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老化改造带来更多获得感
帮助老人提高技术水平要与降低公共机构服务门槛并行

“从政府来说，推行一种方式越简单越好，但也要充分考虑到老年人，像看病医疗都要网
上预约，这种现代化手段能不能安排各个社区给老年人教一下，让老年人学习一下，帮助他们
跟上时代步伐。” ——— 辛安

“一方面提高老人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降低公共机构服务门槛。尤其是在服务方面，一
定要保留人工服务，要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依然畅通无阻，满足老年人的基本需求。”

——— 沙元森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赵卓琪 李培乐 王倩

适老化要先从观念出发
还要尊重老人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
基础设施适老化改造，推动解决
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
到的难题，加快基本养老服务设
施建设。”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升老年
人生活品质进行了关注，在《小
屏话两会》直播现场，两位嘉宾
也针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表达
了自己的观点。

辛安表示，现在很多城市提
出要建老年型友好城市，“因为
按照60岁以上人口的占比，我国
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辛安
介绍，2020年我国的65岁以上老
人达到1 . 67亿，占全球老年人口
的24%，面对这么大的老年人比
率，城市也应该充分考虑到老年
人的生活需求。“老年人需要被
照顾、需要医疗保障，现在还有失
能、半失能老人，所以社会必须要
加强适合老年人的基础设施，不
但要建设相应设施，而且要尊重
老人，每个人都会变老，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辛安表示，提出打造
适老化社会，是政府做的一件对
老年人非常有利的事情。

作为中年人的沙元森，上有
老下有小，他表示自己特别理解
老年人。他举例说，对于年轻人能
轻松做到的事情，比如上下楼，可
对老年人来说中间就需要休息两
三次，加装电梯就显得很有必要。

“有的老人宁愿留在老家，也不想

进城，老人其实也想来和儿女团
聚，但又害怕进城，因为到了城里
会有各种不方便，现在提出适老
化确实满足了社会的需求。”沙元
森建议，以后的建筑要美观，首先
要想到得适应老年人需要，适老
化也要做到观念改变。

打造老年友好型城市
细节处要做适老化改造

打造老年友好型城市这一
举措的提出，让整个社会感受到
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浓浓暖意。但
要完成这一目标，该从哪些方面
着手打造呢？

就这个话题，辛安介绍，世
卫组织在2006年提出打造老年
友好型城市，我们国家从2009年
试点，现在明确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国家在摸索中创新，目的
就是让老年人生活得更有质
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在
国家层面制定战略性政策，其次
地方上要有具体的措施，比如社
会化养老，小区要有日间照料中
心，精神方面也要有文化娱乐的
项目去满足老年人需求。也就是
说，从制度、体系、设施等各方面
都要适应老年人的需要。

对此，沙元森说，打造适老
化社会应该面面俱到，同时根据
国情也要有重点，比如说养老问
题，老人老了能不能住进养老院？
子女能否承担得起？现在的养老
机构，要争取打造位置方便又价
格亲民的床位。不但要有重点，也
要注重细节，老年人的身体很容
易骨折，比如一些公园场地在建
设时没有充分考虑，细节方面做
适老化改造，就需要进行防滑处

理，防止老年人意外受伤。

帮老人学习智能技术
还要保留人工服务

在前期采访中许多老年人
提到，在智能化时代，很多银行、
商场、医院以及出行等方面，都
可以用一部手机解决，但对于老
年人而言却有着诸多不便，

辛安以自己为例说，他还算
是比较赶潮流的，但还是会遇到
些问题。“不会手机打字，我就用语
音输入替代。不会滴滴打车，我就
找人教我。现在方方面面都需要
手机，特别是有些地方需要出示
电子健康码的时候，很多老人不
会操作，学也很困难。”辛安认为，
在智能化推进的时代，更应该全
方位考虑，全民考虑，看看适不适
合推行。

“从政府来说，推行一种方式
越简单越好，但也要充分考虑到
老年人，像看病医疗都要网上预
约，这种现代化手段能不能安排
各个社区给老年人教一下，让老
年人学习一下，帮助他们跟上时
代步伐。”辛安表示，既然如今科
技发展了，就应该要让所有的人
都能用上。

对此，沙元森也表示认同。
“我们在技术方面、应用方面进
步迅速，但是许多老年人没能跟
上时代的节奏。”沙元森说，如今
的基层单位应该多关注老年人
的需求，在推行现代化方式时应
多考虑老年人。“一方面提高老
人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降低公
共机构的服务门槛。尤其是在服
务方面，一定要保留人工服务，
要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依然畅

通无阻，满足老年人的基本需
求。”

让老人老有所乐
城市也会更有温度

此前，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
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
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
知》，切实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
能技术方面遇到的突出困难，为
老年人提供更周全、更贴心、更
直接的便利化服务。

对于这一系列提高老年人
生活品质的做法，辛安表示非常
认可。“现在提出的适老化发展、
打造老年友好型城市是一种文
明的体现，有利于社会的方方面
面。”辛安说，“文明城市的创建
应该想到老年人的需求，关心老
年人，让他们有所依所靠所乐所
学，这样我们的城市才能更好地
发展。”

辛安表示，如果整个适老化
改造完毕，各项服务健全，老年
人的生活也会更加方便。“这样
既减轻了子女的负担，解决了他
们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家庭，又在
一定程度上让子女能够更加安心
的工作，对社会的发展也有利。”
辛安认为，如果这项工作能完成，
对济南建设大强美富通国际化大
都市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增强了
老年人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
感，让济南这座城更有温度。

“大部分年轻人会对老年生
活有一些焦虑感，当他们看到老
年人都能老有所乐后，就像看到
了自己的未来，感觉济南是一座
有温度的城市，也就更愿意到这
来，留下来。”沙元森表示。

济南市人大代表、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杰：

已建成三处“药材原产地”，源头保证中药品质

小屏幕，大视野。作为今年济南两会的特色节目，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的《小屏话两会》节目14
日迎来了收官之作。在14日的节目中，济南市市民巡访团团长辛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评论部主
任、首席评论员沙元森和主持人一起，探讨了城市养老、适老化改造的话题，大家对于城市适老化
改造到底应该怎么做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杰 刘飞跃 戚云雷

“擦亮‘扁鹊故里’金字招
牌，规划建设中医药国际科技
园、扁鹊康养生态城等项目……
扎实推进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
基地建设。”2021年济南市两会

《政府工作报告》，对于“推广发
展中医药传承”作了详实规划。

“这让我们备受鼓舞！足以
看出济南对于中医药发展的重
视，也更加坚定了我们企业发
展中医药事业的信心。”14日，
济南市人大代表、漱玉平民大
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文杰说。

“多年来，我们一方面通过
全渠道布局，将好药随时随地送
到消费者身边；一方面通过‘全
链条’抓药，确保采购到道地药
材。”李文杰表示，药品零售是漱
玉平民的立业之基，药品质量更
是安身立命之本。

“我们药店‘前端’做得好，
是因为‘后端’做得更好。”李文
杰介绍，在“全链条”抓药过程
中，漱玉平民坚持药材从源头抓
起，已在山东建立三处“道地药
材原产地”，坚持道地采购、专家
把关、遵古炮制、严格控硫、含量
测定、货真价实的原则，切实守
护市民健康。

大力保证药材品质的同时，

漱玉平民还在积极构建“互联网
+医药”新业态，助力济南打造
“康养济南”。李文杰介绍，目前
漱玉平民与省立三院、微医共同
成立“互联网+医药”联合体，实
现医院、药房和第三方平台在

“互联网+医药”本地化服务、健
康管理、转诊绿色通道服务、资
源共享、线上线下健康教育等方
面深度合作。

不仅如此，漱玉平民还在探
索大健康生态下社区养老模式。
目前，漱玉平民与济南历城区已
建成“全福智慧健康综合体”项
目，该项目涵盖“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医养结合中心”“养老服
务中心”等多方面服务，建立真

正覆盖“医药康养”的全生命周
期的大健康生态圈。

“2020年，我们全体漱玉平
民人保持和发扬‘勇于挑战，拼
搏进取’的企业精神，以客户价
值为中心，成功实现了业绩的节
节攀升，在大健康产业之路上育
新机，开新局。”李文杰表示，
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开
局之年，漱玉平民也将迎来了转
型发展的关键之年。

“我们将继续不忘初心，保
持定力，以奋斗者为本，积极拥
抱新零售，探索数智化转型，紧
紧围绕‘专业、智慧、医疗、科研、
公益’五位一体的战略方向，整
合资源，创造空间。”李文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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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大代表、漱玉平民大药房

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戚云雷 刘飞跃 王杰

1月 14日，济南市人大代
表，山东长城实业集团总经理、
山东圣翰财职业学院校长刘广
耀在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他带来
的议案主要涉及交通、文旅等
民生方面。

第一个议案是关于解决长
清区大学城实验学校学生上学
周一堵车问题。刘广耀告诉记
者，近期，他们接到许多学生家
长反映，每逢周一，济南市长清
区大学城实验学校早上7：00前
后高中、初中、小学学生家长送
学生到校，瓦特路与海棠路交叉
路口、大学路与海棠路由东向北
左转路口存在严重堵车问题。因
此，刘广耀建议长清交警部门合
理规划红绿灯和现场执勤。高
中、初中、小学间合理协商周一
早上错时到校时间。避免同一时
间集中报到造成交通拥挤。冬
季以外天气适宜的季节，提倡
家长绿色出行送孩子上学。

第二个议案是关于解决长
清区大学科技园区明发路农高
路路面问题。据介绍，明发路、
农高路是通往泉城农业公园的
必经之路。佳宝乳业集团、山东
圣翰财贸职业学院等企业高校
分布在该路段范围。但2020年
以来，该路段由于货车较多、路
面积水严重等多方面原因存在
严重的交通通行问题。路面坑
洼较多，已多次造成汽车爆胎
等交通安全问题。为此，他建议
相关部门尽早规划该路段通行
管理和落实路段道路维修，尽
快解决群众的交通出行和安全
问题。

第三个议案是关于解决华
谊兄弟影视城尽快对外开放的
问题。刘广耀称，原本2019年10月
就应该开放的该项目至今还未
向群众开放，他建议相关部门及
时发布官方消息，向社会公开具
体开放进度时间安排，让群众吃
上定心丸，也为济南的文旅事业
再添一个网红打卡地，丰富广大
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2021年，我们学校的主要
工作还是配合好国家交给山东
省的任务，打造职业教育高
地。”刘广耀表示，今年学校将
重点发展好学科建设，继续甄
选优势专业，减少、消除一部分
不符合社会需求，或者受欢迎
度不是很高的专业，同时加大
校内实训中心的建设问题，同
时对外拓展合作，提高实习基
地的数量和品质。

济南市人大代表刘广耀：

甄选优势专业

打造职业教育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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