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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11版荩

长三角区域养老
黄浦新昌破壁垒

■本报首席记者 孔令君 通讯员 俞临新

日前，上海黄浦—浙江新昌养老一体化
战略合作活动在绍兴市新昌县天姥阆苑养
生谷正式启动。两地民政局签订了《养老服
务发展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战略合作，双方
本着“资源互补、市场共享、务实合作、协同
发展”的原则，未来将持续在加强协作协商、

发展养老产业、畅通民间交流、倡导异地养
老、 促进教育培训等方面加强合作交流。当
日，两地老人之间还有门球、太极拳的体育
交流。

大家都期待，长三角地区城市间的养老
服务事业优势互补和区域融合未来能有更
多新动作。

黄浦区是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
的区之一，60 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占
39% ，80 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占
6.5%。再看新昌县，风光秀丽，是浙东唐诗
之路、佛教之游的枢纽，享有“东南眉目”之
美称。新昌拥有大佛寺、穿岩十九峰、沃洲
湖三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和一个国家级
硅化木地质公园。 新昌县常年天蓝水绿。

“三江”水质均值达 II 类标准，全年空气优
良率稳定在 90%以上， 森林覆盖率保持在
65%以上。近年来，新昌积极打造“康养新
昌”品牌，结合自己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

促进养老事业发展。

目前， 新昌县共有养老机构 19 家，其
中公办养老机构 10家，民办 9家，100 张床
位以上养老机构 9 家。 养老床位 4699 张，

其中护理型床位 2428 张，全县每百名老人
床位数 4.5 张。值得留意的是，新昌制药产
业较发达，当地有养老基地已打出“中医药
养生”的招牌，希望能以中医健康养生，食
中医药膳、 饮中医养生膏方来吸引上海人
异地养老。

近些年， 记者在长三角各地采访发
现，提出打造养老产业 ，并强调 “异地养
老”吸引上海老人的地方不少，比如江苏
泰州、南通，以及浙江嘉兴的一些区县 。

它们的主要优势，是风景好 、性价比高 、

康养结合等。可实际上，更为关键的问题
也许在于长三角医保、 社保实现真正的
互联互通。

好消息是，2018 年 9 月 28 日，包括上
海在内的长三角 9 个城市成为异地就医
门诊费用直接结算首批试点， 到今年 4

月，又有 9 个新试点城市加入。截至今年 4

月 15 日，长三角异地住院直接结算总量已
达 27.3 万人次， 门诊直接结算总量已达
3.3 万人次。5 月 27 日，记者从芜湖市医疗
保障局获悉， 芜湖的基本医保门诊费用结
算再升级， 已与上海医保信息系统成功链
接， 在安徽省范围内率先实现与上海市门
诊费用双向直接持卡结算。具体来说，现在
芜湖的参保人员，在上海 23 家医院的普通
门诊就医时，可持卡直接结算费用。上海参
保人员，可在芜湖地域内的皖医弋矶山医
院、芜湖第二人民医院门诊就医时，直接
持卡结算。

“异地养老”一直看起来很美，为何真正
跨出这一步的上海老人却并不多？其中涉及
不少具体问题。 比如跨省医保结算这样的
事，没有现成的“教科书”，有待一边探索，一
边发力突破。 强化长三角区域养老服务合
作，加快建设开放、交融的养老服务市场，构
建区域养老服务大平台，需要社会各界的共
同推动。

上海工作、 生活了一辈子，75岁的张伟达
和妻子何志红自称，把人生的“最后一站”选
在了浙江嘉兴。他们在此异地养老，在他们
入住的这家嘉兴养老机构里，有超过 400位
上海老人。张伟达告诉记者，自己住的这一
层楼“10套房子里有 7套是说上海话的”。

上海的老龄化速度比全国平均速度快
20年， 全市户籍人口中 1/3是 60岁以上老
人，80岁以上老人超过 80万， 百岁老人有
2000多位。与快速增长的需求比，养老服务
供给的缺口还很明显。与上海类似，同处长三
角的杭州、南京，也已显现人口老龄化态势。

如何让寿星更多、老人笑容更多？强化
长三角区域养老服务合作，构建区域养老服
务大平台，是其中一条出路。

“住得舒服一点，何
乐而不为”

习惯了精打细算的上海人，凡事都要算
一算账。 在嘉兴一家养老院的采访过程中，

“性价比”是上海老人们口中的高频词。

“我和老伴两个人住在这里，每月的固
定支出就是床位费， 再加上两个人的护理
费、 伙食费和一些杂七杂八的日常开销，平
均每月两人一共是 7000多元。 凭我们俩的
退休工资完全可以承担， 每月还略有结余。

很实惠了。”张伟达和妻子住的“养老套间”

总面积 48平方米，有独立卫生间，还设有开
放式的简易厨房及会客厅。

84岁的洪宝珍已经在这家嘉兴养老院
住了近 4 年，老太太性格直爽，语速极快：

“我回到上海， 路边找个饭馆吃碗面都要
28元。 在这里， 一天三顿加在一起都吃不
掉 28元！”

洪宝珍是新加坡归国华侨，退休之前也
曾从事过养老工作， 对于养老行业了如指
掌。 虽然老太太膝下子女多在海外工作、生
活，自己的退休工资也算丰厚，但在养老这
件事上， 她还是要跟记者掰扯掰扯钱的问
题：“我们单说床位费。同样价钿，在上海可
能就要好几个人挤一间； 要住得条件好一
点，那价钿又不对了，普通老百姓这点退休
工资，哪能承担得起？”

“上海寸土寸金，价钿高我们理解。但是
如果拿这点钱，搬到嘉兴来，住得舒服一点，

何乐而不为？”洪宝珍说，她和老伴如今已经
很少回上海了，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嘉兴
度过，“上海人太多、车太多，不适合我们。”

“花花世界年轻的时候已经看够啦，现
在我们就想找个清净地方， 开开心心养养
老。”洪宝珍说。

“每天的生活都安排
得满满当当”

洪宝珍在嘉兴养老院的生活的确是开
心的。记者采访她的那天中午，洪宝珍刚和
这里一群“老伙伴”们为一位 90岁的老太太
在食堂里庆祝了生日：“一个个都玩得不要
太疯哦！你们没来拍照片真是太可惜了！”虽
然已是满头银发， 但是洪宝珍精神矍铄，打
扮也非常精致。记者来到她的房间时，她特
意换上了一套粉色的毛衣，还搭配了一条优
雅的毛衣链。如此显“嫩”的衣着搭配，让她
笑起来的时候就连红色框架眼镜后泛起的
鱼尾纹也显出了几分俏皮，几乎感受不到耄
耋“老态”。

在养老院里，洪宝珍牵头组织了针织兴
趣小组。她兴致勃勃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钩
的毛线帽子，和她身上那件嫩粉色的毛衣一
样， 这些帽子也多是时下流行的 “马卡龙
色”。洪宝珍说，即使老了，也还是要把自己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仅是自己，还有她
的伙伴们：“我希望能把我们这些老年人全
都打扮成‘巴黎女郎’！”

老有所养，老亦要有所乐。嘉兴这家养
老院里的这些来自上海的老人是 “懂生活”

的，而且是讲究生活质感的。养老院里的各
个社团、各个兴趣小组，牵头的大多是上海
老人，最活跃的成员也都是上海老人。甚至
可以说，是这批上海老人的到来，把养老院
的文化氛围整个带动起来了。

“反客为主”的上海老人，在嘉兴养老院
里的生活甚至比在上海更充实。76岁的陈伟
莉 3年前来到嘉兴， 当时她老伴刚刚去世，

而子女又远在内蒙古……现在，她的生活截
然不同：“每个礼拜二唱卡拉 OK， 礼拜三在
图书馆做志愿者，礼拜四学钢琴，礼拜五参

加合唱团的活动。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满满
当当，充实得不得了。”

“既然离开上海来到嘉兴，住进了养老
院，就不要再做‘三等公民’了。”见记者不
解，陈伟莉解释：“睡醒了等着吃早饭，早饭
吃完等午饭，午饭吃完等晚饭。什么时候真
成了 ‘三等公民’， 那生活也就真的没希望
了。”

老夫妻连家里的钢
琴都运来了

84岁的上海人郑天民一直觉得自己和
嘉兴有缘，把人生“最后一站”设在嘉兴，也
算了却一桩心愿。 郑天民曾参加过抗美援
朝，在奔赴战场之前，他所在的部队在嘉兴
驻扎训练了一年多的时间：“我是从嘉兴出
发，跨过鸭绿江的。”

在郑天民看来，养老院就是他和老伴汤
幼淳的“家”，百余公里外上海的家则更像是
一个临时落脚的地方。为了让嘉兴的“家”更
有“家的感觉”，郑天民和老伴额外置办了不
少家具，甚至还专门请了搬场公司，把老伴
的那架钢琴从上海运来。这种对“家的感觉”

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老人们对
于“归属感”的追求。

张伟达是主动选择 “退出” 上海的。他
说，自己和妻子的年纪都大了，子女也都有
各自的工作和家庭，留在上海在他看来是对
子女生活的一种 “破坏”：“我们不想打乱他
们生活的节奏和秩序， 也不想给他们添负
担，与其做个累赘，不如主动‘撤退’。”持这
样想法的上海老人在嘉兴的这家养老院里
不占少数。有老人甚至认为，这种基于自身
主观意愿的“撤退”是在为年轻人腾出在上
海的生存空间。

他们所在的逸和源嘉兴湘家荡颐养中
心于 2010年正式开业， 地处嘉兴市区东北
部的湘家荡旅游度假区附近。这家规划征地
380亩、设有 3600张床位的大型养老机构由
浙江天声集团出资建造， 董事长汝才良坦
言，逸和源从一开始就准备把养老生意做到
上海去。汝才良说：“除了相比上海更舒适的
居住环境，和相对实惠的价格以外，我们更
希望通过专业的、全方位的服务吸引来自上
海的老年人。” 纵然近年来不断有主打养老
概念的商业地产在长三角区域内冒头，但他
认为，传统养老机构凭借在服务专业性上的
优势，其所扮演的角色并不能被轻易替代。

苏浙多地瞄准养老
产业大蛋糕
然而，纵使“家”在嘉兴，人终究还是上

海人。搬入青山绿水之中尽享田园牧歌式的
生活固然令人向往，但与身在上海的子女亲
属往来是否便利，也往往是老人选择异地养
老目的地的一大重要考量。

嘉兴湘家荡这片汝才良口中的 “花园
的花园”，距离上海中心城区不过 1 个多小
时的车程。对于老人而言，这段距离更是可
以具体化为一张面值 12.5 元的“T 字头”火
车票。 张伟达夫妇在上海的住所位于桂林
路一带，从嘉兴的“家”到上海的“家”，全程
不过两个多小时：“养老院门口坐个公交车
到嘉兴站， 火车一个小时出头一点就到上
海南站了，南站下来打个车，一会儿就到家
了。”

的确，随着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
进，交通的便利性也进一步提升。目前，长三
角省际毗邻地区公交化运营客运班线已开
通 37条， 其中苏沪对接 13条、 沪浙对接 7

条、苏皖对接 11条、苏浙对接 6条。同时，上
海青浦、浙江嘉善、江苏吴江的交通运输部
门正加强沟通协调，重点推进三地公交卡种
和公交刷卡优惠政策等工作对接。长三角毗
邻城镇接壤区域已形成“同城化”雏形。老人
们未来在两地的“家”之间往返，势必将更加
便捷迅速。

目前，除了嘉兴之外，浙江湖州、绍兴，

江苏盐城、泰州、南通等地的一些区县，都已
瞄准养老产业， 意在吸引上海老人异地养
老。

异地养老也许是一块大蛋糕。汝才良回
忆， 自己从投资建设养老院之初就有争议。

“有人提出， 在嘉兴市郊是不是有必要造这
么大的养老院？3600 张床位又是不是太多
了？ 但这些问题在我们看来都不是问题，因
为我们在规划之初就已经确定，要拿出一部
分的床位‘专供’上海老人。”汝才良说，他们
于 2012年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 始终积极
乐观开拓上海市场。他的判断是，长三角区
域内，通过异地养老的方式，将大型城市的
养老需求向周围的“小地方”输出，共享养老
资源是大势所趋，距离不过百余公里的嘉兴
市区位优势明显。

异地就医 “老伙伴”

依旧有烦恼
交通便利、环境舒适、性价比高，上海老

人赴周边城市异地养老看起来的确很美。然
而，看病就医依旧是这些“家”在嘉兴的上海
老人们绕不过去的最大困扰。

接受采访的上海老人几乎无一例外表
示，需要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前往上海。原因
无他，只是为了看病开药。人上了年纪，难免
为病所累，定期的复诊和长期服用的药品补

充于他们而言几乎是“必修课”。

早在 2008年，长三角 12个城市就率先推
出了“代报销”异地医疗费业务。在上海办理
好备案的老人， 在嘉兴就诊先行垫付医疗费
后，带着收费单，就可以在嘉兴社保中心办理
报销手续，半个月后，报销费用就会直接进入
老人的银行卡。

2018 年 9 月，长三角地区异地就医门诊
直接结算试点启动， 至今至少已有 17 家医
院参加。 这些地区的异地安置退休人员等 4

类参保人员，在试点医院门诊就医时，可以
享受到跨省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的便利。

以嘉兴为例，嘉兴市第一医院、第二医院、嘉
善县第一人民医院等进入首批试点名单。拥
有上海医保卡的老人，只要在上海办妥异地
备案手续，就能在嘉兴使用新版社保卡直接
结算。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促进了异地
医疗资源的“互联互通”。从数据来看，到上海、

杭州、南京等大城市求医看病的异地就医者不
少。 浙江省 11个设区市今年将全部纳入上海
异地就医门诊医保直接结算范围。 截至 4 月
30日， 浙江参保人员在上海试点医院门诊刷
卡直接结算 21263人次，费用 605.91万元；上
海参保人员到浙江门诊刷卡直接结算 2320

人次，费用 35.90万元，两者差距不小。

虽然如此，但“长三角人”获得感已经很
强———比如， 以前在嘉兴养老的上海户籍居
民，在嘉兴看病必须先自己垫付费用，在出院
15天后到医院复印住院病历， 再将相关材料
一并送回参保地社保部门，审批、报销等流程
需要一两个月。养老院和相关部门，能定期帮
上海老人们“人肉”跑一跑报销流程，已是“贴
心服务”。如今好多了，不仅医保结算方便，越
来越多的优质医疗资源在长三角布局，比如在
嘉兴， 已有 40家上海知名医疗机构与当地医
院建立合作关系。

不过，张伟达和“老伙伴”们依旧有烦恼：

若想要享受这一系列的便利，首先需要在上海
进行备案，备案后老人的医保卡可能无法再在
上海的医疗机构直接进行拉卡结算。用一些老
人的话说，备案之后就相当于“医保转到嘉兴
去了”。张伟达觉得，在医疗资源、医疗水平
上， 嘉兴肯定还是和上海有差距的。“把医保
从上海转到嘉兴去， 很少有老人能下这样的
决心。”张伟达说。就连甚少回上海的洪宝珍
也有类似的顾虑， 她的冰箱里几乎被子女带
来的各种药品塞满：“为了开药频繁往返上海
和嘉兴，实在太麻烦。吃得准的药，能备一点我
们就尽量多备一点。”

嘉兴高性价比的养老服务和上海高质量
的医疗资源，能否兼得？异地养老，能不能不止
于“看起来很美”，这或许还有更多具体问题需
要探索。

近些年， 长三角各地提出打
造养老产业，并强调“异地养老”，

吸引上海老人的地方不少。 实际
上， 更为关键的问题也许在于长
三角医保、 社保实现真正的互联
互通

回忆高中岁月
你想到了什么

长三角区域内，通过
异地养老的方式，共享养
老资源是大势所趋。高性
价比的养老服务和上海
高质量的医疗资源，能否
兼得？异地养老，能不能
不止于“看起来很美”，这
或许还有更多具体问题
需要探索

搬入青山绿水之中尽享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固然令
人向往，但让寿星更多、老人笑容更多，大平台的构建还
需整合更多资源

长三角异地养老，

看起来很美？
■本报记者 于量

在

洪宝珍（左）与
老伴华仁。

养老院里不少上海老人都有这样装满
必备药的小药箱。在医疗资源、医疗水平上，

嘉兴和上海还有差距， 把医保从上海转到嘉
兴去，很少有老人能下这样的决心。

资料照片逸和源嘉兴湘家荡颐养中心的房间。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