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爷爷早，吃过药，书法课就要开始啦。”每天上午
8点，李大爷都会收到渠县医教养产业园服务人员贴心的
提醒。在这个产业园里，老人们不仅能享受到健康管理、
智能监测等服务，更能通过老年大学开展的各类活动享有
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

同一时间，在天星街道滨江社区的儿童之家里，新一
期的活动正在开展。早教机构的专业老师带领孩童与家
长进行亲子互动游戏，在游戏中启迪智力并增强亲子关
系。

近年来，“一老一小”领域的规划和政策密集出台，渠
县在认真落实相关政策的同时，因时因地制宜，将养老事
业上升为养老产业的高度统筹推进，积极探索新型养老服
务模式，加强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关爱的联动关爱机制
建设，让老人幸福颐养，让孩童阳光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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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一老”
探索“1633”养老服务模式

“这里场地大，设备又好，大家都
爱来！”在渠县医教养产业园的舞蹈
室里，58岁的刘秀阿姨和一众“老闺
蜜”正在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除
了舞蹈室，在产业园里，书法室、图书
室各类功能室一应俱全，更集聚了老
年病专科医院、养老服务评估中心、
社会组织孵化中心、养老人才培训基
地、老年公寓、共享餐厅等多个功能
阵地，为老年人提供康复护理、产学
研一体化研究等11大类养老服务。

线下养老院让老人舒心，云上养
老院则让老人的子女们安心。今年，
103 岁的曾华碧老人用上了防走失
装置。子女在手机上就可以呼叫、查
看实时定位，定位器的数据同时还接
入了智慧虚拟养老院。

作为产业园核心功能之一，智慧
虚拟养老院以智慧养老云平台为载
体，建立政府监管信息数据库的同
时，吸纳康养、医疗、家政等服务机构
257 家，实行线上点单、线下上门服
务模式，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
料、健康理疗、应急医疗、法律服务、
精神慰藉等 219 项“一键式”个性化
服务。

渠县医教养产业园是渠县推行
“1633”养老服务模式中的指挥中枢
和联动载体，以“一核引领、六区协
同、三圈融合、三助并举”为内容，建
设“县有产业园，片区有医教养综合
体，乡镇（街道）有养老院，村（社区）
有日间照料中心、养老互助点”，惠及
全县 23 万老年人的养老服务网，正
是渠县应对人口老龄化改革的破题
之举。

除了在群居养老上发力，渠县在
居家养老方面同样下了功夫。助听
器、浴凳、防滑垫、血压计、助行器、防
走失装置……今年上半年，渠县为
160 户存在失能失智和经济困难的

高龄老年人家庭完成了适老化改
造。同时，大力推行家庭医生上门就
诊，优化居家养老体验。并在符合医
保政策的前提下，对特殊困难老年人
开设家庭病床。

在广阔的乡村，更多样的养老新
实践也正在上演。

今年84岁的伍发碧老人与儿子
共同生活在渠县万寿镇曹家村，修建
于上世纪的房屋室内主体线管、线路
老化，地面凸凹不平。获悉上述情
况，渠县启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志愿
者链接了建材公司等社会资源，对伍
发碧老人家的电源线路进行了更换，
硬化了地面，粉刷美化墙壁灶台，定
制防滑地板墙砖，安装太阳能灯，今
年10月底完成了适老化改造。

“提高老人的居住舒适度只是一
方面，舒缓老人渴望被接纳的情绪，
提高老人内心感受同样重要。”志愿
者何苗介绍，作为专业的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对实施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
会进行评估，以发挥出更好的作用。
中心通过连接政府部门、爱心企业和
基金会，为弱势群体、残疾群体、空巢
老人提供关爱服务以及救援救助等
社会公益服务。从今年 4 月成立至
今，已服务了 128 人次，帮助有庆镇
孵化了一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为破解全县36所农村敬老院设
备陈旧、床位闲置等难题，渠县还在
全市率先实行农村敬老院社会化运
营，在做好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兜底保
障的基础上，向县内 70 岁以上老年
人提供社会化养老服务，形成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发展养老服
务业同样是渠县探索‘1633’养老服
务模式中的重要一环。目前渠县已
经有了 6 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我
们希望在政府托底的基础上，逐步将
政府的主导职能转化给市场相关企
业，转‘领导’角色为‘指导’角色，通
过市场化运作，丰富养老产品供给，
壮大养老产业。”渠县民政局相关负

责人说。

守护“一小”
构筑全方位关爱保护体系

“肖爷爷，小宏最近学习怎么样
啦？”“最近的考试上升了好几名，我
们也高兴。”下班途中，天星街道滨江
社区儿童主任吴小琴偶遇小宏的外
公时，主动关心起小孩近况。

2018 年，小宏（化名）的母亲因
患尿毒症去世，父亲失踪，养育的重
担落到无固定收入、年近七旬的外公
老两口身上。为女儿治病欠下30万
元外债已让一家人不堪重负，无奈之
下，他们来到当地街道求助。在街
道、民政、公安、法院等部门的帮助
下，尝试寻找小宏父亲踪迹，后宣告
失踪。2020年小宏被列入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每月可领取 900 元补助
金。今年 1 月起，渠县将散居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标准由原来的
900 元提高到 1200 元。前 10 月发
放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补助
660万元。

“有了这笔钱，这个苦命的孩子
总算衣食无忧。政府部门还帮我们
对接爱心人士，捐赠款物，上门关心，
帮小宏走出失去母亲的阴霾。”肖爷
爷说。

“目前我们辖区有 5 个困境儿
童、8个留守儿童和4个残疾儿童，最
小的才 4 岁，最大的 15 岁。他们没
有父母的照顾，很多事情需要我们上
心，尤其是在青春期，要格外注重心
理健康。”吴小琴说。

如今，渠县有乡镇（街道）儿童督
导员 37 名、村（社区）儿童主任 415
名共同为儿童保驾护航。渠县每年
定期举办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充
电提能”培训班，提升基层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者服务能力。

窗户上贴着充满想象力的图画，
书架上摆满稚趣的绘本，加上一旁游
乐的滑梯和小木马，让人经过此处便

心生童趣。在滨江社区的儿童之家，
早教机构的专业老师正带领儿童和
家长进行亲子互动游戏。“小孩天天
就想往这儿跑，儿童之家已经成了孩
子成长的快乐驿站！”家长唐萍说。

这得益于渠县对全县80个留守
儿童之家、37 个童伴之家软硬件的
不断完善。为加强关爱服务阵地打
造，渠县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引入专业
性社会组织实施“情满宕渠、与爱童
行”等儿童关爱服务项目。

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法治教
育不可或缺。近年来，渠县建立一系
列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法律图书室
等，组织政法一线工作者进乡村、进
校园开展法治讲座百余场次。贯彻
落实“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今
年上半年，县检察院受理未成年人犯
罪审查逮捕10人，其中不批捕逮捕8
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不
起诉3人，附条件不起诉5人。

冬日里，一场特殊的牵手活动正
在进行。全县机关干部职工或携带
学习用品，或购置冬季衣物，分赴乡
村各地，向农村留守女童送上关怀，
并向她们及监护人普及了相关法律
法规、安全知识和医保政策。“这是我
县为进一步加大农村留守女童关爱
帮扶力度所开展的一项创新行动，我
们希望让每一位留守女童在生活上
有人照料、心灵上有人抚慰、权益上
有人维护。”渠县民政局儿童保障股
负责人说。

为未成年人凝聚关爱合力，渠县
制定了成员单位《职责分工方案》，形
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
部门配合、上下联动的关爱保护工作
机制。今年以来，依托村（社区）儿童
之家开设“周末课堂”，联合大学生志
愿者、专业社工为留守儿童开展课业
辅导、文体活动、心理教育等服务
1000余人次，用爱心温暖童心，护航
未成年人成长。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戴静文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戴静文）“祝贺！本次招商会总签约金
额220.95亿元！”11月22日上午，中国
西部服装服饰国际贸易港招商发布会
在渠县智慧公路物流港举行。前景良
好的项目推介、精彩的服装走秀、特色
各异的服饰展厅吸引着参与客商的目
光。

当天，渠县与37家企业现场签约，
涉及服装服饰销售、外贸进出口、面辅
料生产销售、电商物流等领域，这也标
志着渠县打造中国西部轻纺服饰之都
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中国西部服装服饰国际贸易港作
为四川首个县域综合公路智慧物流
港，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建筑面积约
6 万平方米，还具备除贸易港以外的
智慧仓储中心、农副产品加工中心、蜀
物供销优选电商直播基地等八大功
能。

“渠县抢抓‘一带一路’、西部陆海
新通道建设机遇，高质量谋划打造中
国西部服装服饰国际贸易港，计划引
进亚马逊等行业领军企业，大力发展
跨境电商、直播带货、保税物流等新业
态。”会上，渠县县委书记王飞虎豪情
满怀地介绍着“时尚宕渠·走向世界”
的发展思路。

作为渠县的首位产业，轻纺服饰已
集聚成势。致景纺织、阿里巴巴犀牛智
造、森马服饰、嘉源安踏等品牌企业强
势入驻，世界500强日本东丽集团即将
签约，恒硕迪杰、恒辉、嘉琪、顺田、中泰
等多家企业产品走出国门。今年1-9
月，渠县32家轻纺服饰规上企业实现
产值达42亿元、同比增长58%。

“成立四年来，我司已成长为一家
集国际市场拓展、物流仓储、通关报
检、代收结汇等为一体的综合型外贸
服务企业。今后，我们将不断深耕渠
县这片热土，搭起渠县与国际市场的
交流平台，带动服装服饰等更多特色
产品走出国门。”现场签约企业代表、
成都中宇道洋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黄
俊翔表示。

现场还举行了渠县本土企业 8 个
品牌的新品发布会和四川市场采购贸
易渠县基地的揭牌仪式。

据悉，渠县轻纺服饰产业已成功
纳入达州市“3+3+N”千亿级现代产业
集群。下一步，将依托中国西部服装
服饰国际贸易港打造，加速构建纺织
印染—创意设计—服装加工—品牌运
营—电商外贸全产业链条，力争到
2025年，贸易港入驻企业100家以上，
进出口额突破30亿美元。

身心健康同等重要
每到周末，渠县天星街道滨江社

区儿童之家总是热闹非凡，孩童们在
滑梯、小木马等各种游乐设施上玩耍，
社区儿童主任吴小琴守在一旁，不时
提醒。

去年6月，身为社区妇联主席的
吴小琴多了儿童主任这个新身份，让
她看到国家在重视未成年人成长的
同时，也愈加感受到了身上的责任。

“我当社区妇联主席处理家庭矛盾
时，深刻体会到父母吵架对孩童造成
的心理伤害。在排查留守儿童、困境
儿童的过程中，一些孩子因种种原
因，心里留下了创伤，变得性格偏激
或内向，我感触很深。通过申报补助
金，他们衣食有了保证，但是心理健
康这方面，需要我们儿童主任花更多
心思。”吴小琴说。

退役军人成“孩子王”
“都坐好，打开书本！”在周末的

宝城镇新民村图书室，常常能见到这
样一幕：年纪参差不齐的儿童齐坐一
堂，在村儿童主任张海洲的带领下，
开始晨读。

与其他村（社区）多由女性担任儿
童主任不同，新民村的儿童主任张海
洲是名退役军人。“刚接到通知的时

候，我也犹豫过，怕和小孩处不好。”
顾虑虽有，但也很快被张海洲化

解。“我每次组织孩子搞活动，不听招
呼是常态，听话是意外。后来我了解
到，留守儿童多是和爷爷奶奶住在一
起，老年人不会操作智能机，我就组
织孩子们给外出打工的父母打视频
电话，现在简直是一呼百应。”

“孩子努力学习就有出路”
“最近学习怎么样了？”这是三汇

镇长久社区儿童主任刘厚碧每次随
访问得最多的问题。

留守儿童的父母不在身边，爷爷
奶奶往往无力辅导学习，要有出息，
唯有自己努力。在刘厚碧看来，好的
学习习惯是可以养成的，因而每次随
访她总是提醒着、叮嘱着。“看到这些
孩子学习有进步，我就像看到自己的
孩子有进步一样高兴。”

虽然乡村（社区）辖区面积大，留
守儿童的家也分散四处，但刘厚碧不
怕辛苦，“做了这份工作，就会坚守责
任，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戴静文

签约220.95亿元
渠县轻纺服饰产业再壮大

我们的职业是“儿童主任”
2021 年 6 月，国务院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
组印发《关于加强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每
个村（社区）至少设立一名
儿童主任”。这一新兴名词
走进人们视野。

就如同“班主任”不仅
要管好一个班学生学习，更
要全面负责一个班学生的
思想、健康和生活，作为村
（居）委会专门负责留守儿
童、困境儿童关爱保护的责
任人，“儿童主任”这个职位
赋予他们日常保护、信息排
查、指导监护、定期随访、发
现侵害及时报告和管理儿
童关爱场所等多方面职责。

上岗一年，儿童主任们
在新角色中适应得如何？
对这份职业有哪些新认
识？近日，记者走近渠县几
名基层社区的儿童主任，倾
听他们守护儿童成长的故
事。

守护守护““一老一小一老一小””
书写温暖人心的书写温暖人心的““民政答卷民政答卷””

热闹的儿童之家热闹的儿童之家

渠县医教养产业园外景渠县医教养产业园外景

组织社区老人参加锻炼组织社区老人参加锻炼

将关爱送到老人家中将关爱送到老人家中

三汇镇长久社区儿童主任进行随访三汇镇长久社区儿童主任进行随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