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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板一打连声响，咱
把社区来宣讲。说社区、
道社区，社区的建设不得
了……”1 月 18 日，由成华
区二仙桥街道西北路社区
搭建集健康中心、日间照
料中心为一体的成都首个

“感恩西北 温馨小屋”在辖
区内泰博理想城小区正式
启用，社区居民张大爷高
兴地邀请大家听一听居民
自编自演的“和谐社区快
板书”。

温馨小屋
让空巢老人精神焕发

“出门一把锁，进门一
盏灯”，这是对许多空巢老
人生存状况的描述，“泰博
理想城是二仙桥片区大面
积拆迁后新建的住宅小
区，有1000多户人家，目前
已陆陆续续入住。”社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为了让生
活在这里的居民获得更多

的幸福感，让老年人不会
感到孤独和无聊，非常需
要为大家搭建一个服务平
台，“温馨小屋”不仅是社
区服务老年人的平台，也
是开展邻里互助活动、激
发邻里间亲情友情真情的
连心驿站。

走进“温馨小屋”，老
人们的状态呈现出了一番
别样的景象。养花、下棋、
看电影、聊天、教用智能手
机，来到这里的“空巢老
人”见不到孤独与寂寞的

表情，更多的是看到他们
享受着心灵的陪伴。

“这里就是我们的
家外之家”

除 了 平 日 的 娱 乐 之
外，老年人最关注的健康
养老问题也能在这里得到
很好的解决。“在这里，大
家可以测血压、查血糖，看
书娱乐之余，还能为老年
人提供健康管理服务。”社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温

馨小屋”会举办义诊、健康
体检、养生讲座、康复辅
导、养老服务站等综合性
养老服务项目，通过“安
全、便捷、周到”的综合性
服务，将小屋建成一个“没
有围墙的养老院”。

“温馨小屋的建立能够
丰富老年人的业余生活，给
老年人创造一个自由活动
的空间，同时减轻子女们的
负担，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外
之家，生活在这样的小区很
幸福。”年过七旬的老党员
包国忠高兴地说。

老有所乐、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老有所安，西北
路社区的“温馨小屋”是社
区在养老新模式方面创新
的重要体现。接下来，社
区会着力建设好这个关爱
空巢老人的平台，让他们
不再寂寞、不再孤独，其乐
融融地生活。

华西社区报记者 彭戎
摄影报道

创新实践“一个社区、一家医院”的医养融合理念

国际标准医养社区蜀园在蓉落成
1月18日，泰康保

险集团斥资23亿元在

西南地区投资兴建的国

际标准医养社区——泰

康之家·蜀园在成都正

式落成。作为辐射大西

南地区的首家旗舰医养

社区，蜀园建筑面积约

21万平米，提供1800

户养老单元，并配建了

蜀园医院，医院将于今

年3月开业运营。

据四川省政府办公厅
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省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居全
国第二位。人口老龄化带
来养老需求不断攀升，但
高品质养老供给却极度缺
乏。此次落成的蜀园是泰
康在北京燕园、上海申园、
广州粤园成功运营后的第
四家持续照护医养社区，
标志着“一个社区、一家医
院”的创新型医养融合模
式在西南地区成功落地。
同时，2018年一开年，泰康
医养社区已接连完成在南
昌、厦门、沈阳三地的布
局，形成了全国十一城联
动格局，持续领跑国内高

品质养老市场。

蜀园一期开业
客户看重医养融合

自 蜀 园 开 放 预 订 以
来，泰康创新的医养融合
养老模式受到了长辈们的
高度欢迎。据悉，蜀园一
期开业首月计划入住率达
七成左右。谈到选择蜀园
的原因，绝大多数客户表
示最看重社区的医疗配套
和专业服务。

据了解，蜀园创新实
践“一个社区、一家医院”
的医养融合理念，配建的
蜀园医院将于2018年3月
开业运营，以康复和老年
病为特色，着力发展老年
康复、老年全科、老年急救

三大学科，以长期健康管
理为目标，以老年医学为
中枢，整合急症转诊、长期
护理、预防保健以及康复
治疗的医养康护体系，形成
急救—慢病管理—康复的
三重防线，为居民提供全方
位全周期的医疗保障。据
悉，蜀园医院还与成都市多
家知名医院签订了双向转
诊协议，开通绿色急救与转
诊通道，为社区居民生命安
全提供保障。

蜀园引入国际标准的
持续照料养老模式，除独立
生活业态外，还提供协助生
活、专业护理、记忆障碍照
护等服务业态，都将于一期
同步投入市场，覆盖老年人
的各个阶段，当长辈身体状
况发生变化时都能得到适

宜的专业照顾。

发挥保险本质
泰康深化医养布局

据泰康保险集团副总
裁兼泰康之家首席执行官刘
挺军介绍，在四川，除了蜀园
和蜀园医院，泰康还将在天
府新区打造集医教研于一体
的泰康西南医学中心，将按
照国内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设
置标准和国际 JCI 认证标
准，采用国际领先的“综合门
急诊+专科中心集群”模式
建设和运营，规划床位不低
于600张，预计于2021年落
成，服务成都、辐射西南。

泰康专注医疗、养老投
资，不仅符合其资金属性，
更重要的是医养与保险主
业有着强大的协同性，可以
将保险的人文关怀本质发
挥得淋漓尽致。过去，保险
是一个财产解决方案，今
天，在泰康的模式下已经成
为综合的解决方案，照顾人
的生老病死。泰康保险集
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
东升表示：“保险是最具人
文关怀的产业，医疗、养老
是保险业自然的延伸，泰康
的战略是以大健康为核心，
围绕保险、资管、医养推进
业务，让人们更健康、更长
寿、更富足。”

华西社区报记者 杨铠

@少城街道
打造“莲心驿站”倾听社情民意

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畅通
和拓展社情民意和廉情信息的沟通渠道，促进街
道、社区与群众的良性互动，切实解决侵害群众利
益的“四风”和“微腐败”问题，努力营造风清气正
的社会环境，少城街道结合工作实际，打造了“莲
心驿站”。1月17日上午，少城街道在“莲心驿站”
开办了“驿站使者”培训会。会议由街道纪工委主
持，各社区纪委书记、全体“驿站使者”参加会议。

华西社区报记者 董峰

温馨小屋的健康讲座。

关爱空巢老人成都诞生“温馨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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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近200名摄影爱好者相聚都江堰，
观赏优秀摄影作品，听取摄影家对作品的独到点
评，都江堰市青年摄影家协会用这种别出心裁的
方式喜迎新春。现场展出120余幅摄影作品供爱
好者们品评，其中既有温暖的人文故事，又有宏伟
的自然景观，还有细腻的生活趣味。四川省艺术
摄影协会副主席曹铁对部分展出作品进行点评，
从构图技巧、色彩搭配、角度选择、后期处理等方
面给摄影爱好者们提供了专业的指导建议。

当天，永丰街道新联社区青年摄影家协会党
支部成立。据该协会负责人余晋介绍，协会组织
都江堰市青年摄影家、爱好者开展了丰富的摄影
活动。协会现在成立了党支部，将在相关部门的
指导下，不断壮大摄影队伍，提高摄影水平，继续
为都江堰市建设国际生态旅游名城做出贡献。

华西社区报记者 刘福燕

摄影家曹铁指导摄影技巧。何勃 摄

摄影爱好者“晒”大片迎新春

资讯

@国槐路社区
举行文化惠民服务活动

1月19日上午，锦江区“暖冬行·爱传递”送文
化下乡文化惠民志愿服务活动在成龙路街道国槐
路社区举行。歌舞《火红的中国》、川剧变脸、舞蹈

《灿烂的阳光下》以及魔术表演一次次点燃了观众
的热情，演出还专门挑选了反腐题材对口快板《两
头猪》《背时的蛀虫》。活动现场开展了“发展天府
文化 品味儿时回忆”为主题的游园、集市、非遗项
目及民俗展演等活动。 华西社区报记者 李琪

@金仙桥社区
成立“慈善微基金”

去年12月29日上午，金仙桥社区“慈善微基
金”现场筹资启动仪式成功举行。“慈善微基金”成
立二十多天来，在社区党员、热心居民、企业代表
的共同努力下，“微基金”数额不断增加。据悉，

“慈善微基金”成立之后，将在帮助社区困难群众、
改善社区居住环境、提高社区群众生活质量等方
面发挥重大作用。

金仙桥社区负责人介绍说，金仙桥社区向成
都市慈善总会申请成立了金仙桥社区“慈善微基
金”专项账户，由成都市慈善总会进行管理，确保
专款专用，每一笔基金的使用支出由成都市慈善
总会审核批准后实施。 华西社区报记者 但辰璐

蜀园实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