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饭难问题，似乎不难解决。
但据记者调查，不同于城区，在农
村地区开设老年食堂，仍有一定的
难度。

首先是观念。2009 年，我市
一个区民政部门曾在区内农村做过

调研，问题只有一个：假如村里办
了老年食堂，每天会来这里用饭
吗 ？ 结 果 有 点 让 人 错 愕 ， 回 答

“会”的老人屈指可数。
“观念是最主要的障碍。”民政

部门负责人说，一来，农村养老主

就餐人数分散
农村老年助餐推进有难度

下午 4点半，家住江北洪塘宁
静小区的 90 岁老人王春潮来到小
区门口的老年食堂：“我来吃了好
几天，菜蛮好的，也很干净，家里
不用做饭了，省事。”

宁静社区是农民安置社区，老
年人多，70 岁以上的有 300 余人。
据社区党总支书记王金龙介绍，宁
静社区老年食堂今年 9月开始试运
营，目前提供周一至周日的午餐和
晚餐，每餐一荤一素一汤。

“这一模式适合老年人居住较
为集中、需求旺盛的社区 （村）。”
江北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而居
住比较分散的老人，就餐问题的解
决，可以不拘一格。

江北邻近英雄水库有 4 个村，
公有村、南联村、五联村和金沙
村，因老人就餐需求有限，一个村
建一个老年食堂不太实际，但该区
域生态优美，游客不少，镇里相关
部门便萌发了一个设想，能否将老
年食堂纳入刚建立不久的游客接待
中心的服务范畴。

如何让助餐服务惠及更多农村
老人，宁波一直在探索，不曾止
歇。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眼
下，多村联建、集中配餐，在村居
家养老服务站配置老年食堂，引导
养老机构、医院食堂为周边村里老
人提供助餐，协议委托辖区餐馆送
餐、邻里结对包餐等，农村老年助
餐模式百花齐放。

社会各界力量的共同守护，也
让老人的脸上常常挂满笑容。在古
林镇，由众多爱心企业家建立的

“林基金”让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提
供的吃饭、看戏等温暖服务细水长
流。各乡镇整合社会资源，发挥群
体力量，除了爱心捐赠，有的开辟

“爱心菜园”，由志愿者和党员干部
负责耕种，新鲜蔬菜免费提供给当
地的老年食堂；有的积极发展公益
性岗位，组建志愿队参与到居家养
老助餐服务中。

目前，我市农村老年助餐的覆
盖率正稳步提升，但相比城区的基
本全覆盖，有一定差距。据悉，接
下来，我市民政部门将继续完成乡
镇级综合性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和农
村老年食堂建设任务，总结推广我
市优秀老年食堂经验，深化农村老
年人助餐服务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探索创新
服务模式可不拘一格

中午 11 时多，记者在海曙区
横街镇爱岭村居家养老服务站看
到，午餐是鳗鱼蒸蛋、虎皮尖椒、
虾皮汤，在这里就餐的老人吃得有
滋有味。

“菜新鲜，量合适，味道也不
错。”92岁独居老人严永方边吃边
夸，3 年前，当村里推出老年助
餐，老人便报了名，“400 元一个
月，一日三餐，特别省心”。

爱岭村是个高山村，更是一个
老年村，村里独居老人就有 60 多
位。村主任严旭伦介绍，为了让老
人吃得舒心，村里每年要给居家养
老服务站点贴补5万元左右。

2014 年，奉化开始在农村居
家养老服务机构开设老年食堂。大
堰镇西堡岙村是该区第一个农村老
年食堂，采取“政府补一点、村里
贴一点、个人出一点、能人捐一
点、劳动自给一点”的开办方式，
让村里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饭、
吃好饭。

其他村纷纷效仿，大堰镇湖边
桥村、谢界山村、万一村、柏坑
村，萧王庙街道云溪村、青云村，
溪口镇沙堤村，莼湖镇缪家村，尚
田镇印家坑村，西坞街道蒋家池头
村等村落建立了老年食堂，为 370
余名农村老人解决就餐难题。

2012 年，鄞州上李家村成立
居家养老服务站，为 70 岁以上老
人提供助餐配送餐服务。2017年 9
月，云龙镇以上李家村居家养老服
务站为依托，于区内率先打破村域
限制，向上李家周边的荷花桥、甲
村、徐东埭等村推出跨村助餐配送
服务。老人每餐花费不到 6元，就
能足不出户吃上热腾腾的饭菜。服
务推出后，就有40多名老人订购。

为了让助餐服务惠及更多高龄
老人，云龙镇从镇情出发，做了一

个整体布局和规划：在甲村片区，
采用村级联建和单建居家养老食堂
相结合的方式，除上李家村的跨村
送餐外，对其他人口体量大，有单
建居家养老食堂条件的，鼓励引导
所在村单建食堂。在云龙片区，针
对人口相对集中的特点，推进“云
享晚年”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和云达社区中心食堂两个点，作为
跨村社居家养老食堂。

镇里还制定了一套扶持发展政
策，鼓励各村社单建或联建居家养
老食堂。对于初期投入的建设经费
和日常运行经费，除上级补助外，剩
余资金由镇级财政给予50%补助。

目前，甲村片区，甲村和石桥
两个村级单建居家养老食堂相继建
成，于今年 6月推出助餐配送餐服
务，两个月后，报名老人比初期增
长40%。陈黄村高标准设计的村级
居家养老食堂已基本建成，设计容
量最多可服务 100位老人。云龙片
区，目前处于过渡阶段的阳光家园
食堂可为园馋、前徐和冠英 3个村
的高龄老人提供助餐配送餐服务，
在建的“云享晚年”区域性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10 月份投用后，服
务可进一步扩展至周边五六个村。
中心镇区，云达社区中心食堂将完
成“兜底任务”，为剩余五六个规
模较小的村 （社） 提供居家养老助
餐配送餐服务。

这是我市推进农村老年助餐服
务网络建设的一个剪影。

据悉，目前，我市农村各照料
点配置有老年食堂、助餐点的，基
本做到有明确的标识牌。此外，通
过广泛宣传、张贴告示等形式，让
老年人知晓哪儿有助餐服务；建立
了助餐服务的老人就餐名册、餐
次、收费标准、邻里协助协议以及
热心人士捐赠等台账。

助餐配餐服务
为村民打造幸福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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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
近几年，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和农

村中青年劳动力转移，许多年轻人留下父母外
出打工，致使“空巢”老人现象明显增多。由于缺少

亲人照顾，一部分老人连“一日三餐”都很难得到保证。
为了解决农村老人吃饭难的问题，去年以来，我市民

政部门以开展中央财政支持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以及省、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为契机，采取多种措施，拓展
农村老年助餐服务覆盖面。截至2018年8月底，老年助餐配
送餐服务已覆盖1538个城乡社区。

不同于城区，农村老年助餐的推进，依然面临着
农村区域广、用餐人数分散、运营成本高等现状

难题。这件民生好事，如何能办得更好，
宁波仍在努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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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古林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老人们正在打餐。 （海明 摄）

农村老人，
何何时不再为就餐发愁时不再为就餐发愁
记者 王佳 通讯员 任春 梅薇

2016 年 以 来 ， 广 州 市 委 、
市政府在市中心城区步行 10 分
钟至 15 分钟范围、外围城区 20
分钟至 25 分钟范围建设助餐配
餐服务网络，以提升老年人幸福
感。

同时，广州出台实施《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方
案》《长者助餐配餐服务指引》
等相关文件，解决政策、相关配
套和场地等问题。

广州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
置的决定性作用，运用市场化机

制推行“大配餐”服务，采取“企
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
点、个人出一点”的形式，通过规
模化的经营、有效的成本控制和合
理的助餐补贴，实现自我造血功
能，促进助餐配餐服务的可持续发
展。

此外，积极引入公益慈善、志
愿服务资源，市慈善会发起“爱心
午餐”计划、南沙区借力“南沙时
间银行平台”发动志愿者参与大配
餐服务等，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公益
慈善助老模式。 （王佳 整理）

广州的老年助餐配餐服务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
社会，养老问题事关千家万户，
备受社会关注。特别是老年人的
一日三餐问题已引起上上下下的
高度重视。

相较于城区里的老年人，农
村老年人的助餐工作更难做。城
区老年人居住相对集中，养老金
收入足够开支他们的一日三餐，
所以城市社区搞老年食堂，响应
的老人就多。农村老年人尤其是
山区里的老年人，居住分散，收
入较低，政府和村又没有过多的
资金补助，村里要建设老年食堂
困难就会多一点。

在我看来，农村老年人助
餐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很多老
人的子女常年在外打工，身边
缺人照顾，要保证一日三餐确
非易事。我曾随市直机关到一

山村送温暖，村书记告诉我们，
村里一些老人常常是饥一顿饱一
顿，很少有一日三餐按时吃的。
而且，一些农村老人至今还保留
着用柴火烧饭的习惯，这对年老
体弱、身体有病的老人来说，是
个安全隐患。

要做好农村老年人的助餐工
作，关键是在“灵活助餐”上做文
章。像这几年我市各地探索的多村
联建、集中配餐，在村居家养老服
务站配置老年食堂，引导养老机
构、医院食堂为周边村里老人提供
助餐，协议委托辖区餐馆送餐、邻
里结对包餐等，都是“灵活助餐”
的丰富形式。只要政府部门根据实
际情况，加大资金投入，做好老年
人助餐服务工作，就会提升他们的
幸福感，使他们安享晚年。

（李国民）

灵活助餐，
让农村老人安享晚年

徐胜男 制图

在江北慈湖人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在江北慈湖人家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心，，老人们开心用餐老人们开心用餐。。 （（江敏江敏 摄摄））

要的还是靠儿女，这种观念根深蒂
固；二来，不少老人觉得花钱在外
面吃太浪费，自己在家有时一碗米
饭一块咸豆腐就可以对付，即便炒
个菜，菜地里拔些下锅就可以了，
吃不完还能留到下餐。“这样的观
念，是影响老年食堂‘客源’的重
要原因。人少，食堂就难以长期稳
定运作。”

虽然那次调研离现在已有不少
时间了，但这样的观念目前在农村
仍占主流。记者在采访中遇到一个
老年村，村里居家养老站点配置了
助餐服务，一日三餐 13 元，前往
就餐的老人只有 10 来位，而村内
70岁以上老人有200多位。

其次是地理区域等因素。农村
区域广，村民居住较为分散；同
时，农村地区的餐饮配送体系不发
达；此外，农村老人收入普遍不
高。如何在控制成本的基础上提高
配送能力，是一个难题。

采访中，一名乡镇的养老工作
负责人坦言，在区域性中心建设老
年食堂，向周边辐射，这一模式可
能更适用于城区，或相隔不远的农

村。“从我们镇中心到辖区最远的
村落，开车至少要半小时，如果是
冬天，刮风下雪，路不好走，菜也
容易凉。”这名负责人说，若在村
里设老年食堂，至少得请两名专职
工作人员负责买菜做饭，食堂的运
营基本靠上级补助和村集体经济来
维持。

此外，和城区不同，在一些农
村地区，很难实施“共享饭堂”，比如
周边单位、企业提供就餐服务，以社
会化运营来保障老年助餐服务。

再者，依然是运营经费缺乏。
农村老年助餐采取的同样是非营利
模式，老人支付的餐费只能覆盖食
材成本，不包括配料、人工、水电
气等支出，加上就餐人数有限，运
营艰难，有的甚至入不敷出。

有助餐点负责人坦言，居家养
老服务站点内的各种硬件设施，一
次性投入尚可使用数年，但是像老
年食堂这样每年要数万元补贴进
去，对村里来说，的确是个不小的
压力。如何筹集更多的资金来运营
老年食堂，是摆在村领导班子面前
的一道民生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