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的生活比蜜甜”
刘女士今年87周岁，是青岛

市纺织二厂的退休干部，也是薛
家岛长者生活照护之家从开业
以来一直在住的长者。目前刘
女士的亲家、单位老领导和一位
闺蜜都住在这里，白天大家一起
散步聊天、进行各种娱乐活动，晚
上泡泡脚、看会电视各自回房间
睡觉，晚年生活过得“比蜜甜”。

去年腊月，刘女士的老伴过
世后，她的女儿想给刘女士找一
家环境舒适的地方生活，考察几
家后最终选择了薛家岛长者生
活照护之家。刘女士笑着说，进
来一看这个院子就很喜欢，有山
有水周边又安静。没过多久，女
儿把 93 岁的婆婆也一起送来，
两位老人一起相互有个照应。

刘女士早些年由于劳累双
腿膝盖做了置换手术，偶尔会有
些不舒服，再加上心脏做了内置
起搏器，每天一早医生护士都要
来检查一遍她的身体情况，哪里
不舒服大夫都能及时处理。通
过大家的精心照料，刘女士现在
吃得好睡得香。每当跟刘女士
聊天时，工作人员都能感受到她
发自内心的欢喜。

刘女士一直说，大家在这养
老很好。自己一个人住孩子们
不放心，住在孩子家里，孩子们
也是六十多岁有孙子的年纪，一
起住久了矛盾避免不了，在哪都
不方便。与其给孩子添麻烦，不
如找一家喜欢的养老院。现在
每天餐食营养搭配吃住不愁，
房间布置得像家一样，很多几
十年的物件都带着，还能和身
边的伙伴们一起聊聊天、打打
麻将，日子过得悠闲自在。日
常生活和身体有护工、护士、医
生们照护，平时没事孩子们过
来看看，打电话视频现在这么方
便，大家都没负担。自己的退休
金完全可以负担养老院的费用，
平时孩子们也会买些补充营养
的保健品送来，一家人和和睦
睦，非常幸福。 通讯员 赵娟

“家庭医生就是给老
百姓提供一种人性化的
服务，老百姓有这样的需
求，特别是我们这儿很多
年轻人都在外工作，对于
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来说，
的确需要上门。”刘军告
诉记者，曾经在靠近山上
的一个村，一名糖尿病足

老人，腿部溃烂程度严
重，家庭医生团队的医生
天天上门为其换药，经过
三个月的治疗达到痊愈，
老人家属还为团队送来
了锦旗。

“目前，我们的家庭
医生项目还是稳步推进，
但很多老人还缺乏这种
意识，对于我们基层工作
人员来说，不仅要给老百
姓治病，还要教他们如何
防病，提高老百姓的健康
素养，让更多老人居家有

‘医’靠。”刘军表示。
像孙春英一样，需要

家庭医生上门进行护理

指导的老人不在少数，记
者了解到，2021 年，青岛
市医疗卫生机构为居家
老人提供上门医疗卫生
服务 43380 人次；家庭病
床服务4万人；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老年人 43380
人次；65岁及以上老年人
健康管理 987182 人，医
养 结 合 服 务 指 导 人 数
765337人……另外，青岛
市65周岁以上常住居民
每年可就近享受一次健
康管理服务；全市二级以
上综合医疗机构全部开
通老年人绿色通道。

记者 许瑶 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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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海参 来电申购
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

海参同人参、燕窝、鱼翅齐名，
是世界八大珍品之一。海参不仅是
珍贵的食品,也是名贵的补品。随着
海参价值知识的普及，海参逐渐进
入百姓餐桌，为让广大顾客亲身体
验大连海参，特举行海参体验进万
家活动，只要您拨打电话400-052-
7778均可低价申购海参一斤。

1、每根海参均符合国家检验
标准，没有破坏营养成分。2、海参
肉厚刺多,口感软糯。3、每根海参

均采用淡干技术，一斤海参大约
(80-100)头。

本次活动属于惠民活动
绝对真实，绝对可靠！

打进电话400-052-7778可低价
申购淡干刺参。原价3960元/斤，现
低价申购999元/斤，买一斤送一斤，
买两斤送三斤，每人最多申请两份,全
国限量2000斤。还望广大朋友抓紧
时间报名，超低价特供；购完为止。

市内免费送货,外地免费邮寄。

医护上门医护上门，，居家养老有居家养老有““ ””
“我老伴得脑血栓35年了，躺在床上也整整6

年，他还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以前照顾他，我觉得精
疲力竭；自从签约居家护理之后，医生护士定期上
门服务，还按时把常用药送到家里，这项措施太好
了……”日前，在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佳家康社
区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来到张凤云家里，为她的老
伴牟洪春进行血压、血糖的监测，并帮助他进行翻
身、叩背等日常康复护理。

如今，长护险居家护理和家庭医生签约等医养
结合服务，成为保障和维护失能老年人健康、减轻
家庭负担的重要途径，让老年人居家养老拥有“健
康守门人”。

张凤云告诉记者，1987
年，43 岁的老伴因突发脑血
栓，腿脚不受控制，6 年前，
其老伴的腿部完全失去知
觉，从此之后便躺在床上。

“熬了 20 多年，2016 年我们
签约社区的长护险居家护
理服务，社区的医护人员每
星期都上门为老伴进行康
复护理，还定期上门给我们
收拾卫生，帮助老伴洗澡，
真是帮了我的大忙。”张凤
云激动地说。

为牟洪春上门做康复护
理的大夫告诉记者，居民签
约长护险居家护理之后，工
作人员主要为老年人提供医
疗服务和生活照料两部分内
容。“签约家庭所有花费，医
保报销90%，个人只需要负担
10%，像牟大叔家这种情况，
除了他的降压药、降糖药等
药品花销外，还有尿垫、尿不
湿等生活用品花销，每季度
花费报销完个人只需要花
200多元。”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青
岛市2012年在全国率先建立
长护险制度，只要因年老、疾
病或伤残而丧失日常生活自
理能力，需要长期照顾的人
群，都可以向就近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提出申请。工作
人员上门核验，通过审查后，
即可获得长护险居家护理服
务。另外，每月还会得到1千
多元的家属护理补助。

“大姨，你的血压都还
不错，药要及时吃，不能
停。”9月21日，崂山区北宅
街道卫生院的家庭医生团
队再次来到位于蓝家庄的
孙春英家里进行家访。

孙春英今年 68 岁。
2018 年初，她突发脑血
栓，出院后就一直行动不
便。由于孩子工作忙，平
时照顾孙春英的任务都落
在了老伴蓝志启的身上。

2020年初，老两口经
人介绍，与街道卫生院签
约，家庭医生团队医护人
员定期上门为孙春英测
血糖、量血压，进行健康
管理和指导康复训练，孙

春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
好。“医生都对我很好，我
五年不能动了，都是这些
大夫给我治好的。”躺在
床上的孙春英激动地说
道。蓝志启告诉记者，从
今年开始，医护人员每月
都会上门送药，平时只要
哪儿有点不舒服，打个电
话他们就过来了，他们家
人已经一年多没有去医
院了。

“提高老年人获得
感、幸福感，居家养老少
不了医疗服务。”北宅卫
生院副院长刘军告诉记
者，北宅街道共有户籍人
口28100余人，其中65岁

以上老年人 4100 人，占
了总人口的 14.6%，北宅
卫生院从 2016 年起，19
名成员组建成 7 支家庭
医生团队，为失能患者定
期上门进行巡诊服务，提
供高质量全免费的健康
评估、用药指导、中医理
疗等服务。不管是疫情
期间、春节期间还是严寒
酷暑，不让一家遗漏，不
让一人掉队，医护人员跋
山涉水共入户巡诊 2060
人次，失能人员巡护 362
人次，减免群众诊疗费用
20余万元，解决了群众当
下反映突出的医疗卫生
热点难点问题。

“医护定期上门，
帮了我们大忙”

“有了家庭医生，我一年多没去医院了”

“让更多老人居家有‘医’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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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脑血管
疾病患者谨记4
条守则

预 防 心 脑
血管疾病在日
常生活中应该
注意以下几个
方面：

合理饮食

饮 食 一 定
要营养搭配合
理，吃饭定时、
定量，不暴饮暴
食。避免高盐、
高脂饮食。秋
冬进补要根据
个人的体质，最
好在中医师的指
导下辨证进补。

戒烟限酒

烟 对 心 血
管系统影响较
大，应当戒烟；饮
酒一定要限量，
切不可过量。

适当运动

适 当 运 动
能让心脏保持
相对平稳的运
行状态，建议通
过“心跳次数达
到 170 减 掉 年
龄”公式把握合
适 的 运 动 量 。
心脑血管疾病
患者可选择散
步、慢跑、骑自
行车、打太极拳
等运动。心脑
血管疾病患者
当运动过快或
运动突然停止
以及一些其他
的疾病或因素
的影响时，会造
成心肌缺血，轻
者会心跳突然
加 快 、面 色 苍
白、浑身无力、
四肢发冷、出现
房颤；重者会在
短时间内造成
猝死。

心理平衡

焦虑、过度
疲劳或紧张状
态能引起血管
痉挛，导致心血
管疾病发生，如
心肌梗死、脑梗
死。情绪激动
更是心脑血管
病的大忌。因
此应心平气和，
保持良好的情
绪和愉快的心
情，让身体的免
疫机能处在最
佳状态。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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