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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海市“9073”的养老服务工作总体格局，近年来，黄浦区坚持把养老服务作为民生大事抓紧抓实抓好。除了充分满足百分之“3”的老人实现入住
机构养老的需求外，更多的关注点则放在了百分之“90”在家庭、百分之“7”在社区养老这一主要的被服务人群上，努力使养老服务更便捷，把社区嵌入式养
老办得更好，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获得服务。

在“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快乐住进老人心中
■ 本报记者 杜晨薇

智慧养老，让服务便捷如“点菜”

选择“街道”，点击“您可享受的服务清单”，再点击“服务
项目及设施地图”， 家住黄浦区的王阿姨只花了几秒钟的时
间，就在手机上搜索到了想要预约报名的家门口老年舞蹈课
程。“太方便了，不用再跑出去到处打听了。”

提起这个能让王阿姨动动手指就轻松搞定家门口为老
服务的互联网平台，要从黄浦区近年来大力推进的“智慧养
老”工作说起。

为加快推动黄浦区养老服务工作发展，应对区域人口老
龄化和高龄化的严峻态势，进一步提高区域内老年人生活质

量，黄浦区于去年底建成了区“智慧养老”一体化综合服
务管理信息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并于今年 1 月正
式上线。

王阿姨使用的这个功能， 就是平台上的子系统之
一———综合为老服务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下设服务清
单、服务地图、最新活动、最新政策、一网通办、用户中
心、咨询互动等七大模块。区内的老人及家属可以在其
中的“为老服务项目清单”里直接查看为老服务项目，

也可以通过拨打各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热线电话、

微信等方式进行为老服务项目查询。

这样的 “一站式”网上为老服务体系，就如同一张
虚拟“菜单”，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诉求灵活下单，再
也不需要担心“喜欢的活动没赶上，参加的活动不喜欢”

了。

平台相关负责人朱锴告诉记者，系统的后续开发还
将承载除民政部门外，区内其他相关涉老部门、社会为
老服务机构的所有政务类、公益类服务内容，让系统真
正成为在线服务、线上管理、线下运作一体化的综合服
务信息系统。

事实上，提供综合的为老服务信息，只是平台面向
用户推出的核心功能之一。以“管理、分析、服务、互动”

为目标，集监督管理、技术支持、资源共享、统筹调配、评
估反馈等功能为一体的平台， 自然也少不了数据分析、

数据监管的相关系统支撑。

朱锴表示，目前的平台一共已经形成综合为老服务
信息系统、智慧养老综合数据中心、养老服务分析及监
管系统三大部分，希望由此打造并实现区、街道及居民
区为老服务机构三级联动， 形成综合养老服务管理体
系。

其中，智慧养老综合数据中心主要涉及黄浦区养老
工作人、财、物三方面信息，涵盖了全区所有 60周岁及
以上实有老年人口综合信息、养老经费运作台账信息及
为老服务的物件和事件信息。 通过数据关系和数据关

联， 可以实现养老需求和服务供给的精准匹配和服务定位，提
高为老服务能级。养老服务分析及监管系统，则是一个具备了
养老资源信息管理分析、数据统计、机构管理、服务监管等功
能， 及相关行政事项后台办理的内部养老业务专业管理系统。

依托智慧养老综合数据中心，该系统实现了对现有各项养老服
务的统一监管评价和服务机构诚信体系建设，同时可以展现辖
区内养老服务运作、资源分布、老年人口分布等综合情况。

五层“服务圈”，让养老不离“家门口”

黄浦区是上海老龄人口最密集的城区之一。围绕这一地
域特征，近年来，黄浦区确立了以“嵌入式”社区居家养老为
主要依托的养老服务方向。

所谓“嵌入式”养老服务，就是将老人“家门口”养老所需
的一切生活服务、办事服务等，嵌入到他们的 15分钟生活范
围内，也让快乐的晚年生活成为每个老人的“标配”。

目前，在完成市政府“机构床位建设”实事项目年度指标
的同时，围绕“十三五规划”确定的打造“15 分钟生活圈”任
务，黄浦区结合社区各类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进程，已经基本
形成了不同层级、 各具功能又触手可及的五层 “为老服务
圈”。

老人最迫切的需求构成了最核心的“居家服务圈”。通过
将“长护险”涉及的 15 项医学照护、27 项生活照护，以及居
家养老 10大类 33项生活照料按需配送上门，区内老人可以
不出家门，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目前，享受由“长护险”各护理
站上门提供护理服务的老人人数达到 8400余名； 享受居家
养老生活照料服务的老人达 23000余名。

老人离开家，首先接触的人群一定是周边的邻里。尤其
对独居、高龄老人，身边“老伙伴”的扶持是晚年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力量。 利用各居委会空置房屋或空巢独居老人自有
房屋，黄浦区大力推广建设“睦邻点”。这些以共同兴趣、就
近结对、互助关爱原则建立起来的睦邻点，成了邻里之间守
望相助的温馨港湾。目前，全区已经建成 122个示范型、普通
型睦邻点， 它们共同构成了社区养老的二级圈层———“邻里
互助圈”。

“家门口”养老的第三级圈层，则扩展至居委范围。以建
立“居委活动圈”为目标，黄浦区内各街道社区通过整合现有
房屋资源，建成居委会标准化老年活动室，为老人提供养老
顾问、医疗讲座、康复体验、文体活动、涉老事项转接、维权信
访代理等较全面的日常服务。截至目前，全区 177个居委会
已建成 123个老年活动室，预计可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全覆
盖。

“社区托养圈”的范围更为广大，所涵盖功能也更加丰
富。通过在相邻 3 到 5 个居委所形成的片区内建设老年人
日间照护中心、老年人助餐点等设施，黄浦区得以为部分
有需求的老人及其家庭提供日间托养、康复训练、对外交
流、文娱及助餐等服务。截至目前，黄浦累计建成 36 家老
年日间照护中心，2 家大型老年配餐中心和 70 个老年助餐
服务点。

最外层的“综合服务圈”，以建成为老人提供一站式全
服务事项的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以及为老人不离社区
体验机构短期住养或为老人家庭提供“喘息式”短期托养
的街道长者照护之家为标志，目前在黄浦区已实现功能全
覆盖。

老有所托，更要老有所为

一个老人幸福的晚年生活， 往往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

其中至少包括：是否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
有所为、老有所乐。它们关乎一个生命的生理需求和精神诉

求，是当下建设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必须充分考虑和不断满足
的重要内涵。黄浦区构建“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时，就充分
考虑了这样五大诉求。

围绕“老有所养”，黄浦区着力推进颐养环境建设：先后
推出 90岁以上高龄老人赠饮牛奶服务、 老人配餐送上门服
务（并对其中困难老人实施补贴）、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台阶扶手出入口踏步及小区无障碍坡道改造、电动爬楼机租
赁服务等。同时，通过每年开展“冬送暖、夏送凉、节送情”活
动，低龄老年志愿者与高龄老人结对关爱的“老伙伴”计划
等，丰富老人精神世界。

以“老有所医”为建设目标，加强老年医疗保健：每年分
批安排全区独居、 困难老人免费到第九人民医院黄浦分院、

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就近接受免费体检； 会同老年医学会分
南、北两个片区，深入居委举办“健康之友卫生科普讲座”；开
展老年人健康促进行动暨“老年健康生活科普周”活动，组织
专家进社区开展健康系列知识大型讲座等。

“老有所学”，就是积极发展老年教育：依托黄浦区老年
大学东、 西校区，10所街道老年学校，10个社会学习点，177

个居委学习点，常年开设老年班 680余个。目前各教学点已
接收老年学员人数 1万余人，此外还有近 4万名老年学员参
加远程教育课程。

“老有所乐”，旨在不断丰富老年文体娱乐：通过推选文
学、戏剧、摄影等作品参加市老年文化艺术节、市市民文化艺
术节等盛会；组织开展敬老月、元宵节、老年书画展、街道“月
月演”、千名老人分批“看上海发展”一日游、“上海市黄浦老

龄杯老年门球邀请赛”及“太极拳操”等系列活动，同时进一
步推进老年人身边体育设施建设， 在社区增添健身步道、健
身房、健身苑点，培育老年人社区公益体育组织，实现各街道
市级体育俱乐部、社会体育指导员社区指导站、社区体质检
测站全覆盖，满足了区域内老年人文化艺术和健康生活的追
求。

最为关键的，也是过去为老服务中最易被忽略的，是如
何激发老人的价值感，实现“老有所为”。黄浦区在打造“嵌入
式”养老服务体系中尤其关注了老人的自我发展诉求，为老
人提供了大量展现个人能力的平台：一方面，依托市级资源，

每年组织、选送专业老年志愿者，参加本市分别对应新疆、云
南支教、支医的“银龄行动”和“云海行动”；另一方面，在区域
内结合为老法律志愿服务，引入退休老法官、老检察官、老警
官、老律师、老教授“五老”加入法律援助志愿团，为其搭建在
社区发光发热的舞台。

服务到幽微处，重视老年人心理健康

不久前，在黄浦区的一家“心悦夕阳”社区心理咨询室，

志愿者何霞琼接待了一位前来求助的老人。老人的爱人突然
过世，精神濒临崩溃，子女劝慰效果并不理想，只得找到何霞
琼。在志愿者的带动下，老人参加了社区组织的许多活动，渐
渐有了生活目标，心情也逐渐开朗起来。同为志愿者的马阿

婆告诉记者，黄浦区十个街道都已经成立了“心悦夕阳”心理咨
询室，一方面让需要帮助的老人，有了一个心理疏导的慰藉之
所，同时也让像她一样希望发挥余热的老人，有了一个实现自
我价值的机会。

事实上，黄浦区“心悦夕阳”社区心理助老服务始于 2008

年，十余年来扎根社区科普宣传，聚焦老年人身心健康问题预
防，建立完善社区心理危机预防干预措施，积极探索社会心理
服务模式，通过以点带线到面覆盖整个黄浦区，向社区老人传
递“治未病”和“做自己的心理咨询师”的理念，让主动预防、未
雨绸缪、自我调解、激发潜能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全市第一个
专业老年心理服务品牌，为持续、深度、个性化的助老服务奠定
基础。

目前，黄浦不但有区级层面的“心悦夕阳”服务指导站，

也在各街道成立“心悦夕阳红”心理咨询室，系统培训心理志
愿者并进一步深入 177 个社区建立科普宣传点，开展身心健
康讲座、邻里点沙龙、个性化心理咨询服务、社区孤老及独居
老人精神慰藉热线，发放科普健康宣传资料等多形式的科普
宣传。

关爱到细节，服务到幽微处，通过开展心理助老服务，黄浦
区为区域内老人带去快乐的源泉，带去开解心结的良方。截至
目前，“心悦夕阳” 心理助老服务共开展各类主题讲座 545场，

社区宣传活动 710场， 精神慰藉热线、 心理服务 371400余人
次，专业化系统培训与督导 225场，培训社区本土心理志愿者
850余名， 编制发放各类身心健康科普宣传资料 7万余份，总
受益 534150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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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打浦桥街道蒙西小区的周阿姨今年 70多岁了。如果没有出行安排，她的一天都可以在家门
口步行 15分钟的范围内充实度过———

清晨 6点，拎着环保袋，周阿姨早早出门了。刚走出小区，便可见马路对面的社区生活服务中心
已经热闹起来了，自从里面开出一家便民小菜场和磨刀、修鞋、修伞、配钥匙、修钟表、裁缝等各类小
修小补摊位，就常常人头攒动。周阿姨径直走过去，麻利地挑起了蔬菜。“你看这个玉米，鲜嫩糯软，价
格还很实惠。关键是现在买菜方便了，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

结束了采购的周阿姨，回到家，迅速穿戴好围裙做起了家务。时钟刚刚敲响八下，周阿姨又赶忙
放下手中的活计，她要去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完成“每日打卡”了。

这里距周阿姨的家，只有不到 15分钟的路程。整个中心分上下两层，集办事、医护、日间照料、文
体活动、心理咨询等各类功能于一身。中心一楼的智慧健康小屋，是周阿姨最喜欢的养生之所。由于
身患高血压和糖尿病，过去周阿姨总要三天两头跑社区医院监测自己的身体健康指标。“经常一来一
去，一上午过去了。”而今有了这个家门口的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周阿姨只需要拿出社保卡，在一套高
科技监测设备上刷一刷， 测量的数据就会立马上传并储存到周阿姨的健康云平台上。“再去医院配
药，这些数据就能第一时间查询到，方便医生针对性地定制治疗方案。”

当天的检测结果正常，这让周阿姨心满意足。见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的康复师正带领老人们做脊
柱操练习，周阿姨很自然地就加入了。“其实这是我经常参与的项目。每次做完脊柱操，整个人都会感
到神清气爽。”

不知不觉中，日头已正当空，“可以去社区服务中心吃中饭了。”步行 5分钟，周阿姨抵达了社区
服务中心的老年食堂。这里每天要为 400多名老人提供助餐服务，中心可以为他们提供酥软可口、低
糖少油的健康菜肴，且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每一份却只要 8块钱。如果是 7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还
可以享受光明邨老年配餐中心的配餐到家服务。

午后， 周阿姨又一次回到了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她要和 30多名老年合唱队员一起， 一展歌
喉。“像这样的合唱活动每周一次，每次两个课时，中心给我们请了专业的老师来培训。”周阿姨说。

得益于打浦桥街道近年重点打造的这个“15分钟为老服务圈”，周阿姨们有了一个晚年生活的
乐园。截至目前，街道一共开设 1个综合为老服务中心，1个长者照护之家，1个老年食堂，3个日间
照料中心，17个老年活动室。同时，以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为枢纽，联合各类社区服务场所，街道将老
年人生活中必备的种种资源结成一张线下的“服务网”，让区域内的老人，都能在步行 15分钟的范围
里，实现一切生活需求。

老年居
民在综合为
老服务中心
自发组织舞
蹈排练。

在打浦桥街道智慧健康小屋，老人正在接受体质测评。

▲打浦桥街道老人来老年
食堂打饭。

荨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协助老人进行康复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