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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理疗区”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 9 点准时开业，不到半小时就有多位老人光顾，健康体检一体机和理疗设
备备受欢迎。据桥门社区康乐荣养医养托健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
一体机的检测功能多达 21 个项目，
涵盖了血压、
心率、血氧等日常检测的所有项目，
并且具有智能化的操作系统，
老人的健康档案会通过互联网同步到手机端，
让儿
女第一时间了解到老人的健康状况。白天接受照顾和参与活动，
晚上回家享受家庭生活，
这正是兰州市城关区临夏
路街道桥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新模式。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就是为老人建的一个
“新家”
，
服务和满足老人
的需求，
提高他们的晚年生活质量，
为老年人打造不离亲、不离家、不离群的 15 分钟养老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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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
开启﹃ 15
分钟﹄养老新模式

日间照料中心
日间照料服务中心通过智慧养老
平台，向老人提供全天候服务，包括家
政服务、康复保健、护理助医等多个方
面。中心负责人介绍说：
“ 如果有老人
感觉身体不舒服，向平台发来信息后，
我们就会派人陪同就医，或请医生上门
诊治。”
记者在荣养中心看到，这里全科诊
室、康复室、化验室、中西药房、健康小
屋、护理工作站和养老病床等一应俱
全，还配有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全自
动尿分析仪、心电图、
心电监护仪和健康
自测一体机等医疗设备。20 张养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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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临夏路街道桥门社区日间
照料中心配备荣养中心、老年人活动室
和虚拟养老餐厅等，为老年人提供生活
照料、日托照护、就餐送餐、文化娱乐等
服务。临夏路街道桥门社区以照料中心
为依托，引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餐饮公
司、社会组织第三方，给老年人提供了生
活照料、膳食供应、医疗保健、康复训练、
文体娱乐、精神慰藉等多项服务，特别是
为高龄、空巢、独居等老人提供免费、低
偿服务，老年人从生活医疗到学习娱乐
处处享受贴心服务。
“餐厅可同时容纳 35 人用餐，对于
辖区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提供送餐上
门服务。辖区一位年近 90 岁的老人独
自居住，老人订餐，我们就派人送餐上
门。”桥门社区党委书记刘蕊告诉记者。
中午 11 点半，家住南滨河东路化机
厂家属院的刘玉琴准时来到桥门社区的
虚拟养老餐厅吃午饭。刘玉琴今年 70

床，
主要为辖区失能、
半失能的老年人提供
医疗、
养老、
康复相结合的综合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主要以临夏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桥门全科团队为班底，同时聘请城关
区名中医、兰大二院相关科室专家指导工
作，
充分利用各类服务资源，
让辖区有医养
需求的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医养结
合、
康复照料、
居家养老为一体的优质便捷
服务，
提升老人晚年幸福指数。
临夏路街道桥门社区智慧养老已逐
步形成社区养老服务“15 分钟生活圈”的
新模式。近日，记者来到临夏路街道绣河
沿社区特困老人张兰家中，老人开心地介

岁，她告诉记者：
“老伴去世得早，自己一
个人生活有诸多不便。随着社区内荣养
中心和虚拟养老餐厅的设立，她的生活
有了很大改善，每天中午 11 点 15 分就从
家中出发，来到社区就能吃口热乎饭菜，
而且是三菜一汤，每天饭菜不重样，有素
有荤，就像家里做的一样。”
在社区日间照料中心，除了可以吃
饭外，还有专门的棋牌室、图书馆、健身
室等场所，充分地满足老人们晚年的生
活需求。此外，对于一些有特殊需求的
老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还会安排专门
的助老员上门进行服务。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截至目前，桥门社区 60 周岁以
上老年人共有 1500 多人，而大多数老年
人希望选择居家养老。为此，社区着力
打造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政府和社会力
量以社区为依托，以家庭单位为载体，为
社区内的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家
政服务和精神慰藉等服务。

绍着她的新“伙伴”——智慧健康养老管
理平台。
“可别小瞧了它,像我腿脚不便,
自从有了这个小小的机器,就可以在线
呼叫客服人员,在家就能享受到各种便
民服务,只要轻轻一按,就能视频连线，
预约上门家政、问诊、护理等服务，还可
以视频通话、听音乐、看电影、购买物品，
有特殊情况还可以呼救，真的太方便贴
心了。”长期以来张奶奶独自一人生活，
社区工作人员每周都会定时定点上门看
望她，及时解决老人生活上遇到的各种
困难。
文/图 掌上兰州·兰州晨报
记者 张艾萍

15 分钟阅读圈 让书香触手可及

街道设书屋充实“15 分钟阅读圈”

在街道和社区，兰州市城关区着力打
造“15 分钟阅读圈”，争取让市民每步行 15
分钟就能够找到城市书屋或社区书屋 。酒
泉路街道的党群服务中心·友邻空间，设有
“友邻·书”星空书屋，该街道联合兰州市少
儿图书馆上架各类书籍3000余本 。
辖区的青少年和老年人常常光临书
屋，上班族也会在午间和晚间到这里阅读
充电。酒泉路街道民政办主任杨静告诉记
者，为更好地拓展“15 分钟阅读圈”，酒泉
路街道的 6 个社区都设立了社区文化站，
为辖区 5.6 万常住居民提供阅读服务。

3

之

阅读

在兰州市城关区通渭路小学，每个班级的教室后墙黑板报换成
了整洁的书架，
一册册图书分类摆放。该校正致力于打造
“建在图书
馆里的学校”
，
将校图书馆的藏书按不同年龄段学生需求分配给各个
班级，
并以班为单位建设
“图书银行”
，
每个学生每学期
“存”
入一本书
便可借阅书架上的所有书籍，
学校还对阅读认真的学生进行嘉奖。
该校校长陈旭方表示，为使图书借阅和孩子们的阅读真正落到
实处，
学校开展多种读书交流活动，
举办读书故事会、
佳作欣赏会、
人
物评论会 、
读书看报心得交流会、
优秀诗文朗诵赛等。对于阅读认真
和优秀的学生，
老师会奖励一张
“小书迷”
卡，
每次奖励图书管理员需
记录受奖者姓名及相关书名。每个孩子只要累计够五张
“小书迷”
卡，
可到教导处换取
“读书之星”
奖，
累计够三张
“读书之星”
奖，
学期末可
获得一张
“少年读书校长奖”，
奖状上面有校长的亲笔签名。
五年级二班的陈景怡同学平均每周都要借阅一本图书，她说：
“以前去图书馆借书很远，
现在在班级图书馆借阅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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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间隙，
到单位附近的
书屋小憩一下 ；
节假日，出门走
两步便可进入
社区的阅读空
间看书休闲 ；每
一间教室，就是
一个图书馆，让
孩子们在知识
的丛林中品味
阅读带来的无
穷 乐 趣 …… 阅
读小空间，打开
的是城市文化
大空间。兰州
市城关区通过
不断构筑“文体
高 地 ”，逐 渐 描
绘出了“15 分钟
阅 读 圈 ”的“ 幸
福 半 径 ”，不 仅
提升了社区文
化 内 涵 ，也“ 点
亮”了居民多
彩生活，更令书
香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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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建在图书馆里的学校”

市民公园书房、盐场路书房、通渭路小学
的
“图书银行”
都弥漫着书香。

“智慧图书馆”新晋网红打卡地

城关区首个城关书房·智慧图书馆坐落于兰州市民公园，占地面积 60 平方米，
书房内设置有纸质图书、电子借阅机、听书借阅机等，上架纸质图书 7600 册，电子
有声图书 55 万册。城关书房为市民提供数字报刊阅读、数字图书借阅、音频图书
借阅等服务。市民可以刷身份证进入城关书房，在自助借还机免费借阅书籍。
11 月 7 日，
居民李先生来到
“城关书房·智慧图书馆”
借书，
自书房今年运行以来，
他经常都会去书房
“刷书”
。李先生说，
市民公园的智慧图书馆环境优美，
唤起了人们
购书读书的热情。城关书房·智慧图书馆运营负责人沈小疆表示，
从今年 4 月 23 日图
书馆正式投入运营至今，
共借阅图书 4991 册，
总人流量达 23670 人次。为了充实城
关区
“15 分钟阅读圈”
，
城关辖区部分街道也着手设立书屋，
酒泉路街道、
白银路街道、
雁北街道、
盐场路街道建了 4 所城关书房，
实现 1 个总馆与 4 个分馆图书通借通还。
记者了解到，城关区还将以城关书房·智慧图书馆为依托，组织开展各类线上
线下打卡阅读活动，
通过打造活动品牌，
活跃基层文化氛围，让阅读蔚然成风。
文/图 掌上兰州·兰州晨报记者 徐静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