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里
老人们尽情享受“夕阳无限好”

热闹的大梅江菜市场旁边有一座
幽静的院落，这便是天津市河西区康之
源养老院所在地。
共享大厅内，老人们三三两两或在

轻声聊天、或是下棋看书，午后的阳光
温柔地照在精神矍铄的老人脸上，灿烂
的笑容让初冬的下午更加温暖。大厅
侧面的厨房里，工作人员不时进出，搬
运蔬菜和鱼肉。虽然不到三点，但厨房
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准备晚饭了。
对护理部王主任的采访，便从老百

姓最在意的“吃”开始。

吃什么 老人们讨论说了算

民以食为天。可口的一日三餐对
于养老院这些耄耋老人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院的菜品规格堪比星级酒

店。早餐种类达到十几种，都是自助
式，丰俭由己，更有贴心的牛奶燕麦粥；
午餐和晚餐保证荤素四菜，还有汤羹和
紫薯薏米八宝粥、银耳黑米粥等应季粥
品；餐后应季水果更是常态，冬季还有
特别熬制的梨水滋阴养肺。如此多样
的菜品，全部是由6人组成的厨房团队
完成。
即便如此丰盛，养老院还希望好上

加好，每月召开一次由10位老人参加的
“伙食讨论会”便成为菜品改良的推动

会，大家共同商谈改进细节。入冬以
来，有老人提出增加红薯、山药、芋头等
蒸制食品，厨房主厨迅速安排人员采
购，很快，热腾腾的红薯、芋头等食品端
到了老人们的餐桌前。还有的老人提
出想吃咸饭，厨房主厨二话没说，羊肉
咸饭说到就到，想吃什么尽管说！

针对老年人的体质特征，主厨还会
在一些菜品制作上做些适应性的改进，
譬如清蒸龙利鱼，为保持鲜味和口感，
就会尽量少盐少油。

当然，老人们比较在意的生日是不
会被忽视的。生日当天，养老院会为老
寿星送上生日蛋糕和长寿面，祝老人长
命百岁。同时，还会根据老人的身体状
况，专门定做流质、普通流质、半流质软
食；对行动不便和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送餐到床前，护理人员一口一口把饭喂
到老人嘴里。最为重要的是，养老院从
来不给老人吃隔顿饭，哪怕是馒头、米
饭，都是现吃现做，保证了口感和新鲜。

为了保证每一顿饭、每一个菜品的
质量，养老院从采购源头把关，新鲜蔬
菜由专门公司每天送到厨房，调料都是
大厂品牌，炒菜用的是金龙鱼非转基因
豆油，安全从食材做起！

虽然蔬菜肉蛋价格经常上涨，但涨
价部分从未叠加到老人身上，全部由集
团补贴，让老人们放心吃好每一口菜。

过除夕 这里比家还温馨

花样不断的菜品让老人们饱了口福，
无微不至的照顾，则让每一位老人有了宾
至如归的感觉。即便是除夕团圆之夜，仍
有很多老人选择在养老院里度过。因为，
这就是他们的家，无比温馨的家。

养老院有一批特殊的老人，自开业
以来，一直住在这里，享受着天伦之乐。
98岁的贺大爷从开业到现在，连感冒这
样的小病都没得过；辗转多家、最终“定
居”这里的北京老夫妻，不知不觉已经住
了6个年头。还有即将迎来自己百岁寿
诞的李奶奶，对养老院的护理工作竖起
大拇指，连声说“这里比家还舒服”。
养老院第一位老人王爷爷已经将

这里视为自己的家，即便是春节这样重
要的节日，也选择在康之源度过。他告
诉笔者，这里的护理最专业、最细致、最
全面，住在这里舒心，哪也不想去了！
王主任介绍，养老院有一套完整的

管理制度，严格管理的背后，是对每一
位老人的责任。从走进大门开始，管理
制度就伴随着每一位工作人员——手
机要上交到门卫，统一保存，上班期间
不得使用。为防止弄伤老人的皮肤，上

班期间护理人员不能佩戴首饰。常规
动作还包括，保洁人员每天要对衣柜、
床、地板、椅子、门窗、电梯、楼梯扶手、
安全通道等进行擦拭、消毒，做到养老
院内没有蟑螂；护理人员随时清理使用
过的手盆、座便等，保证房间没有异味。

照护方面，养老院43名护理人员照
顾173位老人，要求护理人员24小时巡
视，晨护、晚护是必修课，定期洗澡，每
天为老人洗脚，所有的护理流程公开透
明，便于老人的亲属监督。

在康之源养老院，还有一条非常苛
刻的护理标准——老人不能长褥疮！
要做到这一点，要求护理人员为老人勤
洗、勤翻身，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爱的呵护 传递给每一位员工

作为2021年“天津市金口碑养老机

构”，康之源养老院对老人们呵护备至，
对辛苦付出的护理员工同样是关爱有
加。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中，处处洋溢
着爱。

为了保证员工有充足的的休息时
间，每位护理人员照看的老人不超 6
人，每天三班倒，工作不超时，节假日
采取倒休的形式，让每个人都能享受
到假期的悠闲；每层都有护理部休息
室、淋浴间，员工宿舍、吃饭全部免费，
一日三餐菜品和老人们一样，保证营
养均衡；每年一次旅游，北戴河、青岛
都曾留下大家的足迹；13个月的年薪
工资，媲美外资企业；每月 40元的工
龄工资和金额不等的奖金，让员工价
值得到高度认可。建院 6年来，康之
源养老院员工满意度一直高居行业前
列，人员流失率几乎为零。

王主任告诉笔者，去年疫情最为严
峻的时刻，养老院人员不能进出，东康
集团把员工的安危放在首位，让大家免
费吃住，每周还发放特别奖金，尽最大
努力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每逢大年三十，养老院都会准备丰
盛大餐，集团领导亲自为老人们和工作
人员敬酒、祝福，共同度过除夕之夜。
当然，每位员工的春节红包必不可少。

共享大厅的墙上，挂满了一面面锦
旗，汇聚着一个个生动、温馨的故事。
“尽职尽责尽心，让您满意；热心耐心细
心，让您放心”二十字服务宗旨，既是养
老院对每一位老人的承诺，也是对员工
职业生涯的规划。
采访结束已是日落时分，点点余辉

洒落脚下。走出大门，老人们爽朗的笑
声仍不绝于耳。突然想起一句诗，略作
改动映衬此情此景——“夕阳无限好，
黄昏又如何？” 撰文于亚光

小小菜市场连着大民生

商户留得住 百姓轻松“购”
——访天津市新起点菜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葱姜蒜、蔬果生鲜、调味料，“菜篮子”虽小却与
民生息息相关。作为城市公共配套设施，农贸市场
是最基本、最接地气的民生保障场所。菜市场具有
明显的经济属性，作为周边居民的“菜篮子”商品供
应的主要场所，它也具有社会性和很强的公益性。
天津市新起点菜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金
莉表示“要实现菜市场的‘可持续经营’，就要通过
打造更好的环境、更优的服务来集聚人气，提前做
好产销规划，真正做到货源充足、货真价实，让商贩
在市场内留得住、干得好，也让老百姓的‘菜篮子’
拎得更轻松。”

大梅江菜市场位于河西区白云山路7号、白云
山路与绥江道交口，是天津市新起点菜市场管理有
限公司积极响应天津市政府“大力推进菜篮子工
程”的号召，为解决河西梅江周边地区百姓的日常
购物问题，投资1200万、于2016年3月建成开业的
全市第一家综合性标准化菜市场。该市场占地面
积6000㎡，入驻商户近百家，经营范围几乎涵盖百
姓日常生活所有业态，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附近
906、96、604等公交车站，为周围五公里以内约15万
的社区居民提供一站式生活服务。

孙经理介绍，当年倾全力开发投资了此项民
心工程，根据广大群众意见和区域现有情况，把
市场建设成为设施配套、规模数量科学合理的标
准化菜市场。菜市场的建成方便周边百姓生活，
丰富的农产品、各种特色小吃、早餐便民小店都将
使周边居民的生活更加便捷，极大提升居民生活
舒适度，解决了河西梅江周边地区百姓的日常购
物问题。

严格的食品安全保障

放心的商户优选制度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为确保百姓舌尖
上的安全，让百姓吃上放心蔬菜、放心肉，实施“产
地溯源、安全监测”，在市场内成立了天津市第一
家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室，每日将检测结果在市场
内大屏公示、时刻接受消费者的监督，并将此模式
向全市推广。对入驻的商户实行审核、激励、淘汰
制，个体商户讲诚信、重品质、会经营，入驻企业均
为正规、品牌商家，商品业态及顾客群体覆盖面广，
市场竞争力强。

完善细节方便市民

停车便捷环境整洁

为方便百姓购物，市场在用地紧张的情况下，
专门划出了近百个免费机动车停车位供顾客停车，
并由专人对车辆进出及停放进行管理。2018、2019、
2020连续三个年度在全市环境整洁菜市场评比中
保持前10名的成绩，其中2019年度 4个季度及年度
均获得全市第一名。

坚实的市场建设堡垒

丰富的市场文化活动

2018年成立了菜市场党支部，在支部的引领
下，在企业的重视下，经过几年的发展，管理团队不
断壮大，凝聚力不断增强，战斗力不断提升，市场充
满了正能量。支部党员人数快速增长，由初始的3
名党员到今天的9名党员，还有近20名员工和商户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支部还组织员工、商户中的退伍老兵成立志愿
者团队，并参加了天津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MV拍摄活动。疫情防
控期间，为保障和稳定市场供应，党员、骨干冲锋在
前积极防疫。日常关心关爱市场商户和老党员，每
年的重大传统节日都对市场商户进行慰问，在庆祝
建党一百周年之际，为属地社区所有80岁以上老党
员都送上了温暖。热心慈善公益事业，关心老年人
的晚年生活，帮扶困难群众和贫困地区，大力支持
乡村经济振兴。此外，还成立了天津市卫津荣耀红
十字汇农·新起点志愿服务团队，更好地为社会提
供志愿服务。在市场内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关心下
一代的成长，开展爱党爱国教育等。

大梅江菜市场

曾获多项荣誉

2016年荣获了由河西区总工会颁发的年度职
工劳动竞赛“工人先锋号”的称号，2016年荣获了由
河西区商贸旅游局颁发的河西区菜市场规范管理百
日劳动竞赛“标准化示范菜市场”荣誉，2017年11月荣
获了由天津市总工会颁发的“第八届班组安全建设与

管理成果优秀奖”，2017年12
月荣获了由天津市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食用
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区级和市级
示范快检室”，2018年5月荣获了
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应急管理部颁发的全国“安康杯”
竞赛优胜班组称号，2018年9月荣获
了由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
会、天津市商务委员会、天津市精神文明
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共同颁发的2016-2017
年度“天津市文明诚信市场”的称号。

深耕菜市场板块

成功可以被复制

目前天津市新起点菜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在
管市场有6家，分别为大梅江菜市场、天塔菜市
场、河沿路菜市场、永安菜市场、津南翠港园菜市场
和河西区全运村菜市场。
除了大梅江菜市场，值得一提的还有天津市新

起点菜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天塔菜市场。项目
坐落于天津市河西区环湖西路7号、天津市肿瘤医
院旁，是天津市面对全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单位，天
塔菜市场隶属于天塔街办事处，因市场经营十多
年，设备设施老化，存在严重安全隐患。2017年1月
1日天塔街办事处通过招投标，委托天津市新起点
菜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天津市新起点菜市
场管理有限公司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提升改造，严格
按照标准化菜市场的设计，对市场环境给予很大的
提升。菜市场自2017年6月12日提升改造更新开业
以来，延续了大梅江的管理模式，明确了各项安全制
度并严格执行，给顾客提供了舒适安全的购物环境。
为了更好地管理菜市场，深入贯彻党的宗旨，

以党建引领加强管理人员和商户的政治觉悟性，时
刻听党指挥，众志成城，文明服务，诚信经营。在
2018年同时成立了河西区天塔街道环湖南里社区
新起点天塔菜市场党支部委员会并获得了区、市党
建示范单位。同时大梅江菜市场在河西区尖山街
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东升信达菜市场有限公司党
支部，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各项英明主张，把老百姓
关心的菜篮子民心工程落实到实处。

天塔菜市场在接管后同样屡获殊荣，2017年
荣获了河西区商务局颁发的“菜市场规范管理百
日劳动竞赛标准化示范菜市场”和河西区“文明诚
信市场”荣誉称号，2018年获得河西区党建和天津
市党建试点单位，2019年6月荣获由中共天津市河
西区委员会颁发的“河西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荣
誉，2020年 9月荣获由中共天津市委员会颁发的
“天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在百姓中得到了
高度评价和肯定。

线上买菜送货上门

菜场科学运营管理

开创津城菜市场先河的
还有天津市新起点菜市场管理
有限公司旗下的永安菜市场。
今年5月，在天津市商务局、河西
区政府的推动下，联合客如云、饿了
么等打造的“饿了么永安数字菜场”
正式开门迎客。作为一家全新改造
的智慧菜场，饿了么永安数字菜场内全
部使用客如云智能收银系统，实现了智
能称重、聚合支付、会员管理、库存管理等
一系列数字化操作，同时开通饿了么外卖，
实现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经营。除此之外，数
字信息大屏、商品溯源等的使用，也帮菜场实
现了数字化科学运营管理，让居民购物体验更便
捷、更安心。
对于居民而言，买菜后可通过手机扫码、支付

宝刷脸等多种形式完成支付，整个收银效率相比传
统菜场也有了大幅提升，即使高峰期也不会出现排
长队结账的情况。“年轻人平时工作忙，没空来菜市
场买菜，线上买菜的需求量很大。永安数字菜场开
通了饿了么外卖，用户可直接线上下单，30分钟就
可以送到家，足不出户逛菜市场”。

为了实现更科学高效的管理，菜场内安装了菜
场数据监管可视化大屏，可展示菜品价格、销售情
况等，方便顾客了解菜品信息，帮助菜场运营方科
学高效管理，也有助监管方随时观察经营情况。除
了数字大屏，菜场内商家还可以通过登录客如云商
家管理后台，详细查看每一笔交易信息，了解销售
数据，具体到什么时间段、哪些菜品更受欢迎，从而
便于商家及时更新售卖菜品，合理进货，减少损耗，
变过去的“卖菜凭经验”为“数据指导经营”。
天津市新起点菜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孙金莉表示，他们一直本着“服务服从”的原则，服
从各级领导,服务社区居民,改善社区民生,遵守各
项管理制度并严格落实管理，时刻本着“先公益，
后收益”的原则以最优质的服务尽最大的努力，未
来也将一如既往地通过独特的管理模式把菜市场
建设成集智慧型、多功能的、一流的标准化综合智
慧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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