，旁边就是公交车站。

“早餐5元，午餐8至10元，晚餐
6元。”老人告诉记者，午餐两菜一汤，
都是套餐，每天菜品不一样，吃不饱
还可以继续加菜，“尤其菜做得软、
烂、淡，很符合我们老年人口味。”

声控开灯、关窗帘，老人摔倒会报警

记者走进丰产路街道养老服务
中心，让人眼前一亮。室内AI、5G、
物联网、智能洗澡机等一些高科技
到处都是。大厅内的智能机器人，
还能够引导顾客参观。

该养老平台中心主任徐婷婷介
绍，该养老服务中心入住的大多是
一些失能失智老人。房间内铺设有
智能地板，一旦老人摔倒，地板就会
立即报警，系统也能关联到老人子
女，他们就能收到信号，及时到达。

像这样的“装备”，老人入住房
间都是这样，根据老人需求，也能配
备到老人家里面。

“小度，小度，开灯、关上窗帘。”
在该养老服务中心一个房间，记者
亲身体验发现，室内立即就会开灯，
并拉上窗帘。

徐婷婷告诉记者，这些智能设
备不仅方便了老人，也方便了护理
员的工作。助浴室配备的全自动
洗澡机，不仅能为老人洗澡，还能
自动冲浪。此外，有洗澡床、轮椅
式沐浴椅，能够满足不同老人的洗
浴需求。

同时，该中心还配备有11台AI
摄像机，通过智能分析，辅助发现老
人异常行为状态以及手势求助，并
产生预警信息实时推送至护理站，
方便工作人员及时救助老人。

据了解，自2019年起，金水区
为辖区内4401位老人开展了政府
购买居家养老专项服务，并在社区
日间照料中心开展了政府购买公共
服务，目前已将9900多位独居、空
巢、失能老人列入居家巡访对象。

郑州724个社区养老中心，咋服务好147万余老年人？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好点的养
老中心每人一个月费用需要四五千
元，一些退休老人称退休工资还不
够用，又不想跟自己子女要。此外，
个别养老中心面临选址难问题，主
要受到部分小区业主的反对，感觉
养老中心建在小区居民楼，健康的
老人还好说，碰到有疾病的老人，担
心影响大家的日常生活。随着养老
中心的不断增加，部分养老中心服
务质量和工作人员护理知识有待提
升。

走访中，部分老人坦言，年龄越
来越大，亲情不能断，虽然养老中心
待遇各方面都不错，但还是希望孩
子们能够经常过来看看他们。“哪怕
陪我们说会儿话，对我们也是一种

精神上的满足。”
对此，郑州市民政局养老服务

处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目前郑州户籍老人有147.39万
人，整个郑州市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一共有724个，下一步还会召开现
场会，重点推进居家养老服务设施
建设。一是居家养老这一块建设，
完善服务功能，这一次各区打造的
养老中心亮点比较多，都能当观摩
点。二是要突出以居家养老为主、
机构养老为补充，形成医养康养结
合特征明显、“大中心+小中心+数
字化”的格局，合理有序布局街道养
老服务中心、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完
善覆盖全市的智慧化居家养老服务
体系，为老年人提供高效化、人性
化、体系化、嵌入式的养老服务。

记者了解到，为加快推进社区
照料设施建设，去年4月，郑州市新

增城乡社区养老服务中心120
个。

到2022年，郑州将通过
实施“百千万”温暖工程，
建成高水平的街道养老服
务中心100个、社区日间
照料中心1000个，培育养

老护理员10000人；通过品
质提升工程，培育发展有规

模有品质的养老机构100家
左右。到2025年，郑州居家
养老实现城乡统筹、全面提
升，机构养老实现多样化、品
质化、品牌化。

郑州养老服务最便民的社区

(注：排名不分先后。)

大学路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在服务老人

建设路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医护人员在给老人检查

西站东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工作人员在为老人服务

中原区桐柏路街道西站东社区

管城区心连馨社区

二七区福华街街道下辖社区

管城区西大街街道平等街社区

二七区京广路街道祥云社区

惠济区大河路街道天河社区

金水区丰庆路街道普罗旺世小区

金水区丰产路街道下辖社区

二七区大学路街道下辖社区

中原区建设路街道下辖社区

老人们
在养老服务

中心集中用午餐

TOP榜

丰产路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徐婷婷在展示智慧设备

丰产路街道养
老服务中心智能机

器人，能为大家引路。

几名老人在养
老服务中心凉亭里
交流乐器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