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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是每个家庭都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全面小康不可或缺的一环。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当前的天宁
人如何幸福养老？本报从服务品质的提升、服务人员的来源、配套服务的完善三个角度来探寻天宁答案。

朝着共同富裕目标，天宁人如何养老？

本报讯（凃贤平 张晓瓅） 2021
年，投资299万元的幸福红梅综合养
老服务中心建成运行，中心室内面
积达 800 平方米，中心内配备康复
器具租赁室、老年棋牌室、日间照料
中心、老年阅览室、老年助餐食堂、初
心茶座、老年书画室、道德讲堂以及
老年谈心室等功能室，中心外假山池
塘交相辉映，九曲廊桥独具特色，辖
区老人在这里“老有所养”“老有所
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真正享
受幸福颐养时光。

近年来，天宁区委、区政府着力
弥补部分镇、街道在机构养老、家庭
养老方面发展不均衡的局面，强化
街道（镇）级社区居家养老基础保
障，连续多年将“社区居家养老设施
建设”纳入年度民生实事项目，着力
发展“家门口养老”。目前，全区 7

个街道（镇）全部建有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122个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站）服务覆盖100%。

这些“家门口养老”，通过“社区
管理、社团运作、公益为主、市场为
辅”的运作模式，为老年人提供常规
服务类、主题服务类、助残服务类、
生活照料类、康复护理类、精神慰藉
类、问候提醒类等7大类46项服务，
以及无偿、低偿、有偿的日间照料服
务。针对空巢、独居、高龄、失能半
失能老人，提供理发、剪指甲、体检、
经络按摩、心灵慰问等上门服务。

据天宁区民政局副局长蒋静介
绍，天宁区在旧城改造项目中把养老
服务站作为标配功能元素进行合理
规划，近三年，共提升改造街道（镇）
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15
家，新改造的中心（站）颜值高，功能
全，服务好，成为了辖区老年人娱乐
休憩的福地。“2022 年，‘家门口养
老’还要继续高标杆打造。区级养老
服务指导中心将进入实际建设阶段，
同时，继续把提升改造7个街道级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列入了为
民办实事项目。”

7个街道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将提标改造

服务品质如何提升？

本报讯（凃贤平 李芳） 居住在
朝阳四村的王泉方，72岁，是九如城
居家服务站的志愿者，他经常免费
上门安装扶手、修马桶、修水龙头、
缝补衣服等，还义务代买、代购并送
货上门，让小区老年居民的生活“暖
阳阳”。

据了解，九如城是一家养老集
团，围绕安信颐和养老综合体，目前
在常州运营着11个居家服务站和日
间照料中心。“我们居家部门现有员
工20名，像王泉方这样的志愿者已
经招募到63名。”安信颐和院长助理
朱韵竹说，通过“夕阳”服务“桑榆”，
有效破解服务人员的难题。

在养老行业，“夕阳”定义为
50—70多岁之间低龄自理长者，他

们身体情况较好，且已经退休，有很
多的空余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希望能
够利用自己的时间和能力帮助很多
需要帮助的人，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有
意义更有价值。

“桑榆”则是80岁以上的高龄长
者，他们身体状况相对较差，需要有人
为其提供服务和帮助。

“考虑到志愿者并不是专业护理
人员，一般不会安排志愿者从事护理
类、医疗类、康复类、助浴类等相对专

业的养老服务。”朱韵竹说，九如城定
期对志愿者进行培训，主要以健康管
理、心理慰藉、陪同陪伴、代买代购、
家政保洁等为主。今年的重点是围
绕理发、缝纫、手足护理等服务内容
招募更多专业志愿者。

养老护理员是养老服务的核心，
“专业队伍建设”是推动养老领域共同
富裕的突破口。记者从天宁区民政部
门了解到，今年将组织培训，开展技能
竞赛，不断壮大养老护理员队伍。

“夕阳”服务“桑榆”

服务人员从哪里来？

本报讯（凃贤
平 沈婷） 老人通
过街道中心厨房，
花个“小”钱就可
以吃上一顿营养
均衡的伙食；在居
家养老服务站点，
和老朋友一起聊
聊天、看看电视，
交流切磋书法、绘
画、象棋等等……
去年获评“江苏省
智慧健康养老示范
街道”的茶山街道，
已经构建起“1+
N”智慧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体系。“1”
代表搭建1个智慧
健康养老系统；“N”
代表逐步将智慧养
老系统覆盖至街道
辖区内“N”个二级
站点，建立从点到线
再到面的社区和居
家养老服务体系，形成15分钟服务圈。

目前，茶山街道已引进椿熙堂等
3家专业养老服务机构，累计建成了
21个居家养老服务站，老年助餐实现
街道全覆盖，实现居家日间照料养老
服务全覆盖。此外，街道还依托各站
点，为老年人提供健康检测、专业照
护、生活照料、膳食餐饮等30余项“一
站式”便捷服务。

在茶山街道富强新村社区，以党建
为引领，将居家养老中心升级为睦邻中
心，其中增加了生活便民服务，包括配
钥匙、修剪衣服、修家电、家政服务等，
聚焦老年人走出去难、不会用手机等问
题探索与专业社会机构对接，承接帮办
代办、水电费缴纳等。

聚焦“15分钟养老服务圈”，茶山街道
今年计划改造升级3家养老服务站。未来，
茶山街道将扩大多元主体、多种方式的服务
供给，打造没有围墙的社区“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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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宋婧 高瑛）城市文明不
仅体现在亮化美化的“大工程”上，也
反映在事关百姓居住、出行的“小细
节”里。新年伊始，青龙街道持续深化
市容环境整治，从细微处提升百姓幸
福感。

青龙苑北区和南区是一个“超大
小区”，一共住着4800多户居民，“我
们两个小区一街之隔，周边有小学、活
动中心、各类商铺，是个便利又热闹的
小区，但这也带来停车无序，飞线充
电、交通拥堵等安全问题。”家住青龙

苑的周女士一边感慨一边“吐槽”。
青龙苑是青龙街道最早建成的安置

房小区，一些高层住宅没有地下车库，多
层住宅的一些购房者和租户没有底层自
行车库，随着辖区内居民电动车数量增
多，随之而来的电动车停车充电问题成
为居民关注的焦点。

为妥善解决电动车停放及充电问
题，青龙街道将增设“非机动车智能充电
车棚”项目列入“我为群众办实事”民生
实事清单，在青龙苑126、135、136幢先
行试点，以智能充电车棚的形式集中管

理四散的电瓶车，从源头上杜绝私拉充
电现象，防止电瓶车安全事故。

社区网格员逐户调研排摸，回答居
民关心的收费、安全等问题，居民同意率
100%。经过改造，新增智能充电车棚4
个，充电位40个，停车位40个。一个个
白色醒目的充电车棚，10个电源插头排
成一排，居民通过刷卡、扫码等支付方式
就可以对车辆进行充电，1元可充电6小
时，一旦检测到电动车电量已满便会自
动断电，可避免车辆过夜充电、过度充
电。“电动车有了‘停车场’，安全也有了

保障，小区也更整洁了。”青龙苑135幢
居民吴阿姨说。充电桩投入使用后，得到
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青龙街道一方面解决小区非机动车
停车充电问题，另一方面引入第三方机
构，规范道路两旁机动车无序停放问题，
重点开展增设停车泊位、绿化景观改造提
升工作，兼顾居民使用需求和道路颜值。

环境更洁美、交通更畅通、治理更智
慧、社会更文明。今年青龙街道还将持续
从细节入手，开展全方位城市管理，为群
众营造舒适洁净的居住环境。

小区环境整治，从规范停车开始

本报讯（高岷 徐佳俊 徐佳誉）毛
靴筒，是天宁区郑陆镇一带对一种用芦
花和稻秸秆制作的草鞋的称呼，也称

“芦花宝靴”，从清朝流传至今。2021年
12月的一天，记者几经找寻，来到郑陆
丰北村一户母女传承制作毛靴筒的人
家，感受这项古老制鞋技艺的魅力。

毛靴筒的原料几乎全部来自大自
然，以稻秆和芦花为主，成本低却兼具保
暖和透气的功能，曾经家家会做，人人都
穿。96岁的邹凤秀和其73岁女儿施幼文
制作毛靴筒已有数十年历史。如今邹凤
秀耳不聋，眼不花，做起毛靴筒还是一把
好手。施幼文介绍，这种鞋子已少人问
津，最近几年做的少了，但只要拿起制作
工具，仍是轻车熟路，“这是镌刻着浓浓乡
愁的‘家乡印记’，我怎么会忘记呢！”

毛靴筒被分为尖头靴和圆头靴，尖头
靴是给旧社会裹脚的女人穿的，现在已经
找不到这样的用户了。圆头靴则适合大
众穿，有透气、轻便、柔软、防滑、保暖、治
脚气等特点，男女老少都能穿。

这些靴子现在基本成为工艺品，作
收藏和观赏之用，丰北村建设市级美丽
乡村示范村时，便把毛靴筒请进了村里
精心打造的“传承馆”，进行陈列展示。

区、镇两级文化主管部门也把毛靴
筒的制作技艺申请了市级“非遗”项目，
确定了传承人和传承方式。

“芦花宝靴”

本报讯（徐佳誉）近日，“共绘
苏乡 大美郑陆”规划师下乡郑陆镇
工作站揭牌。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自然资源和规
划天宁中心所、丰北村共同签订党
建共建协议书。

据悉，“共绘苏乡”规划师下乡
活动由江苏省自然资源厅主办，通
过送规划师下乡，送智到基层，赋能
乡村振兴。

“此次活动是助力郑陆推动乡
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的务实举措，
更是深化党建业务融合、规划贴近
群众的重要探索。”镇长郁国兴表
示，郑陆将以此为契机，结合“两在
两同”建新功行动，充分发挥规划师
作用，打磨实用精品规划，为基层镇

村谋发展、为群众办事解难题，打造全
市“共绘苏乡”规划师下乡活动的示范
工程、样板工程，勇当践行“532”发展
战略的急先锋。

根据党建共建协议，结对三方将
围绕政策咨询、保护开发利用空间谋
划、规划编制与实施指导等方面开展
战略合作，积极探索扎根式、沟通式、
陪伴式的乡村规划服务模式，助力推
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郑陆镇扎实推进乡村振
兴事业，编制城市设计等五项规划和
碎片化整理方案。此前，市资规局、资
规天宁分局和同济大学设计团队为郑
陆优化用地布局，基本形成了生产空
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
空间山清水秀的国土空间格局。

村里来了规划师

本报讯（蒋琪瑶）近日，舣舟亭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老城
厢、年轻态、热热闹闹过新年”邻里
公益集市，让居民们提前感受节日
的氛围。

一早，桃园新村里就热闹了起
来，磨刀、理发、按摩、修鞋，志愿服
务桌摆了起来。年货特产、日用百
货、衣物服饰，集市小摊支了起来。
政策咨询、法律宣传、文明养狗、垃
圾分类，宣传册子发了起来。还有
舞龙队伍热热闹闹的穿场而过。广
场上，欢声笑语，老少同乐。

经过 9 个月的改造，桃园新村
提升改造工程基本完工。一眼望
去，过去藏污纳垢的绿化带，被高
低错落的园艺取代，原本乱糟糟的
老破小的桃园新村，变得格外整
洁。阴暗潮湿的小区环境，变得明
快与敞亮，有居民开玩笑说，“之前
的树太高太密，一楼到六楼都没有
光亮，这下子要去裁买窗帘了”。
破损的水泥地变成了平整的沥青马
路，生命通道宽了。经过改造，车
位新增到 300 多个，还建成了智能
电动车充电棚。

老城厢里过新年

本报讯（陶怡）蔷薇湿地公园
是常州第一个人工湿地公园，建园
已有14年。经过长期的生态发展，
公园密林中吸引了许多鸟类筑巢，
这里也成为了常州鸟迷们的一处翠
鸟拍摄基地。

为使蔷薇公园的功能进一步完
善，让老百姓更好的享受游园乐趣，
天宁区今年年初将对公园进行提升
改造。

项目设计单位有关负责人介
绍，蔷薇公园原有格局很好、绿化覆
盖率很高，但是公园南区主入口隐
藏在居民楼与停车场之间，入口区
域场地狭小，很难吸引人流量。此
次改造会在采菱支路上增设公园的
门头，并同步改造公园周边道路，打

造敞开式公园。此外，在公园入口、娱
乐空间、绿化空间、净水系统、湿地空
间、停车场等诸多细节方面，将进行合
理规划改造。

湿地区域是蔷薇公园的一大特色
亮点，针对当前绿植茂密、亲水性差，
且植物种类单一，缺乏色彩变化的问
题，设计方案上将利用净水区（现在孩
子玩乐的沙坑）的高低落差实现水循
环，使湿地区域的水系活起来。并通
过增加水生植物和岸线植物，焕发湿
地活力。还将新增占地300多平方米
的蔷薇园，并在林下墙边增加多个蔷
薇科品种的植物。

此外，还将在公园西北角划分
约 80 个停车位，方便百姓游园时
停放。

更好享受游园乐趣

蔷薇湿地公园今年初提升改造

本报讯（顾丽娟 王秀）1月11
日下午，森木物业党支部联系丽华
三村社区党总支为辖区10户低保、
重残等困难居民送上爱心慰问物
资。受赠的困难家庭每户收到了一
袋大米和500元爱心慰问金。贴心
的爱心帮扶，让困难居民在严冬季
节里感受到了融融暖意。

据了解，这个关爱活动已经连
续举办3年，每年爱心捐助辖区10
户困难家庭已经成为这两家党支部

的一项长态化关怀。
此外，天宁区发改局党支部联合红

梅东村社区党支部开展春节走访慰问
活动。在因病返贫家庭王大伯家里，其
妻子脑梗瘫痪在床已经有8年，工作人
员祝愿病人能够早日战胜病魔，恢复身
体健康；在空巢老人蒋奶奶家里，工作
人员宽慰她要做好过冬防寒措施，注意
保重身体……工作人员为困难家庭送
上新春祝福，并提供了大米、油等生活
物资，浓浓关爱暖人心。

浓浓关爱暖人心

本报讯（董逸 郑蓓）为弘扬传
统文化，传递节日温情，1月7日，雕
庄街道朝阳花园社区和悦心养老组
织开展“腊八粥香飘寒冬 爱心服务
暖人心”居家养老服务日活动，把关
心和关爱之情传递给居家养老援助
服务对象，在岁末寒冬之际，将节日
的祝福与温暖播撒到老人心间。

一早，社区志愿者们就开始了
一天的忙碌，他们将温暖和关爱都
浓缩在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

里，并马不停地将一份份腊八粥端到
空巢、独居、高龄老人家中。每到一
处，志愿者们与老人们闲话家常，并叮
嘱老人们要注意防寒保暖，出门记得
戴好口罩。暖暖的温情让老人们感
动，脸上漾起幸福的笑容。

当天，悦心养老的志愿者还为居
民们提供了扦脚、理发、配钥匙、磨剪
刀、健康养生推拿等公益服务，并为腿
脚不便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帮助他
们解决生活难题。

一碗热粥 一份关怀

美丽天宁全域美丽天宁全域
环境大整治行动环境大整治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