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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活难以自理但又不想
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的老人而
言， 嵌在居民区内的养老机构是
绝佳去处， 子女每天下班回家还
能探望， 从而共享天伦。 这是日
本比较流行的 “驿站式” 养老模
式。 据悉， 南京借鉴该模式， 引
入社会资本， 试点 “驿站式” 养
老服务 ， 将在多个小区建养老
“驿站”， 老人们 “养老不离家”
的强烈愿望有望据此实现。

媒体对位于建邺区朗诗国际
街区内的长者居家服务中心的描
述令人神往 ： “驿站 ” 设施齐
全、 环境安静、 多功能、 温馨、
舒适， 尤其令人瞩目的是， 超三
成护理员曾在海外留学， 基本都
是大学生， 能为入住老人提供个
性化定制服务。

尽管媒体对这种新引进的
“养老驿站” 极力褒扬， 但还是
让人难以马上乐观起来， 比如：
由于护理员的海外留学背景和高
学历化 ， 所收取的费用相对较
高。 按护理级别不同， 每月会向
每位入住老人收取 4000-9000 元

不等的费用。 如此高的费用显然会
令大多数老年人及其家庭难以承
受。 此外， 据报道， 该 “驿站” 从
去年试运行以来 ， 已入住 8 位老
人， 而 “驿站” 拥有 30 名护理员。
这样看来， 该 “驿站” 能否长期可
持续地运行， 恐怕也是个大问题。

在政府鼓励下， 南京市一些地
产企业开始介入“驿站式” 养老运
营， 以图解决个人经营资金不足，
场地难寻， 医疗保健、 养老护理等
专业知识欠缺等方面的问题。 南京市
相关部门也对此给予厚望。 但地产企
业的介入能否破局， 还是个问号。

事实上， 南京市所借鉴推行的这
种所谓 “驿站式” 养老模式， 只是日
本 4种主要社区养老组织形式中的一
种， 即企业式养老服务， 其他 3种形
式分别是： 第一种， 以政府力量为
主， 服务人员由政府与民政人员组
成； 第二种， 政府资助下的民间组
织， 如社会福利协会等； 第三种， 志
愿者及其组织主导， 主要由家庭主
妇、 大学生及健康的老人组成。 很显
然， 日本的 “驿站式” 养老， 政府
的主导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其公益

性、 慈善性被摆到了非常突出的位
置。 而企业式养老服务， 则明显属
于相对高档的养老模式， 这种养老
模式和其他 3 种养老模式之间的关
系， 与贵族学校和普通公办学校、
公益学校之间的关系颇为类似。

在目前的中国， 像南京这种企
业式养老的 “养老驿站” 究竟有没
有市场， 目前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种纯粹由企业
操作运行的 “养老驿站” 难以得到
大面积推广。 发展养老事业， 政府
不应只是起到为养老企业牵线搭桥
的作用， 更应该置身其中。 譬如，
政府应该通过制定法规制度， 明晰
政府的责任， 对行政机构在社区养
老方面的权责、 职能加以界定， 以
明确责任主体， 提高服务效率和水
平 。 同时 ， 政府应该采取切实措
施， 鼓励民间组织和社会福利协会
参与社区养老， 并为社区养老提供
必要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 培训
护理人员和志愿者， 等等。 所有这
一切， 在政府的参与下， 都必将产
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国青年报， 12.22， 辛木 /文）

�������■ 新的皮蛋国家标准已从 12
月开始正式实施， 此次新国标删除
了有铅加工工艺， 规定新生产的皮
蛋含铅量必须在 0.5 毫克 / 千克以
下 （以前的国标规定为不得大于 3
毫克 /千克）。

■ 日前，“北京通·京医通” 卡
正式发行。 今后， 外地到北京的患
者持该卡可在 30 家三甲医院就诊
并实现跨院诊疗结算， 而不用重复
办理各医院的就诊卡。

■ 不得让未满 6 周岁的未成
年人单独留在家中； 4 岁以下儿童
坐车要配备安全坐椅……未成年人
的权益将得到法律保护。 12 月 21
日， 南京市人大发布公告称， 《南
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将于明年
5月 1日起正式施行。

■ 为帮助群众化解巨额灾难
性医疗费用支出风险， 浙江省决定
将部分罕见病纳入医疗保障范畴。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戈谢病、 渐
冻症、 苯丙酮尿症将列入罕见病医
疗保障病种范围。

■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近日出台的 《2016 年新型农村牧
区合作医疗大病商业保险实施办
法》 明确， 新农合大病商业保险年
度最高补偿达 20万元。

������近年来， 到海南岛避寒过冬已成为中国北方老人的度假新时尚。
据海南省老龄办统计， 每年冬季高峰时， 全国各地到海南休闲、 养
生、 养老的“候鸟老人” 有 45 万人左右， 使得该地养老机构成了香
饽饽。 图为 12月 22日， 来自成都的侯因根 （左） 在海口山海疗养院
和来自上海的杨晓敏一起弹钢琴。

（新华社， 赵颖全/摄）

������小毛病不用去医院， 在药
店买药不花冤枉钱， 不用排队、
通过在线视频诊疗就可享受优
质医疗资源。 互联网医院真的
就那么方便吗？ 不久前， 在位
于贵阳市延安中路的和平药房
接诊点， 记者体验了贵州省首
家互联网医院的远程医疗。

在填写了名字、 性别等基
本资料后， 记者在贵阳互联网
医院的网站上挂了号。 不到 1
分钟， 就排到了贵阳互联网医
院副主任医师余俊视频问诊的
号。 在听完记者的描述后， 余
医师初步诊断为急性肠炎， 并
开了一份电子处方。 随后， 记
者按照处方在药房买到了药
品。 一整套就诊流程下来， 用
时不到 10 分钟， 买药花费不
到 10 元钱。

互联网医院目前不收取
任何额外费用 ， 它主要解决
常见病的诊疗需求 。 患者通
过安装在药店 、 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等地的终端 ， 直接进
行远程咨询。

据悉， 贵州于今年 2 月正
式列入国家首批远程医疗政策
试点工作省份。 目前， 该省的
69 家试点医院已全部具备上
线运行条件。

（人民日报， 12.2，
郝迎灿、 高洁 /文）

贵州首家

互联网医院开诊

������双休碰上严重的雾霾天气， 武
汉的王先生宅在家中， 没想到长时
间玩电脑患上了干眼症。

上周末武汉遭遇严重的雾霾天
气， 王先生担心吸入雾霾会对身体
有影响， 双休 2 天他都宅在家里暖
气房内玩电脑。 周日晚上， 王先生
已经感觉眼睛不适， 但仍然玩到深
夜。 次日早上起床时， 王先生眼睛
非常难受， 不得不到中南医院就
诊。 该院眼科医生蔡小军教授说，

在玩电脑时， 人的眨眼次数会减少，
若时间长了会影响泪液分泌， 导致
视力疲劳， 特别是在空调房内， 空
气干燥， 更易导致干眼症的发生。
医院经常接诊这样的干眼症患者。

专家提醒， 在暖气房内应该用加
湿器来增加空气湿度， 在空调房内不
要长时间用电脑、 看电视、 玩手机，
最好每隔 45 分钟能让眼睛休息一
次， 以防止眼睛干涩、 用眼疲劳。
（武汉晚报， 12.15， 李扬、 高翔 /文）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12 月
18 日公布 2 项建议草案， 拟禁止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晒黑床等
人工晒黑设备， 并要求生产商采取
更多措施提高这类设备的安全性。

第一项草案是关于人工晒黑设
备使用者的年龄问题， 规定以后这
些设备只允许给 18 岁及以上成年
人使用， 而且在第一次使用前以及
此后每隔 6 个月， 都要签署危险知
情同意书。

美药管局在一份声明中说 ：
“这项行动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年轻
人， 防止他们被一个已知的、 可预
防的皮肤癌致病因素伤害。 室内晒
黑设备会给 18 岁以下的人带来较
大的健康风险。”

第二项草案要求生产商采取更
多的安全保护措施， 包括必须在产
品醒目位置贴警告， 警告语言必须
浅显易懂； 必须提供紧急关闭按
钮； 必须限制进入护目镜的光线量
以保护眼睛； 在未经药管局重新认
证前， 禁止危险改装， 包括使用光
线更强的灯泡。

人工晒黑产品是已知的皮肤癌
致病因素， 但这种产品在美国很受
欢迎， 每年在美国有 160 万未成年
人使用该产品。 据美国皮肤科学会
的研究显示， 人工晒黑产品释放的
紫外线辐射， 会导致使用者罹患恶
性皮肤黑色素瘤的风险增加 59%，
而且患癌风险会随着使用次数的增
加而提升。
（中国科学报， 12.21， 林小春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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