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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居家康复作为一个
新兴的服务领域，受到社会的广
泛关注，随着居家康复产业的快
速发展和逐步完善，患者的认可
度和选择居家康复的患者比例正
在快速提高。今年10月 11日，
东莞市乐民驻桥头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与桥头医院举行“居家享服
务，康复进家门”合作共建签约仪
式。这也就意味着，从今年10月
起，桥头镇居家养老服务对象足
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专业医疗人
员的康复治疗服务。

在日常走访中，桥头镇居家
养老服务团队发现很多老人家存
在失能的情况，出门不方便，行动
也不方便，无法到去医院进行康复
训练。因此，桥头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和桥头医院合作，聘用专业人
员打造服务团队，上门为行动不
方便的老人提供康复治疗服务。

“我们会安排专业康复医生
和康复治疗师，条件允许还会安
排护士一起上门到社区的老人家
里进行居家康复评估，针对他们
每个人的个体情况制订康复方
案，进行实时操作，为老人提供一
些按摩、针灸、理疗、言语等治疗
服务，疗程结束后还会进行一个
中期评估，持续跟进治疗效果。”
桥头医院康复科主任朱菊清说。

针对没有出行困难的老年
人，桥头还打造了“日间照料室”
之健康加油站，该室面向桥头镇
内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日
间照料室”具体服务内容包括血
糖血压义诊、针灸、中医体质辨

识、艾灸、红外线照射、健康咨询、
健康膳食咨询等医疗项目，由执
业医师现场评估服务对象的身体
健康情况，再根据个人的具体情
况提供专业的康复护理服务以及
健康膳食指导等。

另外，桥头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配备的护理师还将采用非药物
治疗的方式，通过站点配备的辅
助医疗器械，为服务对象提供综
合的康复护理服务。“这里对我们
老人家很好，工作人员也很耐心
地问我哪里不舒服，服务态度很
好。”现场的不少老人们都纷纷为

“日间照料室”的贴心服务点赞。
随着一个个项目的实施，桥

头镇对居家养老服务的不断实践
和探索。从日常起居中的每一件

“小事”到专业的康复护理再到满
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从政府补
贴到链接村（社区）、慈善组织、公
益机构、志愿团队等多方社会力
量持续为居家养老服务提质，营
造全社会尊老、爱老、敬老的社会
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在关注养老
事业的同时，桥头也同样关注困
难群体的就业问题。长者饭堂

“大配餐”服务项目提供14个公益
性配餐员岗位，优先以“4050”困
难就业群众建立全职、兼职送餐
队伍，切实帮助困难群众提供就
业收入。而在居家养老护工队伍
的招聘方面，优先考虑本地的

“4050”的就业困难群体，在解决
护工用人缺口的同时，也进一步
拓宽了社区困难就业群众渠道。

如今，居家养老服务也面临尴尬的情
况。老一辈人过了一辈子勤俭节约的生
活，也害怕自己的孩子为自己多花钱，所以
几乎很少会有老年人主动购买服务。“居家
养老服务的市场化运营发展受到了阻碍，
这也是居家养老服务运营过程中存在的普
遍问题。”甄海容如是说。

为持续提高居家养老服务的质量，桥
头在积极寻求社会公益的支持，鼓励社区、
企业、志愿团队积极加入到养老服务事业
当中。其中，2020年，东莞市推出“民生大
莞家”民生服务品牌，对民生热点难点和群
众身边的“小急难”问题，第一时间摸底调
查、第一时间拿出解决方案、第一时间反馈
处理结果，建立起民生诉求收集、处理、反
馈的快速响应机制。

“以前煮饭、洗澡都是烧柴煮水，现在
安装了热水器，方便了很多。”家住桥头李
屋村的78岁独居老人李伯说起家里的新
变化，满脸笑意。李伯告诉记者，以往家里
都是烧柴烧水，家里的墙面也出现脱落、发
黑，生活诸多不便，还存在安全隐患。

经过前期的摸排、走访，桥头公共服务
办通过“民生大莞家”品牌“民生微心愿”项
目，为李伯家里进行适老化改造，包括把蹲
厕换成坐厕、增加扶手、安装电热水器、更
换老化电线、翻新墙面等。“现在房子住起
来舒服多了，感谢政府对老人的关心。”李
伯对本次改造连连点赞。

家住邓屋村的邵婆婆也是适老化改造
项目中的一名受益者。今年91岁的邵婆
婆行动不便，生活无法自理，需要人照顾。
在改造前，她家里的墙面大部分已经脱落，
洗澡也没有热水器。依托“民生微心愿”项
目专项资金，桥头对邵婆婆家进行适老化
改造。如今，邵婆婆家安装了电热水器，更

换了老化电线，翻新了墙面等，居住环境大
幅改善。

除了进行适老化改造以外，桥头公共
服务办充分依托村（社区）“民生大莞家”的

“莞家驿站”服务平台，尤其针对辖区内老
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策划设计并组织实
施了多种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项目。

桥头公共服务办联合“阳光社”社区志
愿队、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展“模拟家庭”
项目，社工、志愿者等社会力量，覆盖石水
口村、禾坑村、田头角村、大洲社区、岭头社
区等多个村社区，与30户独居老人建立

“一对一”结对，提供亲情关爱、心理疏导、
生活照料、健康保健等服务，搭建社会力量
和独居老人的关爱联系，努力让高龄独居
长者也能融入社会。

屋厦社区综合服务站开展的“夕阳依
然美”关爱长者服务项目，在每个月的16
日固定开展适合老年人的文娱活动，丰富
长者的日常生活，减轻长者的孤独感。联
合爱心企业、关爱志愿者定期开展入户探
访活动，定期与村内长者进行交流，了解长
者身心健康、生活需求等方面的服务情况，
协助长者正确认识来自各方面的心理压
力，培养积极乐观的心态。

此外，还有岗头村“脑友记”长者预防
认知症项目、邵岗头村开展的“情暖夕阳”
日间照料服务项目、朗厦社区开展的“夕
阳红”长者预防认知障碍项目等“莞家驿
站”公益服务长者服务类项目，通过聘请
专业社会组织进驻已整合社区综合服务
中心，为老人家提供探访、日间照料、常规
认知训练等公益服务。截至目前，全镇5
个依托“莞家驿站”公益服务长者服务类
项目已累计开展活动79场次，服务老人
8402人次。

整合资源持续为养老服务提质好质量

专业康复治疗服务送到家里去好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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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工上门帮我清洁桌子凳
子，还陪我聊家常，这样的服务我
觉得非常好。”近日，东江村村民
旺伯家里热闹起来，桥头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的护工正为他测量血
压和清洁家里卫生。旺伯说：“自
己年事已高，而且又是独居，生活
中有很多不便，于是申请了桥头
镇居家养老服务。如今，护工隔
天都会上门帮我打扫卫生，陪我
聊聊天，细致周到的服务让我感
到很温暖。”

与旺伯一样，东江村村民黄
婆婆也申请了居家养老服务。除
了提供卫生清洁、生活照料等服
务，居家养老团队还联合桥头医院
康复科医生上门，为老人进行按
摩、肢体训练及治疗等。“经过医生
的按摩治疗，我的头痛缓解了很
多，身体有不适也会帮我治疗，他
们的服务真好。”黄婆婆说道。

其实，享受优质的居家养老
服务的老年人还有许多，基本实
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安享晚
年”的愿景。追溯桥头居家养老
服务的历程，要从2013年11月
说起。当年在东莞市民政局的指
导下，桥头镇通过购买第三方专
业运营服务，为辖区符合政策条
件的老年人提供集居室清洁、生
活照料等基本生活服务。

经过多年的提质优化，如今
的服务涵盖了集居室清洁、生活
照料、代办采购、精神慰藉、文体
娱乐、紧急救助、送餐配餐、居家
康复等为一体的多元化居家养老
服务，全面提升老人的生活环境，
让老人感受到老有所依、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
谈起居家养老服务，桥头公共

服务办相关负责人甄海容用“很不
容易”来形容。她说：“刚开始居家
养老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很多老人
不了解，不愿接受服务。随着居家
养老模式的深入人心，接受服务的
人越来越多了，受益群众也越来越
多，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桥头民
生事业的蓬勃发展。”

近十年来，桥头镇居家养老
服务规模不断扩大，从最初的邀
请符合政策条件的老人加入居家
养老服务，到社区老人及家属主
动申请居家养老服务；从最初的
将近100人的服务对象，扩展到
今天的400多名服务对象；从最
初的单一的几名护工团队，拓展
到现在涵盖专业社会工作者、康
复师、营养师、护理师等跨专业合
作的服务团队。

为尽可能满足老年人服务需
求，桥头镇成立由桥头医院康复中
心医护人员、社卫中心医护人员、
社工、志愿者等组成的服务评估
组，定期走进各村（社区）开展居家
养老服务评估工作。主要针对60
岁以上的失能老人进行生活自理
能力的评估，再根据不同的评估等
级为老人申请相关的资助，并让符
合条件的老人享受到政府提供的
相关居家养老服务和生活护理。

目前，桥头镇居家养老服务
已实现17个村（社区）全覆盖，以

“社工+营养师+护理师+康复
师+护工”的服务模式，为484名
服务对象提供优质的免费居家养
老服务。

从逐户上门邀请到主动报名好口碑

“冯婆婆，你的午餐来啦！”正午时分，
谢叔佩戴手套，从送餐车的保温箱里拿出
一份热气腾腾的饭盒给独居老人冯婆婆。
饭盒里装着一份盐水菜心、一份鱿鱼炒西
兰花、一份鸡肉和一份汤。

“以前吃饭都是随便烫个菜就好了，自
己一个人吃什么也无所谓。”冯婆婆表示，
吃饭一直是件“头疼”的事，为了省时方便，
她曾试过做一顿饭菜吃一天，也试过到小
吃店就餐，但最终因为不好吃、不健康诸多
原因而无法持续。现在，她申请了“大配
餐”服务后，工作人员每天准时为她配餐上
门，菜品新鲜丰富，“再也不用为吃什么而
发愁了。”

冯婆婆享受的正是桥头镇长者饭堂的
“大配餐”服务。2020年11月，桥头镇投入
100万元建成了一家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量化等级A级饭堂的长者饭堂，通过购
买第三方运营服务的方式，面向社会推出
居家养老“大配餐”配餐助餐服务，目前已
覆盖全镇17个村（社区），每日提供中餐和
晚餐，全年无休，着力构建全覆盖的社会化
老年人“大配餐”服务体系，让更多老年人
吃出健康幸福味。

长者饭堂的“大配餐”服务满足居家养
老服务对象和桥头户籍年满60周岁以上
有用餐需求的自费长者，老年人可选择上
门送餐服务或到助餐点就餐，全面提高居
家养老服务水平，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获
得感。

每一天，长者饭堂的工作人员将制作
好的饭菜分别装入专用的保温餐具，由专
车配送到各村（社区）指定的取餐点，再让
各村（社区）的配送员把准备好的营养午餐
或晚餐送到服务对象家中，为行动不便的
长者解决了实际问题。“大配餐”服务对象
从2020年底的91名，逐年增长至今年337
名，增长270.33%。

吃饭问题解决了，桥头关注到老年人
一个最为普通却最容易被忽略的需求——

洗澡。对于普通人来说，洗澡是一
件十分平常的事，但对于失能老
年人和高龄老年人而言，身体机
能的退化导致自我清洁变得困
难。然而，这样普通的需求往
往却难以说出口。于是，一日
一清洗就变成了几日一清洗甚
至一月一清洗。而长期不清洁
会导致人体皮肤细菌滋生，免
疫力下降，大大降低了老年人
生活质量。

“除了日常的生活照料、卫
生清洁服务外，我们还针对老人
洗浴需求，以高新科技产品便携式
助浴机为依托，推出以重度失能、长期
卧床长者为主的上门助浴新模式。”桥头
居家养老团队负责人温素云介绍，桥头居
家养老服务团队于日前带着“新科技”上
门，为失能长者解决困扰已久的“沐浴难”
问题。

居住桥头社区的莫婆婆行动不便，平
日难以自行进行沐浴。社工得知情况后，
及时安排护理师及护工携带新购入的便携
式助浴机，上门为长者提供助浴服务。莫
婆婆坐在助浴椅上，助浴员推她到浴室进
行沐浴，还利用助浴机具备的洗头功能，通
过硅胶喷头对头部进行深层清洁护理的同
时，还能对头部进行按摩，有助于刺激老年
人头部血液循环。

不仅如此，浴后护理师根据老年人的身
体情况，对长者的颈部、关节、肚等部位进行
按摩，促进其血液循环，改善气血运行。“谢
谢你们！以前天气转冷，总是担心洗头发后
头发不干导致头痛，现在不用担心了，你们
真的好细心，还帮我擦保湿霜和按摩。”服务
完后，莫婆婆对护理师和护工说。

温素云表示，助浴服务的开展，既解决
了失能长者的身体清洁问题，尊重了每一
位长者的人格权，也有效提升了长者的生
活质量和幸福感。

多元化服务覆盖老人生活日常好贴心

正午时分，谢叔戴着手套，从
送餐车的保温箱里拿出饭盒给独
居老人冯婆婆。饭盒里装着一份
盐水菜心、一份鱿鱼炒西兰花、一
份鸡肉和一份汤——“大配餐”服
务暖胃又暖心。就在家门口，黄
婆婆除了享受卫生清洁、生活照
料等服务外，还有康复医生上门
为她进行按摩、肢体训练等治疗，
多年的头痛缓解了不少——定制
居家养老服务就像把养老院“搬”
回家。

民生无小事，全面推进居家养
老，是破解日趋尖锐的养老服务难
题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桥头镇积
极探索适合多元化养老服务模式，
逐渐摸索出一条居家养老服务、
“大配餐”、关爱老人服务等多元化
养老服务体系，为辖区老年人群
体提供上门服务，打造养老服务
新模式，“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托起了桥头“最美夕阳红”。

本报记者 袁健斌 通讯员 黄晓姗
香雅怡/文 桥头供图

■■为长者送餐为长者送餐

■■医护人员上门为老人进行康复治疗医护人员上门为老人进行康复治疗

■■社工为社工为
老人老人清洁清洁

■老人们在“日间照料室”进行健康咨询 通讯员 香雅怡 摄

■桥头对护理人员进行集中培训，以更好关爱老人 通讯员 香雅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