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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养老十大典型案例：为老人撑起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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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老有所为先进典型

红色背心爱满扬城

——记全国老有所为先进典型王培华和她的“红马甲”义工队

始终有一群挥之不去的身影，那就是江苏扬州的“红马甲”义工队。那一个个跃动着的红色身影，

净化美化着扬州城的同时，也将志愿精神与和谐文明传播开来。王培华，年逾7旬的“红马甲”党支部书

记、义工队队长，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王培华荣获“全国老有所为先进典型”，是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老人。走近王培华和她的团队，探

究他们做好事的背后以及为何在年老之时对社会产生如此的奉献情怀。

案例二：居家养老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

苏州姑苏区力推“虚拟养老”破解养老难题

在苏州姑苏区胥江新村77岁居民朱莉英家，居家乐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她和老伴准备着

午饭。现如今她家里的购物、洗衣、烧饭菜、打扫卫生、甚至上医院取药等事情，都由居家乐工作人员

代为完成。朱莉英开心地告诉记者：“出门的事全靠她，领工资也是的，我领工资都交给她，完全放心

的，居家养老很好很好。”

居家乐养老服务中心开办9年来，已在姑苏区实现全覆盖，老人想要服务，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案例三：基层民政工作者

“这个敬老院，真的不一样”

——记江苏时代楷模、盱眙县桂五镇敬老院院长李银江

30年前，他在野草丛生的荒地上建起敬老院，确定了人生价值的坐标。

30年里，敬老院共赡养105位五保老人，64位老人离世，他64次披麻戴孝——在他身上，尽孝早已超

越了血缘和职责。

他就是盱眙县桂五镇敬老院院长李银江。他用单薄的肩膀扛起了全院老人的衣食住行，30年来，五

保老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不变的是李银江对老人真切的关爱。“为老服务，我越做越有劲，越干越想

干，有使不完的劲。”

江苏省委宣传部在南京授予基层民政工作者李银江江苏“时代楷模”荣誉称号。是什么力量让李银

江30年如一日地爱老、助老，又是什么信念让李银江有使不完的劲？让我们走近李银江，寻找问题的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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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养老产业基金

江苏成立首支养老产业投资基金

首期规模20亿元，投资居家养老等方向

4月6日，江苏省养老产业投资基金设立及养老金融创新研讨会在南京召开。这个由省财政厅与金陵

饭店集团共同设立的基金，是我省首支养老产业投资基金，也是全国最早设立的养老产业基金之一，首

期规模达到20亿元，重点投资于面向老年人的医疗护理、康复保健等领域。

江苏为何要设立养老产业基金？基金将如何运作？对全省的养老产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来自省有

关部门和全省养老产业、金融系统的代表及专家学者共160多人展开研讨。

案例五：老年春晚

老年春晚，江苏老人的快乐盛宴

每年除夕夜，守在电视旁看春晚，是不少老年观众多年的习惯和情结。对江苏的许多老人而言，每

年一度的江苏老年春晚，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快乐盛宴。

江苏老年春晚是由江苏省民政厅、省老龄办、中国人寿江苏省分公司联合主办，云媒体电视江苏老

年承办。自2012年江苏省首届“中国人寿”杯老年春晚在南京演出以来，如今已经录制四期，颇受老年

群众的热爱和支持。

如今，江苏省“中国人寿”杯老年春晚已经成为全省老年人最为关注和期待的年度盛事，为丰富和

活跃全省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全社会尊老敬老的良好氛围发挥了积极作用。

案例六：农村养老

山泉村：孝亲敬老的幸福样本

一条小河清澈蜿蜒,白墙灰瓦倒映其中,烟波浩渺,如水墨山水……“美！”但凡进入江苏省江阴市山

泉村的游客，无一不在赞叹村庄的美丽和谐。

山泉村位于江阴市东郊，与闻名全国的华西村、三房巷村相邻。曾获得“全国民主法治示范

村”、“江苏省康居示范村”、“无锡市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幸福村”等荣誉称号，被称为流淌

幸福的村庄，是许多省内外机关组织参观学习的示范点。

山泉村不仅景美，更主要的是村民们脸上由心底发出的微笑和孝亲敬老的各种传统美德。它充满人

性化的养老模式被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称赞为：孝亲敬老，山泉示范。

案例七：安康关爱行动

“安康关爱”行动为全省百万老人撑起保护伞

还在为老人摔倒扶不扶纠结争论吗？自2012年“安康关爱”行动在江苏启动后，有人说“它很好地

结束了长达多年的争论，遇到老人跌倒当然要扶，做好事有保障了。”

从2015年起，江苏全省参保人数达606.6万人，截至2016年6月底，当年参保人数已达445万人。“赔

付事宜涉及老年生活的多个方面。”

案例八：“一助一”养老

海安“一助一”养老1500名老人受益

86岁五保户郜秀英，家住海安县大公镇仲洋村，老伴去世后，与痴呆女儿相依为命。年龄一天天增

长，老人的日常生活难以维系。邻居吉敏来每天上门为她提供烧饭、打扫、拿药等服务，有时还会带老

人出门转转，解决了老人的生活难题。这是海安县在居家养老中推行的“一助一”养老模式。

俄摄影师拍寒夜莫

斯科似冰雪世界

点击数：1026081

辽宁本溪关门山冰

瀑奇观（组图）

点击数：1242310

视频

“一带一路”的中

国智慧

播放数：685123

12小时内多国恐袭

连发 各国谴责伊斯

坦布尔爆炸事件
播放数：698456

68岁大爷离婚8次又

娶26岁嫩妻：我是

最快乐的男人
播放数：662536

女孩意外怀孕分不

清孩子父亲 两任男

友对峙
播放数：652356

http://js.ifeng.com/a/20161216/5238064_0.shtml#p=1
http://js.ifeng.com/a/20161216/5237946_0.shtml
http://js.ifeng.com/a/20161215/5234293_0.shtml
http://js.ifeng.com/a/20161209/5217110_0.shtml
http://js.ifeng.com/a/20161208/5213398_0.shtml#p=1
http://js.ifeng.com/a/20161208/5213452_0.shtml
http://js.ifeng.com/a/20161206/5206517_0.shtml#p=1
http://js.ifeng.com/a/20161202/5197323_0.shtml#p=1
http://js.ifeng.com/a/20161216/5238064_0.shtml#p=1
http://www.baidu.com/s?wd=%E7%94%B7%E5%AD%90%E6%9C%AF%E5%90%8E%E5%AE%B9%E8%B2%8C%E5%B0%BD%E6%AF%81&hl_exp=0&hl_tag=hot&tn=SE_hldp01052_kkf8gjgu&hl_au=http%3A//js.ifeng.com/a/20161023/5080646_0.shtml
http://www.baidu.com/s?wd=%E6%90%93%E6%BE%A1%E6%AF%9B%E5%88%B7%E4%B8%8A%E9%95%BF%E8%98%91%E8%8F%87&hl_exp=0&hl_tag=hot&tn=SE_hldp01052_kkf8gjgu&hl_au=http%3A//js.ifeng.com/a/20161023/5080646_0.shtml
http://www.baidu.com/s?wd=%E9%81%87%E8%BD%A6%E7%A5%B8%E6%B0%94%E5%9B%8A%E6%9C%AA%E5%BC%80&hl_exp=0&hl_tag=hot&tn=SE_hldp01052_kkf8gjgu&hl_au=http%3A//js.ifeng.com/a/20161023/5080646_0.shtml
http://www.baidu.com/s?wd=6%E4%BA%BF%E5%85%83%E9%B8%A1%E7%BC%B8%E6%9D%AF%E8%A2%AB%E7%9B%97&hl_exp=0&hl_tag=hot&tn=SE_hldp01052_kkf8gjgu&hl_au=http%3A//js.ifeng.com/a/20161023/5080646_0.shtml
http://www.baidu.com/s?wd=%E6%9F%B3%E5%B2%A9%E4%B8%8B%E8%85%B0&hl_exp=0&hl_tag=hot&tn=SE_hldp01052_kkf8gjgu&hl_au=http%3A//js.ifeng.com/a/20161023/5080646_0.shtml
http://www.baidu.com/s?wd=%E6%9F%B3%E5%B2%A9%E4%B8%8B%E8%85%B0&hl_exp=0&hl_tag=hot&tn=SE_hldp01052_kkf8gjgu&hl_au=http%3A//js.ifeng.com/a/20161023/5080646_0.shtml
http://www.baidu.com/s?wd=%E6%9D%8E%E8%8D%A3%E6%B5%A9%E9%A6%96%E8%AE%A4%E6%81%8B%E6%83%85&hl_exp=0&hl_tag=hot&tn=SE_hldp01052_kkf8gjgu&hl_au=http%3A//js.ifeng.com/a/20161023/5080646_0.shtml
http://www.baidu.com/s?wd=%E6%9D%8E%E8%8D%A3%E6%B5%A9%E9%A6%96%E8%AE%A4%E6%81%8B%E6%83%85&hl_exp=0&hl_tag=hot&tn=SE_hldp01052_kkf8gjgu&hl_au=http%3A//js.ifeng.com/a/20161023/5080646_0.shtml
http://www.baidu.com/?tn=SE_hldp01052_kkf8gjgu
http://hainan.ifeng.com/a/20161219/5243905_0.shtml#p=1
http://ln.ifeng.com/a/20161221/5250650_0.shtml#p=1
http://js.ifeng.com/a/20161212/5223922_0.shtml
http://js.ifeng.com/a/20161212/5223931_0.shtml
http://js.ifeng.com/a/20161212/5223953_0.shtml
http://js.ifeng.com/a/20161212/5223965_0.shtml


[责任编辑：华贤东]

0

好文

0

钦佩

0

笑抽

0

泪奔

0

无聊

0

气炸

0 条评论 /  0 人参与网友评论｜跟帖管理｜举报

一键登录： 凤凰帐号/新浪微博

最新评论

查看全部评论>>

自2012年起，海安县对无子女、无经济来源和无劳动能力及重点优抚对象，由一名近邻给予“一助

一”生活帮助，政府给予帮扶人员每月一定的经济补贴。截止去年，海安县已有1500名老人享受这贴心

服务。

案例九：老龄产业――泰乐城

打造“养老综合体” 泰乐城创新融合型城市养老模式

沿着南京市凤栖路西侧漫步，沿街挂着许多标牌，有居家养老俱乐部、养老院、护理院、老龄用品

生活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年大学和精神关爱站等，总占地面积近2万平方米。泰乐城，就是这

个“养老一条街”统一的品牌，它为南京市老年人提供包括“医养融合型护理院、老年精神关爱俱乐

部、老年健康管理体验馆”于一体的一站式养老服务。

近年来，在省民政厅老龄部门和南京市、区民政老龄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泰乐城养老中心在全省

较早探索“医养融合”模式试点。

案例十：老龄产业――九如城

康养融合，书写全龄健康住区蓝本

——九如城探索“四级养老服务体系”

6月26日，江苏省内最大的康复医院在无锡九如城养老综合体

内投入运营，它与九如城的养老社区融合在一起，实现了康复医

疗、护理和养老相融合，成为经济共同体。

为实现“养老是最大的公益”的社会企业理想，九如城于2012

年首提“养老综合体模式”并在宜兴付诸实践。公司采用“医康

养”相融合的运营模式，目前，养老综合体内的九如城康复医院、

九如城养老护理服务中心等已经运营，并以养老综合体为资源载

体，连锁运营了九如城（新街）养老护理服务中心、九如城（杨

巷）养老护理服务中心等多家城市（乡镇）养老院项目，将养老服

务延伸到社区和家庭，形成了“养老综合体—城市（乡镇）养老院

—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四级养老服务体系。

文明上网，不传谣言，登录评论！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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