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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项实招硬招通过党建引领，
让各类民生服务资源的整合调配更
加高效； 一支支 “相见黄昏” 服务团
队走进农村老人家中， 让老人们吃不
愁、 病无忧、 乐有伴； 一个个专业组
织走进特困供养机构， 让兜底老人感
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眼下， 有
千年 “莲乡” 之称的湖南省湘潭县，
在万亩荷塘边打造的 “党建+莲湘颐
老 ” 养老服务体系 ， 如 “灼灼荷花
瑞、 亭亭出水中”， 成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党建引领 “四级四有” 回应关切

截至 2020年底， 湘潭县人口老龄
化率达到 24.33%。 14.53 万农村老年人
口中， 空巢留守老人达到 5.2万人。

2019 年， 湘潭县以 “莲湘颐老”
为品牌， 以村 “守望之家” “邻里互
助点” 为载体， 开展邻里互助养老，
既让老人得了实惠， 更是激发了乡村
治理活力 。 2020 年底 ， 成立以县委
抓总、 县委组织部牵头、 县民政局推
进、 各乡镇党委具体负责、 相关部门
协同参与的 “党建+莲湘颐老” 领导
小组。

升级的 “党建+莲湘颐老” 农村
养老服务体系简称 “四级四有”， 即：
组级照料养老， 有一套 “相见黄昏”
机制、 一支巡访关爱队伍、 一块关爱
服务公示牌、 一张孝德善行榜； 村级
互助养老， 有一套为老服务制度、 一
群为老服务组织者、 一张为老服务网
络、 一个为老服务项目包； 乡级专业
化养老 ， 有一个标准化集中照料场
所、 一个专业化运营团队、 一个特困
供养人员居家养老服务机制、 一个常
态化为老服务社会组织； 县级基本养
老， 有一所示范性失能半失能集中照
护机构 、 一个养老服务补贴政策清
单、 一套农村养老救助制度、 一支专
业护理员队伍。

深度延伸 “相见黄昏” 暖胃暖心

湘潭县委组织部、 县民政局联合
制定 “相见黄昏” 工作办法， 由 “守
望之家” 负责人每天傍晚组织人员对
老人进行敲门问候或巡访关爱 。 同
时， 推广 “孝德善行榜” 评选， 将各
家各户老人养老状况及为老服务情
况在村里公示。

为解决老人 “床边有照护、 桌边
有饭菜、 房边有活动、 村边有服务”
的问题， 由村老年人协会主办的互助
养老服务社应运而生。 中路铺镇柳桥
村互助养老服务社主任刘海良说 ：
“村里老人自发办起互助养老服务社，
健康老人抱团参与集体经济劳动， 既
养了老又挣了钱， 很有获得感。”

同时， 还因地制宜试点建立爱心
食堂， 采取个人出一点、 村 （社区）
筹一点、 社会捐一点、 政府补一点的
方式， 进行互助互惠、 持续可及的运
营 。 石潭镇横街社区每两名党员一
组， 义务在爱心食堂做饭， 既节省了
开支， 又拉近了干群距离。

提质增效 兜底服务有味有料

易俗河镇梅林敬老院里， 每天午
休后， 寂静的健身房内一下子便热闹
起来。 老人们围坐在一起， 跟着电视
里播放的健手操一起运动。 护理员在
一旁悉心指导： “张爷爷， 双手要举
过头顶； 李奶奶， 十指要紧扣……”
自 2017 年开始 ， 梅林敬老院实行
“公办专营”， 由专业养老机构运营，
为 45 位特困老人和 32 位社会老人提
供集中供养和专业化照护。

如今， 湘潭县依托农村医疗服务
网络推动医养结合， 不仅在每个村配
备一名老人就医联系人， 定期对老人
开展健康巡查、 指导就医用药， 还在
每所养老机构设立健康咨询室和医
务室 ， 全周期守护入住老人生命安

全。 “老年人照护体系， 乡镇党委须
履行好主体责任。” 石潭镇党委书记
唐术说。

全维拓展 做精做优供给体系

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大背景下， 湘
潭县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探索具有代
表性。

一方面， “智慧” 与 “温度” 并
存。 以信息化平台为依托、 志愿服务
为载体、 订单式预定为延伸， 通过智
能穿戴设备及时向监护人提供老人的
健康预警 ， 精准匹配供给 。 另一方
面， 安全与发展同步。 在构建 “安联
网 ” 平台对全县养老机 构实行全天
候 “云监管” 的同时， 建立与医疗机
构融合的县级特困供养人员精神疾
病康复养老中心与医养中心， 并启动
“党建+莲湘颐老” 特色小镇建设。

与此同时， 湘潭县还建立社会组
织参与为老志愿服务 “工作日” 长效
机制。 每月集中在 24 日至 25 日， 把
物质与精神帮扶服务送到乡村， 两年
来开展活动 2300 余场次。 湘潭县文
艺评论家协会会长杨荣感触很深 ：
“通过送文化、 送演出、 送服务下乡，
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传统美德， 让有
需要的老人得到了帮助。”

湘潭县民政局局长汤立新介绍，
该县正在加快推进 “党建+莲湘颐
老 ” 之家建设 ， 以及智慧养老 “云
上 ” 服务 、 “医养学融合 ” 颐养康
养、 乡镇 “机构养老” 集中供养、 村
（社区） “邻里互助” 娱乐养老、 村
民小组 （网格） “守望之家” 居家养
老等五大工程； 力争用 3 至 5 年的时
间， 让 351个村 （社区） 匹配一个社会
组织结对开展志愿服务， 努力实现农村
老人 “生活有人问、 困难有人帮、 生
病有人理、 应急有人管” 的目标。

（据 《中国社会报》）

本报讯 （通讯员 潘丽 方清）
为进一步落实长沙县公益创投项目
“有爱同行·幸福泉塘” 助困服务， 8
月 5 日至 8 月 27 日， 湖南臸仁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开展走访服务。

由于本月初疫情反弹， 导致走访
计划发生改变 ， 前期以电话访问为
主， 叮嘱服务对象注意疫情防护， 在
电话中关心服务对象的生活状况， 安
抚服务对象可能出现的烦闷心理。 后
期疫情状况稳定下来， 社工开始进行
实地走访， 在进入到每一户之前， 都会

对自身进行消毒， 防护好服务对象。
每到一户， 社工都耐心了解服务

对象的生活近况和需求， 针对不同的
服务对象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或为
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陪伴服务， 或为因
病致贫家庭链接工作机会， 或为心情
低落者提供情绪疏导， 或帮助他们咨
询各类政策情况， 并一一为其更新服
务档案， 帮助服务对象解决目前遇到
的问题。

来到服务对象聂奶奶家中， 社工
详细了解她的近况， 反馈她上次提出

的需求的解决结果， 并贴心地与她拉
家常， 叮嘱她要注意身体， 特别是最
近要注意防疫， 出门要戴口罩， 并鼓
励聂奶奶用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生
活。 社工亲切的问候和贴切的关怀让
聂奶奶倍感温暖， 临走时， 聂奶奶对
社工的照顾与关怀表达感谢。

在长沙县民政局的大力支持下，
此次走访活动进一步拉近和困难群众
的距离， 增强了服务对象战胜困难的
信心和勇气， 让他们切切实实感受到
社会的温暖和关爱。

笑容映在脸上 幸福甜在心间
湘潭县推进“党建 +莲湘颐老” 农村养老服务纪实

湖南臸仁社工： 助困服务献力幸福泉塘

邵阳市北塔区民政局：

婚前辅导
为幸福婚姻保驾护航

夫妻之间遇到矛盾该如何化
解？ 婚后的共同财产如何管理？ 邵
阳市北塔区民政局不断探索 “婚
前辅导 ” 新形式 ， 为准新婚夫妇
“添幸福”。

北塔区民政局对每位即将登
记结婚的新人提供婚前状况调查、
婚前教育服务咨询 、 婚前教育专
题讲座引导， 并发放 《湖南省家庭
教育促进条例》 宣传页， 收集离婚
家庭状况调研信息表 ， 了解当前
家庭问题的基本情况 ， 为进一步
推广及细化家庭教育服务做准备。

众人拾柴火焰高， 为满足新婚
男女身心健康需求 ， 北塔民政局
携手北塔区婚育登记中心 、 邵阳
市壹心慈善志愿者协会在婚姻登
记处建立婚育家庭教育服务 ， 为
群众提供 “零距离” 服务。

“不要去争自己的对， 要认自
己的不是。 经营好自己的小家庭，
学会婚姻关系中的求同存异 ， 让
家庭更幸福， 也让父母不操心、 放
心、 安心、 顺心。” 参加婚前辅导
班培训的一位学员深有感触 ， 此
次婚前辅导课 ， 终于让他找到了
夫妻相处之道。

北塔区民政局婚前辅导课程
的设计架构以 “夫妻之道 ” 为主
线，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孝道为基
础， 对当前夫妻不和、 离婚率越来
越高这一现象进行深入分析 ， 阐
述了夫妻和睦对家庭的重要意义，
提供了获得和谐稳定夫妻关系的
方法， 传授幸福家庭之秘诀。

同时， 婚前辅导课程围绕夫妻
婚姻与孩子教育之间的关系 ， 结
合心理学基本理论 ， 运用科学的
心理学方法 ， 辅之以大量的案例
分析 ， 强调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核
心， 强化科学育儿理念， 家庭才会
和谐温馨， 子女才会健康成长。

北塔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
责人表示 ， 婚前教育的最终目的
是引导夫妻养成正确的婚姻观念，
让更多婚姻家庭和谐幸福。

（据新湖南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