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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

国庆节文明旅游提示

我们的节日

“欢迎您来到人寿堂养老院！”
带着温暖的笑容，天津市西青区

人寿堂养老院前台的接待人员将一束
束鲜花，送到本次前来入住体验的十
余位叔叔阿姨手中。

这已经是坐落于张家窝镇的人寿
堂养老院开业前举办的第四期入住体
验活动了。和叔叔阿姨们一起，记者
也亲身感受了一次人寿堂先进的养老
理念和专业细致的服务。

“九位一体”的综合型服务

西青区人寿堂养老院是区内首
个创新引入的公建民营型养老服务
模式的民生项目，由张家窝镇政府投
资建设，上海人寿堂养老服务（集
团）有限公司进行装修提档升级而
成。养老院分为A栋和B栋两栋建
筑。A栋设置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和护理站，包含智慧养老指挥中心、
健康驿站、失能老人护理站、日托、
家政预约等10项基础功能和其他个
性化定制服务内容。B栋设置为养
老院，配套活动中心、阅览室、电影
院、KTV、医务室、阳光康复等区域，
主要服务群体为需要全护理、半护
理以及基础护理服务的老人。目前
养老院设有280张床位，将结合天津
养老环境和老人们的生活、饮食习
惯，提供医疗、养老、康复、护理、饮
食、教育、娱乐、科研、智慧“九位一
体”的优质服务。

进入 B栋养老院一楼大厅，首
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整体淡雅、现代
简约风格的环境，工作人员着装干
净整洁，笑容亲切。左侧休息区错
落有致地摆放着几把靠背椅，右侧
是舒适的沙发。走廊两侧的墙壁
上，都设有扶手，确保腿脚不便的老
人行走安全。

养老院院长潘军军告诉记者，作
为人寿堂养老集团旗下的高端品牌，
人寿堂养老院在传承老字号匠心精神
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变革、与时俱进，
深度探索医养结合与智慧养老相融合
的为老服务特色，打造综合型为老服
务项目。

舒适智能的居住环境

欢迎仪式后，“入住体验官们”来
到了健康评估室。每一位老人在入院
前都需经过专业医生评估，确定护理
等级。评估的项目包括体征测量、运
动功能、认知功能、饮食、起居洗漱等。

健康评估后，跟随着工作人员的
脚步，“入住体验官们”来到了居住区。
“叔叔阿姨，您们是住在这间。我

们的房间配置了独立衣柜和实木家
具，家具都是采用倒圆角设计，防止磕
碰，床尾扶手也是做了非常贴心的设
计。床头这边是一个呼叫器，跟前台
的护士台是连接的，有事情随时按呼
叫器，我们的工作人员马上就到。卫
生间内也设计了防滑地面，同时有安
全扶手、助浴椅、洗漱台和相应家居用
品。”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张开宁详尽细
致地为入住体验的林明阿姨及老伴儿
介绍房间内的设施。
“您看我们显示器上这个健康监测

图，是和我们的智能床垫相连接的，对
您的日常睡眠情况进行监控，及时分析
您的睡眠质量数据。同时，我们的智能
电视还可以跟您的家人手机连接，进行
实时亲情互动，他们随时都能知道您在
院里的情况，包括每天的饮食、基本的
健康体征等。您打开柜子还可以看到
我们一个贴心的小设计，里面有一个小
的保险箱，用来存放您比较私密、贵重
的东西。”张开宁继续介绍说。

林明阿姨告诉记者：“我们老两口
就住在张家窝镇，离这边也近，正好这
次有这个体验活动，就报名了。我们
俩不排斥住养老院，现在人们的观念
转变很大。而且，养老院这边环境又
好，工作人员服务得特别细心。”

健康的膳食及高水平的护理

“叔叔，菜不够还可以再添。”“阿
姨，菜还合您胃口吗？”

闻着饭香来到餐厅，体验官们已
经在享受美食了。软烂入味儿的扣
肉、爽口的豆角、厚实的虾仁蛋羹……
菜品根据老人情况做得相对软糯，清
淡健康。

“我们的餐厅作为一级老人家食
堂，专门为老人们定制了个性化科学
的膳食搭配，提供经中国营养学会认
证的83种健康食谱营养餐，同时根据
个别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症等慢性疾
病的老人我们会提供专属营养餐。并
且根据地域特点，我们也相对增加了
饺子、面条这些北方人偏好的面食的
供应频率，满足老人们的需求。”潘院
长介绍道。

住到养老院，除了最关心的食、宿，
还有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护理人员的
专业水平。这里，潘院长的一席话解除
了我们的疑虑。她告诉记者：“作为中
华老字号品牌、中国五大养老服务品牌
之一的上海人寿堂养老服务（集团）有
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拥有20年以上
医疗养老运营管理经验，健康医养产业
已拓展到全国10余座城市，累计40余
家养老机构，运营床位数2万多张。我
们的养老院以康复护理为重点，配有康
复中心，中心内设专业的康复治疗团
队、康复设施。同时，我们的护理人员
持证上岗，集团内设有培训部，定期开
展线上线下的业务培训。我们的宗旨
就是服务好每位老人，他们是我们的家
人。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优质的服
务，可替代性地跨越时间和空间，随时
陪伴在老人身边。”

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活动

随着人们养老观念的与时俱进，
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养老院，享受丰
富多彩的晚年生活。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

阳是晚开的花 ，夕阳是陈年的酒 ，夕阳
是迟到的爱 ，夕阳是未了的情……”

午休过后，一楼KTV室传来悦耳
的歌声和阵阵欢笑。我们的体验官们
有的负责点歌、有的开启“麦霸”模式、
有的翩翩起舞，好不热闹。

在这群叔叔阿姨中，韩永亮叔叔
抱着手风琴，一边伴奏，一边歌唱。

韩叔叔是一位退休职工，一直爱
好文艺，并且拉得一手好琴，经常在社
区文艺活动中担当重任，同时他还在
西青老年大学教授手风琴。他告诉记

者：“我之前也是过来体验过，特别喜
欢这边的环境，所以有空我就过来，义
务给他们伴奏。”

养老一直以来都是一项复杂工
作，如何真正使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
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人寿堂养
老院着实下了一番功夫。除了义务伴
奏的韩叔叔，养老院还会定期邀请老
年大学的老师过来讲课。平时也会开
展健身太极拳、数字油画、手工花茶小
课堂、艺术书法、剪纸、影视欣赏、纽扣
花制作、健康拍拍操、健康知识小课堂
等丰富多彩的小活动，使老人们乐享
晚年幸福生活。

将出牵衣送，未归倚阁望。年幼
时，父母长辈呵护我们成长。如今，
他们年迈蹒跚，需要给予更多关爱。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更是牵动着亿万
家庭。

近年来，西青关于养老服务的政
策日趋完善，服务体系不断建立健
全。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
服务压力，大力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实现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
展，西青区制定出台了养老服务提升
三年行动方案。通过加强三级养老管
理服务队伍建设，成立区级居家养老
指导中心、强化养老服务职能、设立
村居养老服务专职；推进区级智慧养
老中心、街镇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片
区嵌入式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村居为
老服务站点等四级养老服务平台建
设；加强养老服务阵地建设，组织养
老设施清查行动、养老设施达标行
动、消防验收问题集中解决行动；推
进老人家食堂建设，合理布局老人家
食堂点位、扩大老年助餐补贴范围、
做好困难老人就餐政策保障；健全完
善养老体系建设，加强兜底保障养老
床位建设、推进养老新业态发展、发
动社会力量多元参与养老服务；加强
组织领导、政策保障、机制建设，打
造西青养老品牌、全市养老服务亮
点，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
老服务需求，建设西青老年人的幸福
家园。

记者 郭非 李妍 通讯员 王祎

用优质服务提升老人幸福感
——西青区人寿堂养老院体验见闻

本报讯（记者 马云静 乔瑞）美
丽乡村人人建，文明乡风润民心。西
青区杨柳青镇白滩寺村通过重修村
规民约、宣讲村规民约，破除农村陈
规陋习，让乡风民风好起来、人居环
境美起来、文化生活富起来，让美丽
乡村遍开文明之花。

走进杨柳青镇白滩寺村，道路整
洁、环境优美，在村党群服务中心的
大门口，宣传栏上的村规民约十分醒
目，“村民之间应团结互助，相互尊
重”“爱护村内环境卫生，爱护公共设
施”“提倡喜事新办，不铺张浪费”等
15项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写
进村规民约，让村民有了行为标准。
杨柳青镇白滩寺村党总支委员、

村务监督主任闫树梅说：“我村于6月
份重新修订了村规民约。前期广泛征
求群众意见，入户走访，拟定草案，并
分别提交党员大会，村民会议表决通
过。村民们的深度参与，让村规民约
更合实际、民意更足、更富有生气，村
民主人翁意也因此有了很大提升。”
为了抓好乡村文明，杨柳青镇白

滩寺村组织村民召开会议，结合村情
民意，完善村规民约，定期安排志愿

者进村入户宣讲，大家对新的村规民
约知晓率高，接受度深，自愿参与到
环境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来。

该村的村民张大爷对记者说：
“以前这里是一条臭水沟，我们村环
境不好，而且都有陋习，门前堆放柴
火，也都是垃圾，现在环境非常好，而
且村里请来老师给大家讲解垃圾分
类知识，我们村也越来越文明，生活
环境越来越好了。”

另一位村民接着说：“以前村里
经常有酒席铺张浪费，有了村规民
约，我们也有了标准，喜事每桌不超
过600元，白事不超过400元，喜事新
办，丧事从俭，破除陈规旧俗，杜绝了
攀比，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大操大办，
为我们老百姓避免了很多浪费。”

据了解，杨柳青镇白滩寺村村
规民约原则上每年修改一次，内容
由村民代表大会制定，有数据、有标
准，可操作性强，解决问题有章可
寻，有利于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有利
于推进乡村振兴。下一步，该村将
继续落实村规民约，通过党建引领，
发动群众积极参与产业发展和村庄
环境整治，从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让美丽乡村遍开文明之花
杨柳青镇白滩寺村重修村规民约助推新风尚

本报讯（通讯员 李依纹）日
前，西青区开展 2021年社区减灾、
防灾及应急宣传教育活动。

为切实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大防
汛救灾活动的宣传力度，相关工作人
员在人员密集场所、社区街道设立了
宣传站点，印制、发放应急宣传手册。

同时，他们还开展了减灾防灾
科普讲座，重点讲解了以防为主的地
震防御工作和避震避险及震后自救
互救知识，进一步唤起社区居民对减
灾防灾工作的关注，增强全社会减灾
防灾意识，普及推广全民减灾防灾知
识和避灾自救技能。

推广居民减灾防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

西青开展社区宣传教育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周迪）日前，西
青开展“全国科普日”活动，本次活动
以“百年再出发，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为主题。活动期间，西青区广泛
开展科普活动，营造浓厚宣传氛围，使
群众了解科普知识、感受科技魅力，提
升公民科学素质，汇聚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力量。

为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绿色发
展，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由西青区科
协主办，王稳庄镇科协联合各村（社

区）承办的“全国科普日”活动也陆续
开展了，各村（社区）以垃圾分类、防
疫健康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18
场科普活动。

为引导社区居民崇尚科学、文明
生活，营造浓厚的科学文化氛围。辛
口镇在新惠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开展全国科普日之“文明健康，绿
色环保”科普宣传主题活动。工作人
员为大家讲解了垃圾分类以及疫情防
范的方法和必要性。

了解科普知识 感受科技力量

西青开展全国科普日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梁佳慧）日
前，西青区开展“传统节日振兴工
程——我们的节日·中秋”系列主题
活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
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传承节日内涵，弘扬传统文
化。为推进传统节日振兴工程，西
青区文明办联合西青区志愿服务协
会举办了“明月华章·中秋游园会”
主题活动，设计开展了猜灯谜、投
壶、制作荷花灯和月饼等环节，邀请
居民共同体验中秋传统习俗。各街
镇也举行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宣
传教育活动，介绍中秋节的来历、起
源以及各种风俗，增进居民对民族

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丰富百姓生活，增进邻里关

怀。西青多地以“庆祝我们的节
日·中秋”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大
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汇演活动，包含
诗词朗诵、相声表演、歌舞表演等
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丰富了广大
居民的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节
日氛围，组织居民共同欢度佳节。
同时，各地广泛组织中秋制作

月饼、入户慰问活动，走访慰问社
区内空巢、独居老人等群体，发放
月饼，传递关怀。活动拉近了邻里
之间的距离，充分发挥传统节日在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
面的积极作用。

猜灯谜 庆联欢 送月饼

西青中秋主题活动精彩纷呈

上图为比赛现场

本报讯（通讯员 李淑起）日前，
西青举办了2021年西青区全民健
身——“我要上全运”社区运动会乒
乓球比赛。

本次比赛以提高身体素质，促
进全民健身为主旨，吸引了广大居
民朋友积极参加。比赛中，参赛队
员们充分发挥了团结友爱、拼搏互
助的精神。

此次比赛不仅让参赛队员锻炼
了身体，更激发了社区群众参与体育
运动的热情，也为社区居民之间的交
流搭建了平台，促进了社区的和谐发
展以及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

西青举办社区

运动会乒乓球比赛

▲日前，西青区开展2021年民兵、预备
役国防教育宣传活动。活动中，西青区人

民武装部工作人员围绕相关内容，结合有

关案例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进一步加强

了大家的国防观念，增强了关心支持国防

建设的责任感。

李妍 摄

▲日前，西青区人民检察院共青团法治宣讲团队，以为青少年播种法
治精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预防减少违法犯罪为核心，以“开学季”为契

机，到西青区实验小学开展“杜绝校园欺凌，守护健康成长”主题法治宣讲

活动。 李妍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向伟）西青区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承
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
形象的使命任务，努力构建覆盖全区、便
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面开展
云端数字文化服务建设。

西青区积极整合各类数字资源，
提供云端文化慕课线上服务。为西青
群众准备了超过400门文化慕课。内
容涵盖绘画、音乐、美术、舞蹈、戏剧、
建筑、影视、曲艺、设计、传统文化、园
林花卉等多个门类。

据了解，用户只需关注“天津市西青
区文化馆”微信公众号，点击“文化慕课”，
即可免费享受所有数字文化服务。同时，
加入了排练室和线下书法美术课程的预
约，方便群众随时线上线下同步享受文化
服务，增加文化幸福感。

西青推进云端数字文化服务建设
可免费享受400余门文化慕课

本报讯（通讯员 刘慧博）日
前，杨柳青镇轻机厂社区举办“中秋
颂家风，家训心中留”分享会，弘扬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将“好家风 ”故
事送到群众心间，营造和谐的社区
氛围。

活动邀请了西青区优秀巾帼讲

解员为社区居民讲述“好家风 ”故
事。讲解员以《好家风，正能量》为
主题，从何谓家风、何谓家训、助人
为乐、勤俭持家、淡泊名利、心怀感
恩等方面进行了分享，内容丰富、语
言质朴，感染力强。社区居民认真
聆听，不时点头、鼓掌，深受鼓舞。

弘扬传统美德 营造和谐氛围

西青开展家庭文明建设活动

国庆假期有出游计划的市民，请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自觉服从

工作人员指引和管理，主动出示“健康码”，规范佩戴口罩，并配合体温检

测。自觉与其他游客保持间距，避免扎堆，确保安全。就餐过程中，使用

公勺公筷，尽量采用分餐制、小份餐。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剩菜剩饭打

包带走，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西青区委宣传部

西青区文明办

上图为人寿堂养老院外景 上图为老人们在体验丰富的娱乐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