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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秋季，作为黛眉山世界地质公园
主要景区的新安县石井镇，又以独特的秋
韵吸引着众多游客。家在该镇荆紫仙山
山脚下井沟村的村民陈玉芳，这一段时间
显得格外忙碌，每天都是一大早就到自己
位于龙潭峡景区的“扶贫小屋”张罗生意。

陈玉芳今年35岁，小时候家境不好，
靠父亲打零工补贴家用，15 年前母亲患
上了高血压等病，近年每年都要住两次医
院，因病致贫。陈玉芳虽已出嫁，但照顾
父母她仍挑大梁，如何担负起沉重的生活
负担是她最犯愁的事儿。

今年4月，镇里投资160多万元在龙潭
峡、黛眉山等景区内及沿线高标准建设扶贫
摊位30个及配套设施，由贫困户免费使用，
通过统一供货，销售农副土特产品、制作小
吃，利用提供旅游服务等形式带动贫困户增
收。群众形象地称扶贫摊位为“扶贫小
屋”。陈玉芳也成为“扶贫小屋”的受益者，
陷入困境的生活也一下子“柳暗花明”。

陈玉芳生活的转变是石井镇立足深
石山区实际，以“旅游产业”为突破口，全
力实施“旅游拉动、产业带动、易地搬迁”
三大举措推进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

石井镇位于新安县西北部深山区，是全
县最偏远的镇，镇域内96.2%的土地均为山
地和丘陵，下辖28个行政村和1个居委会，
其中有15个贫困村，贫困村数、贫困户数占
新安县总数的近1/5。同时，该镇也有天然
的优势，拥有国家5A级景区龙潭大峡谷、
4A级景区黛眉山、道教圣地荆紫仙山等著
名景区，年接待游客超过200万人次。

为尽快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推动镇
域经济驶入发展快车道，该镇健全完善了

“跳出一产抓扶贫、综合施策抓扶贫、精准
发力抓扶贫”工作思路，驱动了“旅游拉
动、产业带动、易地搬迁”三驾马车。

旅游拉动。该镇充分发挥境内旅游
资源优势，实施“旅游+扶贫”工程，以龙
潭大峡谷、黛眉山、荆紫仙山三大景区为
依托吸纳贫困就业 90 户 135 人，新增加
发展贫困户开办农家宾馆5家；黄河神仙
湾沟域经济示范带以休闲农业、高效农
业、乡村旅游为主导产业，示范带动贫困
户90户220人；以旅游帮扶为着力点，大
力开展“帮扶一户贫困户，石井山水任您
游”活动，目前已完成社会爱心人士与贫
困户帮扶对接126人次；以旅游扶贫为着

力点，大力实施旅游扶贫创业园项目，建
设旅游扶贫摊位30个，直接解决贫困户
11户31人就业。

产业带动。该镇依托来料加工、特色
种植、特色养殖，建设了洛阳东方蓝毛绒玩
具厂产业扶贫基地、石井高山有机大樱桃
产业扶贫基地、石井镇明庄园软籽石榴产
业扶贫基地、石井镇山头岭村东北貉及狐
狸养殖产业扶贫基地等一大批示范带动作
用强的产业项目。建成吨包来料加工扶贫
车间6个，吸纳就业300多人，带动贫困户
就业170人以上，年人均增收1.5万元。在
此基础上，该镇还发挥村级作用，建成西岭
安宇土鸡养殖科技扶贫基地，采取“公司+
农户”、代种代养等方式，养殖土鸡1万余
只，带动贫困户通过养殖、就业致富35户，
户均增收6000元；以郭洼村春阳露种植专
业合作社为平台，完成连翘连片种植250
亩，带动贫困户30户增收，每户每年可增收
3500元；在元古洞村实施200亩连翘种植
科技扶贫项目1个，带动贫困户30户105
人，每户每年可增收4000元。

易地搬迁。该镇按照“向镇区集中、向
成熟社区集中、向景区周边集中”的原则，

总投资8844万元，计划搬迁465户1474
人，占贫困户总数的29%。2016年，完成
投资5292万元，建了镇区、郭洼、介庄、井
沟、寺坡山5个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安置
贫困户266户882人。2017年，完成投资
2244万元在镇区建成集中安置点1个，安
置贫困户120户374人，目前已实现全部入
住。为实现易地搬迁安置点规范化建设，
该镇还率先成立全县第一个安置点党支
部，高标准完善了相关配套设施，实现了社
区美化、路灯亮化、环境洁化、污水净化、垃
圾无害化，并投资100万元在镇区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建成1000平方米扶贫车间1
座，解决群众就业100多人，每人每年增收
2万元以上。同时，以“和谐社区，幸福家
园”为主旨，收集搬迁群众全家福、笑脸照
共155张，在社区显著位置建成龙山小区

“笑脸墙”，让搬迁群众常怀感恩之心，常念
亲人之情，共筑美满之家。

截至目前，该镇已实现介庄、郭洼等
5个贫困村脱贫，完成554户1962人脱贫
任务，未脱贫户的到户增收和科技扶贫产
业项目达到全覆盖，闯出了深石山区脱贫
攻坚的新路子。 （于中华 郭建立）

新安县石井镇：

“三驾马车”带动深石山区精准脱贫

近日，通过新安县民政局牵线，北京圣捷集
团在该县石井镇举行了爱心助教活动，5名考
上大学的贫困学子获得了15000元助学金。

本次受资助的5名大学生来自石井镇的山
沃村和龙潭沟村，分别考上河南师范大学、河南
理工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商丘学院和河南
牧业经济学院。

贫困大学生代表张鑫激动地说：“今天能
够得到爱心人士的热心帮助，我们十分感动，
步入大学后，我们一定会努力学习，早日成才，
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家乡，回报为我们奉献爱心
的人士！” 胡元元 摄

“我不困难，不需要低保，能靠自身努力生存……”
在新安县铁门镇嶡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橱窗里，张
贴着这样一张特殊的申请，申请人刘百岁是这个社区
的居民。

刘百岁今年 56 岁，独自一人生活，身体有残疾。
2016年，社区在拟定低保名单时，注意到刘百岁的情
况，就帮他申请了最低生活保障，经过“四议两公开”等
手续后，刘百岁有了低保。但他不愿享受低保，竟把钱
取出来，要退还给民政部门。

多年前，因为一场大病，刘百岁的腿脚落下了残疾，
妻子离他而去。这几年土地被流转后，一向要强的他立
马开始寻找别的出路来养活自己。他购买了一辆三轮
车，从卖皮带开始，逢集必赶。后来，皮带生意不好做
了，他又卖起了农具、菜籽等。由于他能吃苦，做生意又
很实诚，很多人都信任他，买农具和菜籽都找他。

刘百岁生活非常节俭，但他不光退回了已经到手的
低保金，还拿出自己本就不高的收入来关注教育事业。
今年六一儿童节前夕，刘百岁主动了解村里小学学生的
数量，表达了想助学的心意。虽然村干部们一再婉拒，但
在儿童节当天，刘百岁一大早骑着自己的三轮车，跑到批
发市场购买了笔、本等文具，当天中午送给了学生们。

“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一个月能挣 2000 多块钱，
足够养活自己，虽然累点，但这是我自己奋斗来的，我
不需要低保。”刘百岁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他相信通
过自己的不懈奋斗，一定能过上小康生活！ （李孟）

身残志坚的刘百岁拒绝享受低保：

要靠奋斗奔小康

说到医生、护士，人们会把他们与治病救人联系在
一起，而在新安县城关卫生院，这段时间，很多医护人
员都卖起了核桃。

这不是不务正业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卖核桃
的行为不仅没有受到非议，还引来社会的一片赞扬
声。原来，他们卖核桃是为了帮扶贫困户。

该院帮扶的是该县城关镇的上杨村。上杨村的不
少农户都种植核桃。今年是核桃的丰收年，看着满树
的核桃，该村贫困户高兴得合不拢嘴，同时又担忧核桃
卖不上好价钱。贫困户的担忧，牵动着帮扶人的心。
城关卫生院负责人和镇里的驻村干部商量后，挑选了
五户缺人手、没有销售能力的贫困户，给予援助。

城关卫生院对医院的工作进行了合理调配，然后
分批组织帮扶队员到这五户贫困户家中，帮助他们把
摘下的青皮核桃打包、装车，然后通过大家的微信，制
作销售广告，发到朋友圈里，形成了强大的“促销攻
势”。凡是提出购买的，他们列出清单，一一送货上门。

目前，在城关卫生院及镇帮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这五户贫困户已销售核桃1750公斤，销售工作还在火
热进行中。 （郭建立 杨洋）

“白衣天使”卖核桃

爱心企业捐助
贫困学子梦圆

五环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是西工区智
慧养老服务中心之一，位于九都路与玻璃
厂南路交叉口。西工区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方式引进西工区大爱养老服务中心，其
研发的大爱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APP 已在
五环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推广使用。

今年，五环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以大
爱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APP 为中心，构建
包含社区周围超市、家政物业、装修等
公司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日间照料服
务中心的互联网络，建立“控管平台+老
人大爱养老服务卡+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 +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 社 区 周 围 商
圈”的运行模式，为社区老人提供更全
面的服务。

据西工区大爱养老服务中心主任朱

滢介绍，大爱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APP 是
由西工区大爱养老服务中心自主设计研
发的互联网线上产品，养老服务中心的工
作人员通过 APP 后台，可随时监测老人
的健康数据，如发现异常情况将马上与老
人联系。

和 APP 配套使用的智能腕表可随时
监测佩戴人的血压、血氧、心率等基本健
康数据，还设有一键呼救、亲情拨号等简
易操作功能，实现监测数据与老人亲属、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云同步”，为老年人提
供全方位的安全保障。

“如果老人通过腕表呼救，社区医疗
团队可以在第一时间赶到老人家中，确保
及时施救，保障老人的生命安全，推动实
现医养结合。”朱滢说。

在创新智慧养老方面，西工
区还逐步探索出“医养结合”的养
老新途径。

西工区通过设立“医养结合”
试点，把医院、社区卫生服务站等
与养老服务中心的服务功能有机
结合，推进智慧型“医养结合”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建设。

五环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在探
索“医养结合”智慧方式的过程
中，以大爱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APP为核心，联合社区卫生服务
站，将医疗服务直接引入居家，最
终实现“大病有人管，小病家中
看”的目标。该中心设立了医养
健康小屋，为老人提供身体数据
指标检测，检测结果在大爱智慧
养老服务平台 APP 自动生成健
康电子档案和体检报告，方便老
人与家人取阅。该数据还通过大
爱智慧养老服务平台APP，实现

“医院、社区、家庭”共享，为老人
提供健康数据保障。该中心还设
立了思维训练小屋，引入老年人
思维训练新概念，对增强老年人
的记忆力、辨别力、方位感等进行
针对性训练，从本质上提高老年
人生活质量。

在五环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家住该社区的孙奶奶正在与人聊

天。孙奶奶今年已经81岁了，在
68岁的时候得了阿莫兹海默症，
所以她的记忆一直停在那一年。

孙奶奶来养老服务中心后，
社区工作人员每天按时帮助孙
奶奶进行康复训练，孙奶奶的病
情得到了有效控制。现在，她每
天都神采奕奕地来社区参加各
种活动。

孙奶奶笑盈盈地说：“在这
儿有好多姐妹陪我聊天，这里的
人对我都像亲人一样。这儿离
家也近，我早上自己走着就能
来，一来就是一天，吃过晚饭散
着步就到家了。在这儿每天吃
得好，玩得好，可开心了。我小
儿子前几天来接我去他家住，我
都不想去！”

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还有
许多老年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进行康复训练，一些老年人已可
以参加正常的老年人活动，开启
了丰富多彩的老年人生。

不久的将来，随着西工区智
慧养老产业和事业的发展，“医养
结合”方式不断完善，将会有更多
老人体会智慧养老带来的好处，
他们美好、安心、幸福、高质量的
老年生活即将展开。

（葛超 符婉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
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近年，西工区按照“公办民营、公办公助”的原则，推动西工区养老服务
事业和产业发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第三方机构，逐步构建以
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社会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在
此基础上，西工区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优势，以智慧服务平台为核
心，不断优化养老资源，提高养老服务质量水平，让辖区老人享受到全方位
的智慧养老服务。智慧养老，已成为西工养老事业发展的核心。

目前，西工区共有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20家。其中，示范性智慧养老服务中心1
家，智慧型养老服务中心5家。

唐宫路办事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是
西工区示范性智慧养老服务中心，位于西
工区金谷园路105号，占地约500平方米，
设施齐备，配有先进的智能体检设备，应
用智能健康养老产品10个，提供智慧健康
养老服务7种，为辖区老人提供文化娱乐、
精神慰藉、书法摄影、文化生活、餐饮服
务、家政保洁、助浴、代办跑腿等服务。

去年年底，唐宫路街道被工信部、民

政部等联合授予“智慧健康养老示范街
道”荣誉称号。目前，唐宫路街道智慧养
老公共服务平台已收录老人基础数据信
息 1.5 万余条，开展评估并收集数据信息
1000余条，完成居家养老服务近5000次，
养老服务覆盖辖区及周边区域1.1万人。

西工区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点
带面，在唐宫路办事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的基础上，计划新建邙岭路办事处医养结
合示范性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进一步带动
全区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有效运营，促进全
区养老服务中心服务建设迈上新台阶。

智慧养老点亮最美夕阳红
西工区利用“互联网+”提高养老服务质量水平

以点带面 推进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

“互联网+”助力智慧养老平台建设

医养结合 探索智慧养老新途径

接受按摩服务 葛超 摄

参加文化活动 符婉冰 摄

开展思维训练活动 符婉冰 摄

在五环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就餐 葛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