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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蒋明睿

戴着老花镜，银发梳得一丝不乱，手里捧着一本《做个
健康时尚的老年人》——眼前这位时尚的老奶奶叫付美林，
已经 87 岁高龄。奶奶的心脏不好，独居在家儿女放心不
下，得知淮安市淮阴区颐康园老年养护中心有专业的医疗
服务，也能有不少人陪伴，奶奶就安心住了下来。“现在日常
生活太丰富了，写字、画画、跳舞，也不用操心买菜做饭。”付
奶奶表示，一边能老有所乐，一边能得到医疗服务，这样的
老年生活很舒心。

颐康园老年养护中心院长张传飞介绍，中心共设计床
位 400 张，其中护理床位 300 张、治疗床位 60 张，目前有
300多位老人入住。园内设有中西医门诊、护理院、康复中
心，共有医护人员68人，一线护理员55人，康复师、营养师
也一应俱全。

“我们注重医疗服务、康复服务、评估服务和精神慰藉
服务的嵌入。”张传飞告诉记者，在护理院内全科医生不仅
提供基本诊疗服务，还为老人进行慢病管理与治疗，根据老
人不同的身体状况制订不同的康复计划；院内的3A级评估
中心，可以对老人生理、心理、精神、经济条件和生活状况等
进行综合分析评价，为失能、半失能老人制订康复训练计划。

在半失能照护区，护理员严永香正在通过鼻饲为老人
加餐。她将冲好的蛋白粉放进注射针管，小心挤出一点在
手腕里侧测试温度。“给您加个营养餐哦！”“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不舒服？”虽然老人全程都昏昏沉沉，但严永香还是
坚持耐心与老人交流。“老人真的很需要我们的细心照顾，
对待他们就和对待自己父母一样。”严永香说。

另一边楼下，还不到 11 点钟，老人们已经坐到餐厅等
待开饭。每位老人的固定餐桌上都贴着一张信息表，“喜爱
的食物”“不喜爱的食物”“禁忌的食物”和“营养师建议”都
分别列出，能让老人既吃得安心，也吃得舒心。

在淮安，像这样的医养结合工作还在持续推进，据了
解，截至 2020 年上半年，全市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共签订
合作协议233份，签约率100%。

此外，由于社区居家养老仍是老年人养老方式的首选，
淮安建设“虚拟养老院”平台，为居家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
家政、助餐助洁、医疗保健等多样化上门服务。“十三五”以
来已服务14万余老年人，占老年人总数12.82%。

颐康园老年养护中心也成立居家社区服务团队，把
服务由院内延伸到院外，辐射 3 个区域近 2000 名老人。
74 岁的孙士章老人接受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近 7 年了，有
什么需要帮助的就会请护理员上门。丁玉兰就是孙士章
老人的护理员，她的服务对象达 120 人，每天都要至少去
五六位老人家里。

丁玉兰不仅会帮老人打扫卫生、收拾房间、做饭、洗澡，
甚至还学会了给老人理发。她随身携带的“百宝箱”里总能

“变”出血压计、指甲钳等老人可能需要的各种工具。“我也
有父母，我有一天也会变老，做这个事，就是发扬咱们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希望老人们能幸福地养老。”丁玉兰说。

淮安

：医养结合

，让老人健康又快乐

□ 本报记者 仲崇山

由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南京市溧水
区政府、江苏省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
盟、中药材基地共建共享联盟等共同主
办的“2021 长三角健康峰会（溧水）暨
第二届中医药博览会”，将于 6 月 18-
20 日在南京溧水区白马农业国际博览
中心开幕。

本次峰会将邀请“人民英雄”张伯
礼、国医大师李佃贵、陈洪渊院士、顾晓
松院士及 140 余位长三角妇幼专家，
100 名江苏省名中医及医药企业代表、
政府官员等参会，专家学者们将围绕

“健康、科技、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
就提升优化健康服务，加强区域化中医
药交流合作，推动长三角中医药一体化
建设，推广普及健康生活，促进发展中
医药健康产业，培育发展健康文化等主
题，展开对话、交流、研讨。

峰会将采用“1+9+1”模式，即由“1
场开幕式暨主论坛+9场分论坛+1个展
览”构成。统分有序，一个主题贯穿始
终，9场分论坛精于专业，博览会参展机
构可达 200 家，汇聚政、产、学、研、媒各
界智慧，搭建线上线下健康平台，共建
共享健康未来。

现场将举行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
质量评估创新联盟成立仪式、中华志愿
者协会全民健康志愿服务总队江苏志
愿服务队成立仪式等活动。新一届江

苏省百位名中医将在此峰会上发布百
首效方，并发布庆祝党的百年华诞联合
倡议。此外，长三角中医药学会、中西
医结合学会的主要负责人，以江苏省中
医院领衔的全省 40 余家各级中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主要负责人、重点科室
负责人，以及来自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
学者也将齐聚溧水，共论健康。

本次峰会现场还特设“江苏中医院
风采成就”“重点区域道地药材”“中药
材、中药饮片品牌企业”和“中药材供应
链配套服务”等展区，现场将有医院特
色制剂与中医养生膏方展、艾灸针灸等
器材展、乡村医生博物馆等特色展览。
江苏省 40 余家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医
院集体亮相，全景式呈现江苏省中医药
发展成就。

自古以来，江苏中医流派众多，历
史上吴门医派、孟河医派、龙砂医派、山
阳医派都发源于江苏大地，各个中医流
派名医大家辈出，为护佑民众健康作出
重要贡献。仅史志记载，至民国时期，
江苏历代医家就有 4000 余位。特别是
进入新世纪后，江苏省中医药事业发展
又迎来新的机遇。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不久，
省卫健委就立即成立“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组”省级专家组，
有 8 名中医药专家加入，并专门成立中
医专家小组。全省各设区市也成立市
级中医专家组，共有 65 名中医药专
家。全省中医药专家采取现场会诊、分

片巡诊、远程会诊和蹲点救治的形式全
程对病例进行辨证论治、因症施策。本
省确诊病例中医药参与救治 607 例，中
医药参与率96.2%。全省共派出440名
中医药人员赴湖北支援抗疫，中医药总
治愈率96.60%。

目前，江苏共建成国家中医临床研
究基地 1 个、重点研究室 13 个，新增 1
个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单位和6
个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建设单位。南
京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科
入选“双一流学科”。建成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重点学科 35 个、省级中医药重
点学科20个，新增建设单位10个，完成
全国中药标准化研究项目10个。

去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江苏
省中医药条例》，在中医中药人才培养、
资金支持、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中医
院建设的数量比例、传承中医流派、名
中医工作培养等方面，都有了明确细致
的规定。条例还强化相关保障与监督
措施，比如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应当制定
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将中医
药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内容，保障和
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为增进人民群
众健康福祉，为建设健康江苏贡献积极
力量。

江苏中医中药在国内闻名遐迩，近
年来还走出国门，造福世界人民。全省
海外中医药中心增至 10个，7 个项目列
入国家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南京中
医药大学、省中医院入选首批全国中医

药服务出口基地。“仁心仁术·中国传统
医学展”在马耳他举办，吴门医派欧洲
巡展让更多国家了解中医药，中医药文
化交流成效明显，为提升中医药国际影
响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了解，未来五年，全省还将新增
3－4 所设区市中医院达到三级中医院
建设标准，县（市）级中医院全部达到二
级医院建设标准，其中70％达到二级甲
等建设标准；建设好 4－5 所中西医结
合医院，支持一批中西医结合领先学科
的发展；中医队伍新增 2500 人，新增中
医床位 2000 张；中医门急诊服务量占
卫生门急诊总服务量的35％。

据省卫健委中医医政处处长任晓
波介绍，国家已经为中医药的长远发
展指明了方向。下一步，江苏省将实
施中医药服务传承创新高峰行动，做

“高”省级中医院，做“优”地市级中医
院，做“强”县级中医院，积极创建国家
中医医学中心。实施中医药名院、名
科、名医、名方、名药“五名战略”，形成
中医药服务高地。大力发展中医治未
病服务，推进中医药全面融入基层卫
生健康服务，实现中医药在家庭医生
团队服务中的全覆盖，建设全国基层
中医药工作示范市（县）。创新中西医
结合医疗模式，开展医联体、医共体、
专科专病联盟建设，建设全国领先的
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让更多老百
姓享受快捷、方便的中医药服务，提高
全社会的健康水平。

长三角健康峰会（溧水）暨中医药博览会将开幕

为健康江苏建设更好汇聚中医药力量

本报讯 （圣男 李源 李鑫津）
6 月 14 日，首届“大运河杯”龙舟嘉
年华——“龙舟竞渡颂太平”活动
在扬州生态科技新城深潜大运河
中心举行。

上午9点，随着发令枪响，10支
专业龙舟队分两组像离弦之箭从太
平河上穿梭而出，鼓声阵阵，浪花四
溅。水面上，龙舟队员一个个气势高

涨，龙舟劈波斩浪前进；赛道岸边，群
众呐喊加油声不断，响彻云霄。

位于扬州生态科技新城的深潜
大运河中心是目前亚洲最大、功能
最齐全的民间赛艇基地。经过激烈
比拼，扬州大学广陵学院龙舟代表
队获得冠军，扬州京华城嘉泽水上
运动代表队、江苏邗建龙舟代表队
分获二、三名。

首届“大运河杯”龙舟嘉年华扬州启幕

□ 姜媛媛 翟海佳 顾介铸

端午节到来之际，泰州市姜堰区
罗塘街道党工委在“侨之家”组织开展

“浓情端午话党史 粽情粽意暖侨心”
端午节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罗塘街道志愿者带领侨
眷侨属和居民们一起开展“党史知识猜
猜乐”。现场，大家抢题、答题，热闹极了。

为更好地挖掘、传承、创新端午节
文化内涵，引导辖区侨眷侨属及居民
进一步了解传统节日，活动现场准备
了端午特色活动。

“加油，加油！”在包粽子比赛中，大
家个个铆足劲儿，拿出各自看家本领，
捋粽叶、填糯米、放馅儿、封口、捆扎⋯⋯
不一会儿，200多只粽子就包好了。

在街道“侨之家”活动室内，侨眷

代表和党员干部们一起制作香囊，一
个个精美香囊营造出浓浓节日氛围。
70多岁的侨眷査秀英手里拿着包好的
粽子和香囊，感慨连连：“儿子侨居国外
后，家里就我们老两口，自从加入‘侨之
家’以来，每次过节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我们全家都很感谢这个‘大家庭’。”

广场上，罗塘街道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者精心准备了各类为侨志愿服
务项目，义诊、理发、侨法宣传、消防演
练等，人气爆棚，人们赞不绝口。

当天，罗塘街道还开展端午“爱心
敲门”行动，大家将包好的粽子和慰问
品送到福田社区百岁侨眷、老党员吕
斯金家中。在吕老家中，大家不仅送
上端午慰问，还和老人共同唱响《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铿锵有力的旋
律，感染着在场每一个人。

端午情暖“侨之家”

□ 徐明泽 许哲 许慧慧

6月13日，在泗洪县重岗街道徐沟
社区杉鑫小区门前，街道举办的“永远
跟党走，浓情过端午”活动正在进行。

6 张桌子，十几个凳子，在街道志
愿者的带领下，孩子们 4-6 人一组，
围在桌子前热火朝天学着包粽子。

选粽叶、填糯米、放蜜枣、捆粽
子⋯⋯孩子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熟
练地掌握了包粽子的技巧。一个个三
角粽、四角粽就堆成了“小山”。

志愿者王虎提议：“我们把这些粽
子义卖掉，用换来的钱购买物品看望和
慰问社区的困难群众、党员，好不好？”

“好，这个有意义。”王虎的提议得
到大家的一致拥护。

“叔叔，买几个粽子吧，这都是我
们才包的，我们打算用义卖粽子的钱
去看望困难群众。”“奶奶，爱心粽子一

块钱一个，您买几个吧。”
刚开始，有的孩子害羞腼腆，甚至

张不开口。在志愿者的示范带领下，
他们的吆喝声越来越大。

听说孩子们在奉献爱心，小区的居
民纷纷慷慨解囊。半小时，堆积如山的粽
子就卖完了。一清点，收入有325元。

随后，孩子们来到附近的超市，将
义卖粽子的钱悉数选购了米、油等生
活用品，并送到了困难群众家里。

端午期间，泗洪县广泛开展“永远
跟党走·浓情过端午”主题系列活动，让
群众在感受传统节日魅力的同时，开
展形式多样的“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利用端午节大家团聚过节之机，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不仅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覆盖城乡每个角落和群体，而且
还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更
让关爱困难群体的美德得到了传递。”
泗洪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厉丽说。

爱心粽子销得快

本报讯 （记者 李爽 徐霖晨）
近日，南京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
新中心与江苏南繁基地共建共享合作
签约仪式举行。这是致力打造“农业
硅谷”的南京国家农创中心实现“强强
联合”，共同探索现代种业资源共享新
模式的尝试，也是浦口区“2021 南京
创新周”的重大活动。

江苏南繁基地拥有优质的土地资
源，管理服务模式不断创新，在科研、
生产、科技交流、成果转化等方面积累
了丰富经验，具有资源优势和区位优
势，是新品种选育的“加速器”、农业科
技创新的“孵化器”。

南京国家农创中心是部省市共
建、全国首家、长三角地区唯一的现代
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项目，实体化
运作3年以来，已签约先正达全球创新
研发中心项目等200多个项目，集聚了
赵春江、邹学校等近10个院士团队。

签约后，双方将合作建立江苏南
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江苏南繁基地
选育的优新品种，优先在南京国家农
创中心及其省内外科研转化基地开展
试验示范、推广和产业化开发等。同
时，双方将共同申报国家级农作物种
子区试站、共建其他创新创业平台，打
造双方合作创新的新载体。相互给予
企业入驻、成长、上市等相应的优惠及
支持政策，相互满足对方及服务对象

的需求。双方还将联合举办优质种苗
培育、专业人才培训、品牌活动推广、
高端观摩交流等大型活动。双方合作
将有助于充分发挥江苏南繁基地的创
新集聚优势，加快新品种选育速度，选
育一批优质、绿色、特色新品种，全面
提高江苏省育种原始创新能力，确保
种源供给安全。南京国家农创中心将
组织多方资源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
发挥科技与经济力量汇聚的平台载体
作用，充分激发科技成果转化动力和
市场机制活力。双方将加快落实成果
推广、平台共建、活动联办和服务协同
等各项举措，把合作的成效体现到育
种技术创新、种业产业转型升级上，推
出更多“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形成
更多“从1到100”的集聚效应。

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俞卫东
表示，这一合作有助于打通科技成果
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南繁成果推广更
容易、转化更迅速、应用更有效，有助于
平台共建、资源共享，凸显集聚优势。
浦口区委书记祁豫玮表示，双方强强
联合、优势叠加，必将释放“1＋1＞2”
的合作效应，浦口区将充分发挥南京
国家农创中心作为区域科创中心的作
用，依托江苏南繁基地的资源，加快与
省内涉农区县对接，让良种、良法、良
田、良态融成“一湖水”，为省市率先实
现农业现代化作出浦口应有的贡献。

江苏南繁基地落户南京国家农创中心

探索现代种业资源共享新模式

寻找幸福老年生活③

本报讯 （记者 邵生余 丁茜
茜 付奇） 端午节期间，我省消费品
市场火热升温。据省商务厅对全省
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监测和初步统
计，全省消费品市场累计实现销售
额约43.2亿元，同比增长28.3%，比
2019年增长17%。

端午期间，江苏各大商贸流通
企业聚焦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促
进广大消费者“娱购于乐”。例如，
南通市举办 2021 家电汽车下乡双
百活动，推出家电以旧换新、免费延
长保修、买车赠油卡等形式多样的
促销活动。端午假期，南通市重点
监测的家电卖场、汽车4S店等商贸
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 2.9 亿
元，同比增长 19.9%；扬州市重点监
测的 72 家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
销售额3.3亿元，同比上涨38.3%。

端午期间，全省“商旅文”活动
联动，“游购娱”消费融合，推动消费
潜力加速释放，受到市民和游客的
青睐。记者 14 日晚从省文旅厅获
悉，根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数
据测算，端午节假期全省景区和乡
村旅游接待游客总量达 1147.48 万
人次，是 2019 年同期的 85.14%，与
2020 年基本持平。全省旅游总收
入 达 35.08 亿 元 ， 较 2019 年 和
2020 年 同 期 分 别 增 长 0.89% 和
15.84%，其中，乡村旅游消费收入
17.10 亿元，较 2019 年和 2020 年
同期分别增长22.19%和26.18%。

在消费端，从出游特点看，全省
A 级旅游景区、文博场馆、历史街
区、主题公园、文化创意园区、度假
酒店、旅游民宿、夜间文旅消费集聚
区等各种产品业态广受市场欢迎，
以庆祝建党百年为主题的红色旅
游、红色研学热度不减。

在供给端，对比往年，今年小长
假期间，文旅产品服务供给更丰
富。假日前夕，省文旅厅先后主办
第十二届江苏省乡村旅游节、江苏
省 2021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活
动，推出新一批36家省级乡村旅游
重点村，发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国推介精品展览我省 5
项入选名单，提前为假日文旅市场
预热。多家景区把建党百年、非遗
文化、端午习俗和美景美食等结合
在一起，复原传承古礼，推出了丰盛
的“文旅大餐”，让端午节充满古韵
和书香气息。例如，南京旅游集团
以“庆党百年新端午，遇见醉美夜金
陵”为主题的系列端午节庆活动在
熙南里街区启动，通过看红色主题
电影、品民俗文化演出、逛非遗夜市
集、赏端午夜金陵等活动，让游客在
千年古巷解锁传统节日新过法。

此外，文旅融合走向纵深，端午
假期更具“文化味”。各地旅游景区
和文博场馆根据端午节日传统组织
策划国潮汉风、龙舟赛、民俗游等文
化体验项目，扬州皮市街非遗展示、
盐城东台西溪景区实景演出、端午
粽寻味大丰、苏州手绣香囊、常熟湖
甸龙舟赛、泰州溱湖美景美食、南京
玄武湖并蒂莲开等特色文旅活动同
样引人瞩目。

有效的疫情防控、有序的疫苗
接种，有力地提振了消费信心。端
午节假期，更多的市民走出家门，享
受美食，欣赏美景。扬州东关街成
为外地游客打卡的首选，豆腐脑、臭
豆腐、姜糖等特色小吃店前挤满了
外地游客，端午期间，东关街商圈实
现销售额640万元，同比增长32%，
客流量 7.3 万人，其中夜市客流量
达4万人。

端午假期全省消费品市场销售43.2亿元
同比增长28.3%，比2019年增长17%

14日，在淮安市一商城，丰富多彩的非遗体验活动让市民感受传统节日的魅
力。 王昊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昨日

，宝应县安宜镇爱民社区

，民警与居

民一起包粽子

。

沈冬兵

摄

▶上接 1 版 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一项重要安排。要按照中
央、省委部署要求，坚持以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主线，将“四史”宣传教育同党史
学习教育等有机结合，发挥政协优势
和委员主体作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具有政协特色的群众性宣

传教育活动，为助力扛起新使命、谱写
“强富美高”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作出更
大贡献。

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阎立，
党组成员、副主席周继业、姚晓东，党
组成员、秘书长黄继鹏参加。机关党
组成员，专委会分党组书记、副书记列
席会议。

▶上接 1 版 提供大字版等“长辈模
式”以及语音辅助等功能，探索建立政
务服务平台授权代办机制。

“为群众办实事，必须坚持目标导
向和效果导向，创新工作方法，突破难
点堵点，切实解决问题，做就做好，做

则必成。”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务办
主任徐光辉表示，“落实‘我为群众办
实事’重点任务，谱写‘放管服’改革新
篇章，省政务办将坚持系统观点，协同
配合、精准发力，力戒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注意为基层减负。”

省政务办明确为群众办实事十项重点任务

▶上接 1 版 姜堰区打造“项目
管家”全方位服务网络，加速构建“四
个一”体系。建成一个平台，即“项目
管家”全生命周期服务系统平台，将
89 个省市区集中开工项目、10 大项
30 个民生实事项目和 6 个政府投资
工程项目纳入服务体系。明确一名
管家，纳入系统的每个项目明确一名

“项目管家”，其中镇街园区主要负责
人必须担任 1 个以上项目的“项目管
家”。建好一本台账，对所有亿元以
上项目，按“一项目一台账”要求制定
服务流程和推进计划，实现闭环管
理。接上一个视频，可全天候查看项
目进展实时实景，目前已有 45 个项
目上线可看。

姜堰“项目管家”为重点项目服务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