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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温暖人心的好消息，乘

着二月的春风，传遍了大江南北：

2 月 22 日，在国家发改委、

民政部、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举

行的“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

动”启动会上，郑州等7个城市作

为首批试点城市，分别与河南爱

馨养老服务集团等养老企业进行

现场签约，携手推进普惠养老服

务。这将为之后在全国普遍实施

专项行动提供示范经验。

对全国老年人来说，这是一

个充满暖意的喜讯。对河南爱馨

养老集团来说，这是一份令人自

豪的荣光！

从想给父亲找个养老好住处，

到自己办起养老院；从遇事手忙脚

乱、连开会都不知道说啥的“毛丫

头”，到制定服务标准、培养一批养

老院院长的“校长”；从租赁房屋建

28张床位的养老公寓，发展到资

产10多亿的爱馨养老集团……

20 年砥砺奋进，20 年春华

秋实。在省人大代表、河南爱馨

养老集团董事长豆雨霞看来，20

年养老创业路，既充满无尽的艰

辛曲折，更带来了巨大的成就和

欢乐。

□本报记者 卢松

爱馨养老20年：为天下老人营造一个温馨的家

3月 1日，走进位于郑州市长江东路上的河
南爱馨养老集团总部——爱馨阳光城老年服务
中心，很快就被这里的优美环境、温暖气氛所打
动。医院大厅，养老公寓，三五成群的老人乐呵
呵地坐着，愉快地交流着。着装整齐的护理人
员轻快走过，一抬头，露出甜甜笑意。

今年是81岁的方迹复在爱馨养老公寓的第
4个年头。“去哪儿都没有住这儿好。这里护理
员很贴心，比自己的儿女都亲。”方迹复在老年
公寓住了一年后，便动员姐姐方迹洁和几个同
事，也搬过来一起住。“我们组建了一个歌唱队，
一起唱歌、跳舞，过得很开心。”

“孝，就是让老人们生活得开心！”豆雨霞坦
言，“让老人们晚年生活幸福，就是永远记着父
母给我们的温暖，不忘初心地孝敬他们。”

豆雨霞从小跟养父母一起生活，亲生父母
远在东北。生母去世后，豆雨霞便把生父接到
身边。因为生意太忙，为了安置好老人，豆雨霞
四处寻找养老院，但考察一圈后，发现郑州仅有
的几家老年公寓破败凄凉。由此，豆雨霞萌发
了自己创办养老院的念头，她想让老人快快乐
乐过晚年生活。

雷厉风行，说干就干。1999年 3月 9日，投
资 10 万元、28 张床位的爱馨养老公寓正式营
业。

“养老院来的第8个老人叫袁梅兰。”豆雨霞
回忆说，那老太太特别爱干净，脾气倔强，大家
都有点怕她。有一天，老人们都睡下了，豆雨霞
悄悄拖地，累得满头大汗。刚直起腰想喘口气，
就听见袁奶奶说：“豆豆，到我这来。”豆雨霞以
为是拖地声音吵醒了她，就准备挨骂。没想到
的是，袁奶奶不仅没有骂豆雨霞，而是慢慢搂住
了她的肩膀，轻声地说，“丫头，你太累了，休息
会儿吧。”

“我只感觉一股暖流流遍全身……”提及十
几年前的那一幕，豆雨霞至今满怀感慨，“人与
人相处靠的不是利益，不是血缘，而是一种纯粹
的爱！”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豆雨霞从老人们身
上体会到了人间最重的亲情，感受到了生活中
的温暖。她已不满足于让自己的父母生活幸
福，她还要让更多的老人享受到晚年生活的快
乐，这是更大的孝道。

2000年，流行席梦思床垫，豆雨霞就把公寓
里的床垫全换了；2003年，为了让老人能随时洗
澡，豆雨霞在公寓里装上了热水系统；2008年，
为了让老人晚年生活更丰富、更快乐，豆雨霞建
起了老年戏曲广场和银龄剧场……在河南爱馨
养老集团采访，从养老公寓，到医养结合中心，
再到居家养老社区，处处充满着“孝”之爱心散
发的缕缕香气。

20年孝心不改，豆雨霞时时处处为老人着
想，将“孝”之初心，化为集团化运营的“孝”事
业。如今，河南爱馨养老集团的服务范围已跨
越四省十几个市、县（区），拥有18家直营养老机
构、4家加盟养老机构、16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30多个互动养老联盟基地，养老机构建筑
面积约58万平方米，床位2万余张，累计服务失
能老人2万多名，健康老人近50万名。

“如果爱馨养老集团是一条船，那么我们
的手就是一支桨，只有大家共同伸出双手，让
千千万万支桨一起使劲，我们的航船才能劈波
斩浪，勇往直前！”爱馨养老集团第一个员工、
爱馨养老集团运营中心总监张玉梅说。

1999 年 3月 6日，爱馨养老公寓开业前，
张玉梅第一次走进爱馨养老公寓，这个当时20
多岁的女孩感到手足无措：她应聘的是老年公
寓院长助理，原以为是搞管理工作。但实际工
作是每天面对瘫痪在床的老年人，自己不仅要
伺候他们的衣食住行，还要清理他们“经常不
小心”留到床上的大小便。

“我当时也打过退堂鼓，但豆总像知心大
姐一样关心我们，并手把手教我们服务技巧。

可以说她对老人的真心付出打动了我，我决定
留下来试试。”张玉梅说，“老人们真的就是把
我当亲人一样看待，也当我是他们的一个依
靠。每次看到他们脸上露出的笑容，心里就有
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更加坚定了我做好这份
工作的信心。”

20年时间，从豆蔻年华到两鬓斑白，张玉
梅把自己最美好的时光留给了河南爱馨养老
集团，留给了那些瘫痪在床、需要关心和关爱
的老年人。张玉梅说：“看着爱馨就像看着一
个孩子，从十月怀胎到茁壮成长，从服务第一
个老人到现在服务50多万名老人，感到自己的
人生过得很有意义、有价值。”

张玉梅仅是陪伴河南爱馨养老集团发展

壮大的一个典型，在 20年的岁月长河中，爱馨
还有很多像张玉梅这样的忠诚员工。

陈丛琳，2001年从南召县卫校毕业后，就
进入河南爱馨养老集团工作，18年的时光，让
她从一个16岁羞涩的小女孩，成长为集团独当
一面的养老公寓院长。很多人问过陈丛琳：真
的甘心在养老公寓过一辈子？她抿嘴一笑：

“我很爱老人，老人也需要我，我这辈子估计离
不开养老公寓了，而且我也不想离开，我觉得
这样就挺好、挺幸福的！”

2009年，郭华和丈夫怀揣着都市梦想，从
原阳县农村来到省会郑州，进入河南爱馨养老
集团工作。从养老公寓护理员到家政服务公
司主管，从基层一线员工到部门负责人，从一

名“泥腿子”到城里人，10年时间，郭华一家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爱馨，只要愿意付
出，就会赢得尊重。你的才能有多大，就有多
大的成长舞台。”郭华告诉记者，她的两个女儿
大学毕业后，都应聘到河南爱馨养老集团工
作。

…………
回望河南爱馨养老集团20年走过的路，正

是因为有了一大批像张玉梅、陈丛琳、郭华这
样的员工，企业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也正是
他们，挺起了河南爱馨养老集团的脊梁，成就
了蓬勃发展的事业。而河南爱馨养老集团也
平等地成就着这里的每一名员工，给予他们应
有的尊严和体面的生活。

“索爷爷好，您走路慢一点儿。”“李奶奶，您
该吃药了。”“彭奶奶，您订的书和报纸送来
了。”……3月1日上午10点钟，河南爱馨养老集
团郑州阳光城养老公寓18楼，36岁的护理部主
任韩海波边走边笑容满面地与老人打招呼。

“我们这里的护理员对待老人都像对待自
己的长辈，一律称呼‘爷爷’‘奶奶’。我们用真
心服务，让老人感受到家的温暖。”韩海波说。

老小孩，老小孩，老人有时候也会闹情绪，
发脾气。在河南爱馨养老集团，上到董事长豆
雨霞，下至一线护理员，就想着法儿，哄他们高
兴，逗他们开心。一次，集团一名新进员工受
了委屈，和老人发生争吵，豆雨霞便耐心开导:

“老人永远没有错，首先要从我们自身去找原
因，而不能去埋怨老人。”

如果说爱馨养老公寓是一个大家庭，豆雨
霞为这个家付出的就是浓浓的亲情，一切都是
为了这个家里的老人。对于那些卧病在床、痴
呆的老人，豆雨霞从不嫌弃。一次，一位偏瘫老

人拉了一床，被子、床垫上全是屎，豆雨霞二话
不说，将老人抱起来，和护理员一起给老人擦洗
身子。孙玉娥老奶奶一口痰上不来，憋得脸发
紫，豆雨霞不假思索，口对口帮老人吸痰……

从创业之初，豆雨霞就确定了“家庭式管
理，亲情式孝老”的养老服务模式。在她的带
动下，河南爱馨养老集团全体员工关爱老人、
尊敬老人蔚然成风。他们对“失明”老人关怀
鼓励；对“失聪”老人附耳唱歌；对“失语”老人
反复口教；对“卧床”老人翻身擦洗；为病故老
人穿衣美容、悼念送终。

袁梅兰奶奶是入住爱馨养老公寓较早的一
位院民，也是豆雨霞服务时间最长的一位院民。
在豆雨霞尽心尽力的服务下，袁奶奶在爱馨养老
公寓度过了一个安详的晚年。老人去世后，4个
子女满怀感激之情，把写有“爱馨胜似亲父母，不
是亲人胜亲人”的锦旗送到豆雨霞手中。

豆雨霞也是个敢想敢闯的人。为了提升服
务水平，让入住老人过得更幸福，这些年，美国、

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的养老机构，都留下了
她参观考察的足迹。“我们的民办养老机构除了
数量远远不够之外，在服务方式、服务标准上还
存在较大差距。”豆雨霞分析说，爱馨养老集团
想要发展壮大，必须走专业化、特色化、规范化
的发展路子。

——服务标准化。河南爱馨养老集团总
结出一套技术操作规范，对养老公寓实行制度
化管理，对员工进行量化考核。豆雨霞表示，
爱馨的事业是人间大善、大爱事业，爱馨的每
名员工一定要具备“三心”“六种智慧”“九种能
力”，才能把服务做好。“三心”即孝心、爱心、责
任心。“六种智慧”即感恩、包容、示弱、幽默、反
省、变通。“九种能力”即生存能力、学习能力、
执行能力、管理能力、决策能力、驾驭能力、交
往能力、沟通能力、创新能力。

——文化标准化。从 2002年成立党支部
到 2013年升格为党总支，河南爱馨养老集团
始终坚持以红色凝聚力量、以文化传承孝道、

以党建引领服务，以传统文化引领企业管理进
行文化铸魂工程建设。近年来，在集团党总支
的带领下，河南爱馨养老集团始终坚持每周两
次科普教育、一次幸福联谊会；每月举办“9日
集体祝寿、19日义诊、29日义务理发”的三九
志愿服务活动；每年的母亲节、父亲节、重阳节
等重大节日，都会组织举办文艺演出。

——信息标准化。爱馨智慧医养结合养老
信息化平台集养老院管理系统、运营管理、服务
中心（含呼叫中心功能）等九大系统于一体，上亿
数据资源可同步共享，实时筛选甄别，有针对性
地进行分类服务。同时，线下设计100多项服务
模块，帮助养老服务机构、老人、子女建立一站式
的“互联网+”智慧医养结合综合性服务体系。

“20年来，在郑州的民办养老机构中，河南
爱馨养老集团不是创办最早的，但却是成长最
快、办得最接地气，口碑最好的。”这是豆雨霞的
自信，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一路走来，爱心服
务，始终是推动爱馨跨越发展的不竭动力。”

在河南爱馨养老集团郑州阳光城养老公
寓 8楼“无陪护病房”，失能失智老人躺在病床
上，每个床位之间都有粉色的拉帘保护隐私，
专属的轮椅和小桌子，就像自己家一样温馨。
住在爱馨养老公寓的老人80%是失能老人，年
龄都在 70～80岁。爱馨人为他们提供医养结
合、分级护理、康复治疗的护理服务。

从早到晚，除了正常的医疗护理外，病患的
饮食起居也有专人照料。“24小时专业护理员看
护，一日三餐、加餐专人配送，洗漱、喂药、聊天、
唱歌、讲故事、翻身、洗脚、大小便……老人几点
做了什么事情，有谁来探望过老人，都会体现在
护理记录表和亲情监督卡上。”郑州爱馨医院医
养结合一病区护士长杨芳告诉记者，一周一次
的“幸福联谊会”，护理人员还会引导老人相互
讲自己生命中幸福的事，回忆那份情、那份爱，
时刻感受幸福在身边绵延的感觉。

爱馨阳光城老年服务中心是一个“医养结
合”的标准化养老基地，前面综合楼内建设有
养老公寓和郑州爱馨医院，医院不仅为入住公
寓的 600多名老人提供医疗保障，同时也为入
住后面居家养老小区的 1600多名老人装上了
一道生命“保险铨”。

72岁的彭应秀退休后，和丈夫一起在爱馨
阳光城小区租了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过上了
居家养老的生活。“我和老伴年龄大了，有一些
常见病不说，还经常出现突发性疾病。小区前
面就有医院，在家按一下呼叫器，医生 10分钟
就能赶到。如果不想做饭，还可以到养老公寓
的食堂就餐。”彭应秀高兴地说，“医养结合，让
孩子们放心，我们老人生活也舒心。”

豆雨霞在服务老人的过程中发现，除了失
能老人、卧床老人需要一个全方位呵护的温馨

之家外，比例更大的健康老人则需要一种积极
向上的快乐养老方式。在这种思路引领下，河
南爱馨养老集团一直致力于开展丰富多样的
老年社会公益活动，向广大健康老人传播快乐
养老新理念。

2003年 4月，举办了郑州市“健康老人”评
选活动；2004年 10月，主办了河南省首届老年
才艺大赛活动；2006年5月，联合有关单位举办

“我为父母尽孝心”——600名老人免费一日游
大型公益活动；2008年开展“精彩人生快乐晚
年”系列活动……一项项老年人公益活动，带动
着更多老人走出家门，放松心情，享受生活。

“互动养老”是最近几年流行开来的一种
新型养老模式，老人在不同季节辗转不同地
方，边旅游边养生，既健康生活，又开阔视野。
2009年，河南爱馨养老集团联合全国9家养老
机构正式启动“互动养老”服务。同时，联合众
多养老机构，申请成立了全国养老产业互动联
盟。截至目前，河南爱馨养老集团已组织实施
北戴河、海南、厦门等地的互动养老活动数十
次，有1000多名老人参加活动。

爱馨养老，服务更好。20年时间，豆雨霞
带领集团员工不断探索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
化养老服务：老人经常生病住院，爱馨就自己
办诊所、办医院、办家政公司，老人生活沉闷无
趣，爱馨就组织活动、开展互动养老，老人想在
家门口就近玩，爱馨就开展社区养老服务……

“我们逐步建立并完善了以机构养老为基础、
社区居家养老为补充、互动养老为延伸的‘三
位一体’模式，努力为老人提供全方位、多功能
的综合养老服务。”豆雨霞说。

在我国快速迈向老龄化社会的过程中，城
市居民对市场化养老服务具有多层次、多样化

需求，养老服务亟须扩供给，强弱项。
“要大力发展养老特别是社区养老服务

业，对在社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助餐助
行等服务的机构给予税费减免、资金支持、水
电气热价格优惠等扶持……让老年人拥有幸
福的晚年，后来人就有可期的未来。”3月 5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的话，无疑给全国养老
服务业的发展吹来了一股强劲的春风。

“抓住政策机遇，开启二次创业。”豆雨霞
表示，作为国家首批“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
行动”试点企业之一，河南爱馨养老集团将积
极按照《城企联动普惠养老实施方案》开展工
作，接受中央部门指导，落实好国家有关规划
与政策，严格执行服务内容、标准、规范，保证
服务质量，确保各类补贴政策精准执行，协同
创新、共赢发展。

同时，河南爱馨养老集团依托标准化模式
的复制，争取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新增床
位一万张；启动养老护理培训学院、储备输出
养老管理和服务人才；联合有实力的机构落地
多个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园（产业基地），依照公
益、慈善、普惠的服务标准，搭建国际一流的线
上线下综合养老服务平台。

“我知道，做好养老服务这条路很长，但我
会一直向前走下去。”豆雨霞坚定地说，“我一
生只做养老一件事，爱馨 100年只愿做好这一
件事：为天下老人营造一个温馨的家。”

20 载寒来暑往，孕育了无限的希冀与梦
想；20年风雨兼程，铸就了奋发有为的激情和
继往开来的决心。

全力打造养老行业高质量标杆，河南爱馨
养老集团，重整行装再出发！

从孝敬父母到孝行天下
20年孝心不改A

从一名员工到一群“家人”20年忠诚不变B

从亲情式孝老到标准化服务20年服务如一C

从探索“医养结合”到引领普惠养老20年创新不止D

爱馨阳光城老年服务中心成为全国“医养结合”的养老示范基地

河南爱馨养老集团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城企联
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试点之一。在这一活动启动
仪式上，郑州市政府与河南爱馨养老集团现场签约

河南爱馨养老集团董事长豆雨霞在“城企联动普
惠养老专项行动”启动专题会议上作专题发言

河南爱馨养老集团入住老人自编自演节目

河南爱馨养老集团组织老人旅游采摘

河南爱馨养老集团入住老人享受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