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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挖掘市场空白
从贸易跨界到养老服务

时间回溯至2009年，当时已经
在贸易行业摸爬滚打近十年的朱庆
海，迫切希望转型，寻找新项目。在
一次欧洲考察之行中，他关注到了养
老产业。

“国外老年人的精神面貌很好，
对比当时国外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
服务建设，我们还有很大差距。”正是
看到国内这一市场空白，35岁的朱
庆海决定试一试。

从欧洲回来后，他还去日本、新
加坡等亚洲国家进行了考察。经过
一年多调研，同时结合国内实际情
况，最后选择从社区养老服务切入。

2011年，朱庆海在成都开办第
一家专业社区微型养老院，为社区居
民提供日间照料、康复助医等养老服
务。

经过几年发展，朗力的社区养老
服务已覆盖成都市主城区。这时，他
又发现了新问题：养老配套设施完善

的新城区，居住的多半是年轻人；老
年人居多的老城区，却缺乏建设社区
养老院的场地。

同时，考虑到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床位有限，团队还经常提供上门服
务。在这个过程中，朱庆海注意到，
更多老人倾向于家庭养老。“事实上
也符合国家政策‘9073’的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要求，即90%的老年人居
家养老，7%依靠社区养老服务，3%
通过机构养老予以保障。”

“适老化改造”
提升老人生活安全与舒适

2015年底，朱庆海将业务重心
转向“适老化改造”，为此还研发了
国内首个适老化线上评估系统，通
过入户到家里，对老人身体状况、
居住环境等进行评估，并有针对性
地对家庭照明、防滑、设施设备等
进行改造，提高老人生活的安全性
和舒适性。

2016年的一天，团队为成都温

江区一户老夫妻进行家庭改造。70
多岁的老大爷患有偏瘫，平时下床走
动、上厕所都要靠老伴搀扶。为了解
决老人行动不便的问题，工作人员通
过评估，同时依据老人日常活动轨
迹，沿墙安装了一排扶手，从床边一
直通到阳台、卫生间。

“老大爷第一次把着扶手慢慢走
去厕所，再走回阳台的时候，眼泪一
下就流出来了。”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朱庆海很感慨。

在他看来，通过对老人家庭以及
周边环境的改变，能让他们活得更有
品质、更有尊严，这也是自己觉得最
有成就感的地方。

截至目前，朗力团队以及合作伙
伴已经为近5万户家庭进行了“适老
化改造”。2018年，还获得了千万级
社会影响力投资。“这个行业与我们
每个家庭息息相关，未来发展潜力无
限，希望通过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
个适老宜居的美好家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

见习记者 唐银 受访者供图

向往大自然的姑娘
付明霞说，来到大相岭是机缘巧合。
2017年，她已经从内蒙古师范大学

毕业一年，在云南做野生动物调查工
作。“看到大相岭的招聘广告，试着投了
简历，然后就来了。”她本科学的生物学
专业，研究生学的动物学专业，毕业后，
一心想要找个“对口”的职业，“到保护区
做野生动植物保护，感觉比较有联系。
加上我上学期间也比较喜欢出野外，跟
着导师做珍惜濒危物种保护，常上山安
装红外相机什么的。来了大相岭，听说
咱们这里主要是大熊猫保护区，就感觉
有点兴奋，保护大熊猫哎！”

半年的实习期后，她正式决定留下
来。从此，大相岭里多了个笑起来牙齿白
白的姑娘。不过，这位姑娘看起来温柔，工
作起来却并不含糊，上山做野外监测巡护，
下山做数据分析整理，都行，没有在怕的。

付明霞现在在保护区主要负责野外
监测，比如日常的大熊猫野外巡护，以及
一些重点区域的专项调查。“包括野化放
归大熊猫训练啥的，也在做。”她笑起来，

“所以现在，我手下有一票帅哥呢。”

野外巡护也很艰苦
“四川，尤其是四川这些各大山系保

护区野外的条件和状况，跟我以前出的
野外有很大差异，雨量大、湿度大、植物
茂盛。”来四川之前，她待的地方都比较
干燥，到了大相岭之处，还有些不太适
应，“说实话，在四川出野外做这种巡护
监测的话，可能更艰苦一些。”

2018年4月，付明霞和同事们出野
外。进山时，发现路被雨水冲断，所有
人只得徒步进去。到了保护区边上的
扎营点，这是一个电站，有电，但没有任
何信号。“最苦恼的是，我们当时两个女
生，去了之后要和男生分开住宿，又没
有多的房间。”付明霞和女同事腾出来
一间小厨房，搬了两块木板，“床”就做
好了，“挺好的，男同事们床都没有，只
能打地铺。”

每天早上8点前，他们就要出发，上
山工作，下午两三点返回。中午在野外
吃干粮，回来时衣服常常是湿透的。湿
衣服挂在火边，当天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在整理完数据资料后，天也差不多擦黑
了。四月的山里，气温仍是严峻的，电站
的发电机一直嗡嗡响，声音大得说话都

要高几度。“我们本来琢磨着，晚上也别
想睡了，结果跑了一天野外，晚上睡得竟
无比香甜。”那一晚，枕着一方星空，付明
霞睡得打雷都不会醒。

年轻的力量在生长
“女性从事这样的工作，跟男性相

比，是会更难一点。”但总体来说，付明霞
不觉得性别是个问题，“跟其他的保护区
交流，各种去实习啊啥的，发现从事这个
行业的女性确实比较少，但并不是没
有。女性有女性的优势。”

选择林业工作，对她来说最核心的
动力是喜欢。“你无论是什么样的学历，
什么地方毕业的，毕业了就要面临着择
业。可能很多人选择去大城市啊，或者是
怎么样，个人选择嘛。我是比较喜欢出野
外，喜欢自然环境和野生动植物。感觉在
这种工作环境中比较自在、舒适。”

现在，付明霞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
守着大相岭正在训练的三只野化放归大
熊猫。“未来也会在保护区继续工作。”她
言语之间自信从容。越过她的身影望
去，更多年轻的力量，如今正在四川林业
领域生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雪

爱心购买58吨
大凉山苹果
电子科技大学助力

脱贫攻坚又出招

近日，电子科技大学因为
土豆火了，该校通过采购甘孜
藏族自治州康定市甲根坝乡亚
弄村土豆助力脱贫，在6天时间
里，两校区师生一共吃掉11.5
吨，引来广大网友点赞。

为助力盐源人民脱贫，电
子科技大学最近又有新动作。
学校从大凉山盐源县爱心购买
了58吨苹果，助力解决当地果
品销售问题。

采摘、挑选、包装……经过
一系列的准备，58吨来自大凉
山盐源县的苹果被陆续送往电
子科技大学。10月24日一早，
天空下起了大雨，为了让苹果
不被雨水打湿，电子科技大学
的教职工们穿起雨衣排成一
排，通过接力的方式，一箱箱来
自大凉山的苹果终于被送到该
校清水河、沙河两校区6000多
名教职工的手上。

据电子科技大学校工会常
务副主席周涛介绍，盐源红富
士生态糖心苹果一直名声在
外，但由于交通不便，苹果的销
售问题一直困扰果农。这次，
为了把58吨苹果从大凉山运往
学校，就经历了一路的波折。
参与此次运输的姚师傅10月23
日晚上7点过从盐源县出发返
回成都。原计划24日一早便能
到达学校，但直到中午12点也
未见姚师傅的身影。记者联系
姚师傅才了解到，从盐源县出
发后，路况一直不太好，山路和
弯道偏多，遇到堵车就要等一
两个小时，这才导致没有按照
原定时间到达。

由于交通不便，以前果农
们大多都在当地或者网上销
售，往往还需要借助冷库储存
的方式，一般要到年底才能勉
强卖完。第一次遇到电子科技
大学这样的“采购大户”，当地
被认购的种植户都十分意外。

“今年我种植的苹果全部被采
购一空，不用再担心滞销的问
题了，极大减轻了我们的销售
负担。”

据了解，这已经是电子科
技大学第二次向盐源县大规模
采购苹果，去年采购的43吨苹
果就受到了学校教职工的一致
好评。“像电子科大这样一次性
采购58吨，既帮扶了当地贫困
果农，又能让学校教职工品尝
到新鲜的水果，十分有意义。”
周涛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周丽梅

问：周四沪指高开，盘中冲
高回落，尾盘企稳。你怎么看？

答：尽管银行等权重股表
现较好，但成交低迷下市场延
续窄幅震荡态势，盘面上数字
货币、天然气板块表现较好，而
北上资金净流入13亿元。截
至收盘，两市涨停28只，跌停9
只。技术上看，创业板指表现
稍好率先收复5日均线；60分
钟图显示，沪深股指收复5小
时均线，60分钟MACD指标处于
金叉或即将金叉的状态；从形
态来看，沪指仍处于3042点以
来的横向箱体之中，由于之后
出现了3026点，这使得短期横
向震荡时间越久，波动越窄，越
有利于后续的力度反弹，因此
当前不妨乐观一些。期指市
场，各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增
加，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明
显缩减。综合来看，批量IPO依
然压制着市场做多的情绪，但
时间窗口的来临将会很快打破
这一格局。

资产：周四按计划持股。
目前持有南玻A（000012）45万
股，中新赛克（002912）2万股，
中际旭创（300308）5万股，光环
新网（300383）4万股。资金余
额 5142751.11 元 ，总 净 值
11940451.11 元 ， 盈 利
5870.23%。

周五操作计划：光环新网、
中际旭创、中新赛克、南玻A拟
持股待涨。

胡佳杰

朱庆海的八年养老服务创业路

做“适老化改造”先行者
让老年生活更有品质和尊严

爱国情 奋斗者

白｜杰｜品｜股

Chengdu

时间窗口

初次见面，朱庆海一身深蓝
色西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给人
的感觉就像一个星级酒店服务领
班。然而多聊几句之后发现，他
更像个开朗的“老大哥”。“可能是
因为为老年人服务比较多了吧。”
他笑着说。

2011年，原本做贸易生意的
朱庆海开始了养老行业的“跨界
创业”。2018年，他创立的成都
朗力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被认
定为成都市首批社会企业，同时
还获得亿方公益基金会千万级天
使轮社会影响力投资。

从最初的社区微型养老院，
到现在上门对老人的居住环境进
行适老化改造，朱庆海跟他的团
队用实际行动不断刷新人们对养
老产业的新认知。

向往大自然的女巡护员付明霞：

29岁的我，在大相岭守护大熊猫
付明霞今年29岁，研究生毕

业后来到大相岭自然保护区。一
周在雅安荥经县城，一周到保护
区放归基地，这样循环往复的日
子，过了约莫两年。在以40岁以
上男性为中坚力量的巡护员队伍
里，笑起来牙齿白白的她十分扎
眼。但工作时，她也能扛着物资
上上下下，虎虎生风。

晚上，她猫在野外巡护的补
给站里做数据分析，白天进山，把
被露水、汗水、雨水打湿的衣服换
下来，放在篝火边，白色水汽细细
蒸腾，等衣服烤好了，当天的活儿
也就做得差不多了。

这是四川林业队伍里的新力
量，接力棒正在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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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海的团队为老人在家中安装扶手。 朱庆海跨界创业投身养老服务产业。

付明霞（右一）跟着男巡护员跋山涉水，一点也不含糊。（受访者供图）

29岁的付明霞的工作，就是在
大相岭守护三只野化大熊猫。

（受访者供图）

电子科技大学从大凉山盐
源县爱心购买了58吨苹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