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养老，镇海再次先人
一步。

75 岁的周逸敏刚从老年大学
上完课回来，就找到怡养院的护理
员，学习怎样用手机预定下个星期
的饭菜。荤菜、素菜、主食⋯⋯自己
喜欢的一目了然，只要点点手机就
能轻松选择。周逸敏开心地说，“点
了什么菜随时都能看，能更加科学
地管理自己的饮食。”

日前，镇海区首个养老机构院
管系统在金生怡养院上线试运行，
智能化的便捷操作为养老插上科技
的翅膀。走进怡养院大厅，新安装的
LED 屏配合查询机格外惹眼。在这
里，来访亲属可以全面了解怡养院
的各项信息、老人入住情况、老人每

日健康数据、吃药、护理等详细情
况。通过对老人各项数据的分析，系
统会自动生成风险点，然后再依据
风险点，为老人制定个人照顾计划
服务。

镇海正通过线上与线下的融合
和互动，探索“互联网+养老”服务
模式，打造一个 24 小时在线交互的

“镇养通”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着力
破解传统养老在居家照顾、出行、安
全保护、健康管理、精神关爱等方面
的难点。

绘制全区养老“关爱地图”，推
动养老信息资源对称。在“镇养通”
平台上完善全区老年人基本信息、
服务资源、服务信息三个基本数据
库，形成大数据云平台，创新绘制养

老“关爱地图”，全面了解全区 60 岁
以上老人的分布情况、年龄结构、身
体状况、经济来源及养老服务需求。
目前，老年助餐、助洁、助医等服务
内容正在进行需求分析，养老“关爱
地图”可实时完善更新。

打造全域“养老淘宝”，推进养
老服务供需对接。镇海以区智慧养老
服务中心为平台，链接养老资源、提供
养老方式菜单，为居家老年人提供政
策和养老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申请、紧
急救援、主动关爱等线上线下服务，打
通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同时，镇海将养老机构、养老服
务信息以及老年产品“上网”，打造

“养老淘宝”，老人可通过 APP、网站
或微信，选择自己想要的养老服务。

目前，镇海已为近千名政府兜底保
障重点困难老人配置个人智慧终
端，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老人可通
过设备的紧急按钮，及时向平台或
家人求助；如遇老人走失的情况，
可以立即调取老人的定位与行动轨
迹，快速找回老人；平台还为独居
老人提供每周一次的主动关爱服
务，解决子女不在身边老年人关爱
缺失问题。

下步，镇海还将建设“智慧云管
家”，立足村、社区开通居家监护、老
年点餐、康复辅具租赁等应用性系
统，充分对接需求，建立社区与家
庭、老人与社会、老人与子女的交
互，实现居家养老服务向精细化、个
性化发展。

■探索互联网+养老 打造智慧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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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思路 探索养老模式

逐步实现“老有善养”

记者 何 峰 通讯员 黄超梅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汤越 何峰摄

在全市率先建设“9055”养老体系，在全市率先实现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全覆盖……近年来，镇海区以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为抓手，创新发展思路，积极探索，大胆尝试，
逐步实现“老有善养”。率先在全市构建起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产业为支
撑、互联网+养老为网络，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服务体
系，实现每百名老人拥有5张床位的目标。

“最美不过夕阳红”。今年，随着老年大学教学点、长
者食堂、“康养小屋”标配落地，打造集“康、教、养”
于一体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镇海老年人的生活越来越幸
福。镇海，正成为一个优质幸福的养老城区。

善弈者谋全局。
优质养老，规划先行。近些

年，镇海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统
筹谋划设计，科学布局养老资源，
对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在空间布局上
提早规划并落实实施。目前，镇海
累计有 12 家养老服务机构，其中 1
家民营，3 家公建民营，4 家为有
床位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床位
2938 张 ， 其 中 护 理 型 床 位 1371
张；共建成 78 个城乡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照料中心 （站） 和 6 个镇
（街 道） 区 域 性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中
心，率先在全市实现居家养老机构
的全覆盖。

养老服务网络化。目前，镇海
已构建起以区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镇 （街道） 养老服务中心和村 （社
区） 居家养老服务站三级联动的工
作机构及服务网络，居家养老“一
中心一站点多网点”的服务网络逐
步形成。

同 时 ， 重 点 搭 建 以 管 理 示
范、专业服务、培育孵化、辐射
整合为主的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
枢纽，涌现出“招宝山街道新三
宝服务社——众筹养老”“骆驼街
道和润园居家养老中心——社区
惠民食堂”“澥浦镇乐享居家养老
中心——全龄共享”等特色养老
服务品牌。

老年助餐服务“创品牌”。民
以食为天，老年人就餐一直是社会

关注的难点和焦点。镇海区按照
“ 政 府 引 导 、 社 会 参 与 、 市 场 运
作”的思路，推进实施“舌尖养
老、爱有味道”老年助餐服务品
牌。截至目前，全区共有 27 家助
餐服务机构覆盖 76 个村 （社区） ,
覆盖面 89%，逐步形成 4 种助餐模
式。其中，招宝山街道的“爱心车
轮食堂”，为街道内行动不便的高
龄独居老人提供送餐服务的做法被
央视 《新闻联播》 报道。

■完善养老体系 实现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

聚焦医养融合发展，多管齐下，
不断推动养老服务优质化。满足老
年人在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前
提下，对医疗康复、精神文化等方面
需求的强烈愿望。

养老机构中融入“医”，通过内
设医疗机构、与村（社区）卫生服务
站毗邻而建、与基层医疗机构合作
等方式，为老年人就近提供医疗服
务，实现医养一体化；在医疗机构中
拓展“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立

医院盘活富余医疗资源，开设老年
康复病房，提供医复结合型服务；在
居家服务中深化“护”，针对养老服
务体系中 90%居家老人的医疗护理
需求，侧重于养护结合。镇海还大力
推广“契约式家庭医生”，目前，全区
已有 20172 名 60 岁以上老年人、残
疾人等重点健康管理人群签约 24
小时家庭医生服务，在养老机构入
住的老年人进行了免费签约，签约
后老人们可享受便捷周到的基本医

疗服务。
依托建成的社区养老服务网

络，镇海全力打造“康养和睦家”健
康养老服务品牌。在蛟川街道“耆乐
园”等 6 个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已开展的日间照料、老年助餐、健
康教育基础上完善设施，增加服务
功能，建设集保健、预防、康复、护理
为一体的社区康养联合体。

此外，镇海还运用健康共享理
念，全力推进老年康复辅具租赁体

验服务“1+6”平台建设，共推出
卧具 （床）、助行等两大类 35 项康
复辅具租赁服务，根据老人需求，
灵活采用日租、月租、年租等方
式，并对租赁金额设置上限，给予
困难老年人补贴。通过资源循环利
用，促进供需衔接，进一步降低家
庭养老成本，解决失能、部分失
能、术后康复等家庭购买生活辅具
一次性投入较大且使用时间不长的
市场痛点。

■推动医养融合 养老服务质量不断升级

“感谢老年大学、同学和服务社，
让我在歌声中收获快乐和感动。”
经朋友介绍，张建芬半年前报名参加
镇海老年大学在招宝山新三宝服务
社教学点开办的红歌班，如今她经常
来这里和伙伴们一起“上课”。

今年，镇海区作为老年教育工
作试点，重点推进老年教育进区域
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落地。充分
发挥老年大学、社区学院的办学优
势，将老年教育、社区教育与养老服
务有机结合，紧紧依托全区的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机构、社区
居家养老站点三大阵营，推出“家门
口的老年大学”工程。

“把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充分利
用起来，使它们兼具文化教学功能，
让更多的老年人受惠。”镇海区民政
局相关负责人说。为此，镇海打破传
统教学场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
施老年教育的办学转型，将老年大
学教学点向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延
伸。

目前，镇海区老年大学已经在
6 个镇街道的养老服务机构里开设
了 20 个班级，分别覆盖 50%的养老
机构、70%的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共有 1500 余名老年学员报名
参加各类课程的学习。全区 6 家社
区学院分别开设了老年教育课程共
计 48 个 专 业 66 个 班 ，老 年 学 员
2480 人，分别以“院校实体授课、机
构合作送课、社区按需排课”的形
式，打通老年教育“最后一公里”。

课程设置由颐养康乐型向应用
技能型扩展，在广泛开设书法、绘
画、音乐、舞蹈等课程的基础上，根
据老年人的兴趣爱好，在各教学点
开设手工、电脑、旅游文化等 20余门
新型课程，尽量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同时，镇海还积极探索“互联
网+老年教育”模式，开发“老年学
堂”教育平台，可实现线上点课，签
到、活动管理等智能化、个性化服务
等。

“下一步，镇海区还将继续在
‘互联网+养老’领域开展探索，将互
联网引入养老服务各个领域和环节，
在文化养老、康养一体等方面创新实
践，发展多样化养老服务。同时，大力
提升村（社区）居家养老，并引导社会
力量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业，让镇海的
老年人有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镇
海区民政局负责人说。

■深化文化养老
让更多老年人老有所学

老人在新三宝服务社看书。白龙社区志愿者中秋带老人赏菊。（镇海区民政局供图）老人手指康复训练。

老人在澥浦镇乐享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上书法课。

老人在用餐。

老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训练。

金生怡养院的老人正在智慧系统上点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