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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报道部主办 倾情服务百姓 真情关注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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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雁南
本报通讯员 杨玉香 高腾飞 摄影报道

金乡县民政局紧抓民生实事，兜牢民生
保障，创新开启了“精养、医养、智养”养老服
务新模式，很好地满足了新时代老年人的养
老需求。

抓老之所需
探索养老服务“精细化”

他们准确把握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为老
人提供更加“精细化”的养老服务。推进全
县镇街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创新“服务外
包+委托经营”服务供给方式，镇街与专业
养老服务公司签订护理服务和委托经营合
同，通过承包、委托、联合经营等方式，将敬
老院运营权交给企业、社会组织或者个人运
营，从而激发社会服务活力，走出公办养老
新路子。目前全县9家敬老院先后改革运
营，效果显著，600余名住养老人得到专业
公司提供的个性化服务。自2020年全面实
施敬老院改造提升三年行动，投入资金500
余万元对镇街敬老院进行了提升改造，通过
改造提升敬老院实现了“六有”，并全部实现
适老化，全县18处养老机构达到二星级以
上标准，其中4处达到三星级。

巧用医疗资源
养老“医养结合”化

为完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他们利用镇
街卫生院闲置病房楼改建养老院，卫生院内

“嵌入”养老院，两院一体，实现资源有机融
合。目前，已有6处卫生院和1处民办医院
内设置了养老院，设置430张养老护理床
位。他们推行的镇街敬老院和卫生院互补
养老模式，使敬老院和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多
种形式的签约合作，各敬老院分别设置了卫
生室，且与卫生院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按
照“定期+按需”原则，卫生院为老人开展上
门巡诊服务，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常见病、多
发病、慢性病的诊治、合理用药指导和老年
人健康管理等服务，遇到紧急情况及时转
诊，破解了健康养老这一难题。13处镇街
敬老院通过提升改造，新增护理型床位944
张，同时鼓励民办养老机构进行护理型养老
设施改造，现养老机构床位数2161张，护理
型床位1349张，占比62.4%。

用好“互联网+”
开启“智慧”养老

为不断提升全县居家和社区养老“互

联网+”智慧养老服务能力,他们投资200
余万元打造了以紧急救助、健康管理、生活
帮扶、心理慰藉为主的智慧养老信息平
台。依托该平台，持续开展政府购买困难
家庭失能老人居家养老照护服务，按照“呼

叫、派单、服务、评价、记录”五步运行机制，
每月为服务对象提供不少于30小时的助
洁、助餐、助医、助护等上门照护服务。目
前，平台服务12650人次，服务时长57972
小时。

开启“精养、医养、智养”养老新模式

■本报记者 王雁南
本报通讯员 张庆余

他的名字似乎“演绎”了他的命运——
他叫唐伏立，命运之神让他因伤残而倒伏
在地，又通过在一家慈善企业的康复训练
并获得工作岗位，使他重新挺立起来。这
家企业是济宁天久工贸公司。

今年51岁的唐伏立，是任城区安居街
道唐庄村人。2013年8月13日，他在参加
金乡新汽车站建设施工时，因高空坠落，造
成腰椎11-12脊柱断裂，形成高位截瘫。
意外的发生，像一只恶魔将他狠狠地按到
在地，什么也不能干，他只能整天“窝”“伏”
在家里，不是抹泪，就是唉声叹气，怨自己
命运不好。

生活无望时，有个亲友前去看望他，聊
天时向他聊起嘉祥手套产业园有家“济宁
天久公司”，除了吸纳一般残疾人作为员工

外，还为重度残疾人开办了“希望之家”，亲
友建议他去看看。他眼里闪出一丝希望之
光，便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前去请求看能不
能进入这个能康复训练“家”。

到了天久公司，向门口值班员说明了
来意。又经过值班员的指点，他顺着无障
碍厂房的坡道，划着轮椅上了三楼，见到了
董事长李宪庆，直接把自己的心事吐露给
他。因为李宪庆本身也是个残疾人，对唐
伏立的状况感同身受，深表同情，当场答复
同意让他来这里接受康复训练。随后，就
把他交托给康复师，并详细安排了相关事
宜。在“希望之家”，唐伏立见这里有各种
康复训练器材，公司专聘的康复师正在作
现场指导，一些患者正在接受训练。与几
个患者一番搭话后，他们相似的遭遇，相似
的命运，立马有了共同的语言，居家的那种
闭塞感、无助感和孤独感一扫而光，顿时增
添了康复训练的信心。

在20多天的康复训练中，公司不仅免费
吃住，董事长、总经理还多次向他们这些残
疾人问寒问暖，促膝交谈，在这里让唐伏立
感到了家庭般的温暖。当他康复训练得可
以做一些手工活了，公司就给他安排了辅助
性就业岗位，负责手套贴牌、包装等。有了
工作岗位，可以领工资了，让他特别激动，喜
出望外，他动情地说：“在参加了辅助性就业
后，我才真切地看到，原来社会上还有把残
疾人当作自己家人一样的企业，不管是住宿
环境、无障碍设施，还是生活条件，处处为残
疾人着想，是个让残疾人充满希望的‘希望
之家’”。他努力地做好每一件包装，经过半
年的工作锻炼，他技术更娴熟了，公司又把
他安排到稳定性就业岗位上，每月有三四千
元的工资收入，这让他喜得合不拢嘴，心里
更是充满了自信，他感觉到，自己已经从那
个趴伏着的残疾人又重新站立起来了，他要
一直站立着，勇往向前，开启自己新的人生。

唐伏立由“伏”变“立”的故事

■本报记者 梁琨
本报通讯员 屈昂 侯养峰 实习生 黄小茜

“您最近血压控制得不错，血糖也正常，以后继续保持。”近
日，60多岁的李上石来到嘉祥县嘉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
防融合门诊进行免费体检，体检医生一边给他检查，一边将体
检信息录入电脑。

今年以来，嘉祥县以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为指导，
以县域医疗卫生信息一体化建设为支撑，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抓手，启动医防融合试点工作，创新医
防协同机制，实现人员通、信息通、资源通，强化公立医疗机构
公共卫生职能，促进医防融合，推进疾病三级预防和连续管理，
做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提升全县群众健康水平。

“太不容易了，外面下着雨，还麻烦你上门。”嘉祥街道呈祥
社区居民杜前伟一边激动地念叨，一边热情地将自己的家庭医
生薛露露迎进门。最近季节交替，温差较大，对一些有慢性病
的老人病情产生了影响。作为居民的“健康守门人”，嘉祥县不
少家庭医生走进了社区网格驿站，提供家门口的服务。

推进基层医防深度融合，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一对一的签约，让每一位家庭
医生对自己手上每一位签约患者的情况都比较熟悉，方便长期
随访。截至目前，嘉祥县拥有278个家庭医生团队，签约达40
万余人，配有医生、护士、药房、后勤等专业人员团队，配有专用
电话，接听健康咨询。

人才队伍培养与建设是推进医防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此，嘉祥县设立了公共卫生专员岗位，建立了公共卫生专员
制度，制定了公共卫生专员管理办法，在县疾控中心有一定资
质和能力的专业人员中选聘16名公共卫生专员，下派到各医疗
机构，参与医疗机构疾病监测、健康管理等公共卫生与疾病预
防控制工作，协助医疗机构每年定期组织临床医护人员开展公
共卫生知识技能的全员培训。

同时，嘉祥县以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院为试点，与县疾控
中心建立专业技术人员的双向柔性流动和交叉培训工作机
制。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院临床专业人员挂派到县疾控中心
学习公共卫生知识，县疾控中心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挂派到县人
民医院和县中医院学习临床诊疗知识，相互签订医防融合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县疾控中心与医疗机构交流合作，搭建桥
梁和纽带，形成机构融合、科室配合、专业人员驻点协作的工作
模式，培养公共卫生与临床救治技能复合型人才，提升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的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是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美好愿景，医
疗卫生体系改革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具体体
现，是解决‘群众不得病、少生病’问题的治本之策。”嘉祥县卫
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悦景说，医防融合试点启动工作，既
标志着嘉祥县深化医改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着嘉
祥县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揭开了
新的序幕，迈出了新的步伐。

群众健康有了“贴身管家”

为助力复工复产，任城区观音阁街道
对辖区企业工地开展流动采样上门服务，
做好企业工地疫情防控服务保障，确保复
工复产、防疫“双促进、两不误”。

■通讯员 齐文娅 摄

民 生 关 注

民 生 故 事

■本报记者 王雁南
本报通讯员 刘新红 孔雅玮 摄影报道

“同学们，先把红薯的藤蔓弄到一边去，
然后轻轻地挖开最表面的土，看到红薯后，
再往四周挖，直到红薯露出大半个来，就可
以用小铲子撬出来了。”“对，就这样，翊轩小
朋友做的非常好！”……9月17日，在曲阜市
息陬镇二张曲村的儒源小镇里出现了一批

“小粮农”的身影，他们在农技老师的指导
下，参加了“复兴少年宫”亲子挖蜜薯的农耕
实践活动，体验劳动的辛苦和丰收的喜悦。

农技老师先给孩子们讲述红薯播种、成
长、收获的过程。在活动现场，孩子们听得
津津有味，有的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
动，挽好裤脚，拿起小铲子跃跃欲试了。

一声令下，原本沉寂的田野沸腾了，有
的用锄头刨，有的用铲子挖，大多数孩子都
是第一次看到生长在田地里的红薯，当刨开
土地，看到大大的红薯露出头来的时候，惊
奇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快看，我挖的这个红薯好大啊！”张姝
忻小朋友兴奋地举起刚收获的成果。一个
个体态饱满、颜色鲜亮的红薯从土里都“跳”
出来了，孩子们掰去茎叶，拂去泥土，装在篮
子里，都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来，孩子们，蒸红薯喽！把洗干净的蜜
薯放进锅里吧！”不一会儿，热腾腾地红薯就
端上了桌，孩子们一起分享着这甜蜜的劳动
成果。

“很多自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从小
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当中。对于粮食、蔬
菜究竟是怎么来的，也仅仅只局限于从书本
上或从网络里得来的。让孩子们下地做一
次农活，让孩子领会‘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的辛苦，才能从根本上理解父母工作的
艰难，体会到生活的来之不易。”儒源小镇农
耕园的范鹏经理说道。

此次活动让学生们体验到了劳动的艰
辛和获得劳动成果所带来的喜悦，同时在亲
子互动中，也体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课
堂的先进教育理念，通过全方位的感知，为
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

乡村“复兴少年宫”农耕实践收获多

“今天中班找顶由大宋和二柱两个老伙计负责，大宋找顶，
二柱观察顶板和退路。先从支护完好的1#位置开始，由外向
里，先顶后两帮顺序进行。注意通风，看风筒口距工作面的距
离、瓦斯和二氧化碳浓度、温度，发现不正常，及时报告调度
室”。在微山县崔庄煤矿入井口，微山湖矿业集团专家库领军
人才，“齐鲁首席技师”、济宁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市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朱思东，正在为即将下井的工人们讲解井
下作业的重要环节。

为进一步提高矿区生产工人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全方位保障工人生命安全，微山县崔庄煤矿邀请省级首席技师
开展“井前‘一刻钟’安全小课堂”知识讲座活动。专家通过实
操演示、重点讲解、问题答疑等形式，利用工人下井前15分钟的
时间，进行重点知识再梳理，通过面对面授课，帮助工人解决平
时工作中出现的重难点问题，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平时上班还是挺忙的，由于是“三八制”工作，脱产去培训
上课也不现实，现在专家走进生产车间给我们讲课，真的能解
决干活时遇到的难题，这种形式太方便了。”在崔庄煤矿掘三工
区工作的小杨说道。

将课堂开在“井前”，是微山县人社局在微山湖矿业集团开
展优化营商环境“揭榜挂帅”项目的又一创新举措。微山湖矿
业集团现有高级技师108人，省、市、县级首席技师8人，专业技
能人才在全省处于前列。为进一步挖掘专业技术人员潜力，用
好当地“土专家”，发挥“老带新”传帮带作用，县人社局协助微
山湖矿业集团组建了师资力量雄厚、专业能力拔尖的专家库，
探索出“新型学徒制”一带一、井前“一刻钟”小讲堂、全产业链

“云实训”等一批先进的产教融合新模式、新路径，持续推进优
化营商环境“揭榜挂帅”试点项目创建工作纵深发展，走出产教
融合新模式的微山经验。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田思源 朱思勤 李冉

井前课堂“一刻钟”
必将安全记心中

“以前的厕所一到夏天，苍蝇到处飞，尤其是厕所满了需要
清理的时候，更是臭气熏天。现在可好了，自从改厕后，卫生好
多了，臭味也没有了。”汶上县苑庄镇大王庄村村民张大叔说起
村内的变化，满意地不住点头。

近年来，苑庄镇将农村“厕所革命”作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重要抓手，从思想认识、政策措施、体制机制等方面入
手，改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全镇共完成7736户农
村改厕任务，改厕率达到96.28%。

“我们与村民一同协商，探索总结出了原址改建、院内新
建、室内套建三种改厕模式。部分村群众将厕屋套建在室内，
还同步配备了各类洗浴设施。”镇有关负责人介绍，镇里成立了
工作专班，全程参与监督建设，严控产品质量、严控施工质量，
严格按照标准逐户进行验收。对于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督
促施工队及时整改。

同时，制定了《苑庄镇健全完善农村改厕规范升级和后续
管护长效机制实施方案》，在全镇建立了4处农村改厕服务站，
配齐维修工具和厕具零部件，委托专业管护队伍，提供“厕具维
修、粪液抽取”等改厕后续服务。借助汶上县开发的农村改厕
信息化管理智能平台，在农户家中张贴有厕所使用须知和报抽
报修二维码，村民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报抽、报修、付费、评
价，实现了农村改厕后续管护信息化、智能化、可视化。

针对村民们关心的粪液粪渣处理，该镇创新后续资源化利
用模式，成功探索出资源化利用渠道。“粪液粪渣速效营养能力
强，作为底肥勾兑后生产叶面有机肥，用于大棚蔬菜和农产品
项目种植。”该镇有关负责人介绍，与道立合作社达成协议，回
收粪液粪渣，既解决了无处倒、随意倒问题，又实现了资源化利
用，形成了管、收、用全覆盖链条。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刘娜

建好小厕所 改善大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