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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对家的眷念，另一方面独
立生活越来越力不从心，现代老年人在
如何养老的选择上总是处于两难抉择。

我市推动的社区养老千百工程，将
养老的重点集中于社区养老，让老人们
在家门口就能安度晚年。

“端起碗吃饭，放下碗散步”

“年纪大了，能在家门口享受养老
服务，是最受我们这些老年人欢迎的。”
4月15日，86岁的周酿泉坐在渝中区
上清寺凯尔慈佑养老服务中心的椅子
上，悠然自得。

周酿泉原是望江机械厂的高级工
程师，退休后，他和老伴对各种养老机
构都不感冒，认为人老恋家，老年人就
该守在家里。

随着年事愈高，周酿泉发现一个力
不从心的“新情况”，那就是对做一日三
餐越来越吃力。

“买菜、择菜、洗菜、煎炒烹炸，这些
事前些年觉得还是种乐趣，但现在越来
越觉得累了。”周酿泉无奈地表示，以前
老两口经常做一桌子菜，而现在每顿只
会做两三个菜。

老两口有一儿一女，但儿女也都是
花甲老人，自己都有儿孙，基本抽不出
时间来照顾他们。

感觉这饭是越吃越没味儿的周酿
泉，出来闲逛时发现了当时正在装修的
养老服务中心。一番打听，得知该中心

可以接受养老日托服务并提供餐饮时，
他当机立断替自己和老伴双双报名。

去年8月1日，老两口正式享受起
“端起碗就吃饭，放下碗就散步”的美好
时光。养老服务中心距离老两口的家
走路只需6分钟，这种便捷让他们非常
满意。

“四菜一汤，顿顿不重样。更重要
的是，一群老人吃饭，那种热闹不是家
中可比的。”周酿泉说，吃饭方便快捷是
一个方面，融入老年大群体才是他们最
看重的。

“我都想好了，过几年走不动了，我
和老伴就住进来算了。”周酿泉说，在家
门口就能安度晚年。

“这里可以真正做到养老不离家”

“我是第一个在这家老年公寓报名
的老人。”长住养老服务中心的祝玉彬
已85岁，说起自己最初这个决定时，她
的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笑容，“因为这里
可以真正做到养老不离家。”

祝玉彬家住渝中区七星岗，距养老
服务中心两千多米，坐公交车仅两站
路。因大半辈子都在渝中区度过，她对
这一带非常熟悉也非常习惯，因此她挑

选养老地的首要条件就是“一定要离家
近”。

“我现在天天都可以爬枇杷山、逛
文化宫、看大礼堂，经常都会遇到熟人，
这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确实很方便。”祝
玉彬掰着手指细数每天的生活安排。

“这里真的不错，最重要是实现了
我多年来‘养老不离家’的愿望。”祝玉
彬认真地说，她最初都很难相信，在渝
中区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还能有平价
的社区养老机构。

“通过收集各种信息我才晓得，重
庆要搞一个社区养老千百工程。”祝玉
彬忍不住点赞：“不得了不得了，3年时
间建1000个社区养老服务站、100个
市级示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这是真正
的民心工程，我们老年人绝对赞成！”

“归根结底，我们都得感谢这个时
代，感谢重庆市推出的这个社区养老千
百工程，这么快就实现了我的愿望。”祝
玉彬动情地说。

社区养老将形成网络化一体
服务发展格局

“中国式的养老模式，越来越倾向
于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凯尔慈佑养

老服务中心院长柯灵认为，注重亲情的
老年人大多希望养老不要和家分开，想
两头兼顾。

作为100个市级示范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之一，该养老服务中心开展了
24小时住养、日托、居家养老服务等，
整体思路都是为实现家门口养老打基
础。

目前，该中心已经接收24小时住
养老人30名、日托老人8名。此外，通
过开展各种服务社区老人的免费服务
和活动，营业以来已汇集社区老人
2000人次以上。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社区养
老千百工程大力支持民营资本运营市
级示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所有建成的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均交由社会企业运
营，并鼓励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承运机构
托管运营社区养老服务站，形成网络化
一体服务发展格局。

统计显示，去年我市建设完成市级
示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20个、社区养
老服务站200个；今年计划建设400个
社区养老服务站和40个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目前已全部完成选址，进入施工
建设阶段。

重庆大力推动社区养老千百工程——

社区养老 家门口就能安度晚年
本报记者 陈波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4月1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全国第二届青年运
动会（以下简称“二青会”）组委会获悉，
该运动会的网络火炬已到达重庆。

据悉，二青会将于2019年8月在
山西举办，共设26个大项、30个分项、
305个小项，预计有55个代表团8000
多名运动员参赛。二青会网络火炬传
递以“青春接力、时代领跑”为主题，突
出“点亮梦想、传递希望、运动快乐、奋
斗幸福”理念。二青会山西省外网络火
炬传递从4月 1日至 5月 3日，共 33

天；山西省内网络火炬传递（11 个市）
从5月4日至8月8日，共97天。二青
会网络火炬传递将抵达44个站点，历
时130天。

据了解，二青会圣火到达重庆后，
市民可通过微信账号等直接登录“二青
会”网络火炬传递小程序参与网络火炬
传递，活动设有AR拍照、AR扫一扫、
限时跑步、趣味游戏和答题等多种方
式。截至17日下午3点，我市已经有
3516名市民参与到二青会圣火的传递
之中。

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网络火炬抵渝
已有3000多名市民参与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海滨城
市厦门曾获“联合国人居环境奖”。它
的城市建设能给重庆城市提升带来哪
些经验？4月17日，在由市住房城乡
建委主办的“城市提升”专题讲座上，
曾主管城市建设的厦门市原副市长、
厦门市文教基金理事长潘世建在讲课
时表示，重庆的城市文化比厦门厚重，
应该注重文化提升增强城市发展的软
实力。

“城市建设，是‘人应顺天’。要顺
应自然规律，做到人和自然的协调发
展。”潘世建认为，如果一个城市只有
人、车、楼是非常悲哀的事。应该通过
文化建设，让市民在健康的环境中愉快
地生活，让他们在看到公园、动物的同
时，感受到浓郁的文化氛围。

“城市就是美术馆，是让人受益的
好学校。”潘世建说，现在的城市修很
多道路、很多公园，虽然看起来漂亮，
但缺乏让人感动的细节。重庆可记载
的文化很多，应该在城市建设过程中
留下更多的文化和细节。比如厦门就
运用了大量雕塑，甚至打造一些音乐

雕塑，将文化艺术融入到园林景观建
设中，花不了多少钱却达到非常生动
的效果。

“重庆是‘桥都’，要建设‘桥最美之
都’，应该更加注重桥梁文化建设。”潘
世建介绍，桥梁是有文化有生命的事
物，应该在每座桥上留下相应的文化内
涵。

他提醒，重庆的桥梁建设应注重表
达它的柔美性，成为城市这个“美女”腰
间的飘带。桥梁建设千万不要一点两
线，要高低错落，从空中看好看，从侧面
看也好看，让开车的人在通过桥梁的过
程中找到浪漫的感觉。比如厦门在建
设桥梁过程中，就把灯具放在栏杆上，
如此一来灯光不会太亮，也能让人从桥
上看到水中的月亮倒影。

“重庆不仅有桥梁，也有大量的下
穿道，下穿道同样可以做文章。”潘世建
说，厦门把下穿道做成了艺术品，不仅
在下穿道上贴砖、绘画，营造“远眺村
庄”“穿过村庄”的场景，还在下穿道顶
部绘上屋顶，营造穿过百姓家门的感
觉，让人倍感亲切，重庆不妨一试。

厦门市原副市长潘世建为重庆城市提升支招

“城市就是美术馆，是让人受益的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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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上午9点，云阳县泥溪镇
桐林小学附设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老师
杨芙蓉的带领下正在做晨间操。紫、
黄、蓝、红、绿拼接的五彩跑道上，孩子
们笑着、欢呼着，自由自在地奔跑，像五
线谱上一串串跳动的音符，趣意盎然又
充满生机。

作为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的一
所幼儿园，桐林小学附设幼儿园近两年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我们幼
儿园是一栋两楼一底的危房，下雨过
后，活动室外到处是泥水凼，上个厕所
孩子们的裤腿都要弄湿半截。”老师易
中燕说。

2017年，云阳县拨出专项资金对
全县公办园及村办幼儿班、点进行改扩
建。经过一年多整修，去年9月，崭新
的桐林小学附设幼儿园开园。

“幼儿园整修后变漂亮了，老师们
工作负责，每个娃娃一学期只交700元
的保教费，贫困家庭还能减免保教费。
这么好的政策，家长们啷个不高兴哟！”
幼儿园门口，中班幼儿叶梦琪的奶奶田
延清看着孩子们欢快的身影，笑得合不
拢嘴。

全市新增公办幼儿园
538所，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
占比不断提高

近年来，云阳县结合自身实际，新
建公办幼儿园24所，实现了每个乡镇
至少1所公办中心幼儿园的目标。改
扩建60所公办园及村办幼儿班、点7
个，切实解决了幼儿就近入园问题。幼
儿园数量从2011年的92所增加到现
在的159所（公办园 83 所、民办园 76
所），其中普惠性幼儿园150所。在园
幼儿29549人(其中普惠性在园人数为
28290 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89.6% ，在 园 幼 儿 普 惠 覆 盖 率 达
95.74%，形成了以公办和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为主体的学前教育发展格局。

云阳只是重庆大力发展普惠性学
前教育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重庆不断
加大财政投入，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
着力构建以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为主
体的办园体系，仅2018年，全市财政性
学前教育就投入26.92亿元，同比增长
27.32%。采取“新建一批、移交一批、

回收一批、回购一批、改建一批、登记一
批”等措施，增加公办幼儿园数量。截
至今年初，全市新增公办幼儿园538
所；全市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34.7万
人，占比达到36%，同比增长4个百分
点，主城区增长了10个百分点。

此外，重庆市还将幼儿园建设用地
纳入供地计划，优先保障土地供应，科
学编制并严格落实幼儿园专项规划，确
保新建城镇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与住
宅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
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针对小区配
套建设幼儿园在规划、建设、移交、办园
等环节存在的问题开展专项治理，确保
举办为公办园或普惠性民办园，进一步
提高学前教育公益普惠水平。

新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153所，同时保证普惠收费和
办园质量

“为了解决我市学前教育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我市在增加公办幼儿
园数量的同时，积极扶持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的发展。”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首先，保障民办幼儿园在分类定级、教
师培训等方面与公办幼儿园享受同等
待遇；其次，加大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综

合奖补力度。
万州区五桥移民新城的五桥移民

幼儿园是重庆首批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成为普惠性幼儿园后，园里可享受
国家公用经费补助每生每年800元；对
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免收保教费、生活
费；区教委定期为我们进行各类免费培
训、教研指导等。”园长王显青说，这些
举措既保证了幼儿园普惠收费，又保证
了办园质量。

沙坪坝区去年将11所产权在区属
国有企业的民办幼儿园，划转给区教
委，全部办成公办幼儿园或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该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些幼儿园有的是直接办成公办幼儿园，
保教费降到每人每月400元；有的办成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费降到普惠性
幼儿园标准，有的幼儿园每人每月的保
教费降低了1000元。

“孙子在时代幼儿园读中班，以前
每个月收费近千元，现在每个月只需要
400元。”家住沙坪坝区的刘婆婆告诉
记者，去年这所幼儿园从民办园转成普
惠园，不仅收费便宜了，幼儿园的办园
质量也更让人放心了。

据了解，去年，重庆市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新增153所，含公办幼儿园在内

的全市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共78万
人，普惠率达到80.7%，“入园难”“入园
贵”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

力争到2020年实现幼儿
园教师全员持证上岗，实现从
“有园上”到“上好园”的转变

普惠性幼儿园收费低，并不意味着
办园质量低。近年来，重庆各区县结合
自身实际，从大力改善办园条件，提高
幼儿一日生活质量，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提高幼儿园保教质量等方面入手，
着力实现从“有园上”到“上好园”的转
变。

“小朋友可以在家门口捡点树枝、
树叶、松果带到幼儿园，我们一起来布
置活动室好不好？”4月2日，市级示范
幼儿园——云阳县杏家湾幼儿园教师
陈虹、谭天琼等4名骨干教师来到桐林
小学附设幼儿园，现场指导幼儿一日活
动，通过结对帮扶，提升边远贫困地区
普惠性幼儿园的办园质量。

“我们在楼梯间开辟了一个读书
角，给小朋友营造一个书香氛围。”“小
班的活动室每间设立了 4个活动区
角。”“云阳县杏家湾幼儿园的老师们还
教我们的孩子做了有趣的韵律操。”谈
起结对后的收获，桐林小学附设幼儿园
的5位老师都倍感振奋。

不仅仅是桐林小学附设幼儿园的
老师受益匪浅。据悉，该县通过城乡结
对，成立“1+X”学前教育发展联盟的方
式，用11所城镇优质园引领带动33所
乡镇公民办幼儿园协同发展，提升了普
惠性幼儿园的保教质量。

不仅是云阳，我市其他区县也在
不断创新方式，加强对学前教育教师
的培训，进一步提升办园质量。大渡
口区成立了学前教育发展指导中心，
计划到2020年共培养400名新教师、
60名骨干教师、50余名合格园长和
20余名优秀园长。

“从市级层面讲，我市将继续实施
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定向培养计划，大
力培养初中毕业起点的五年制专科层
次教师，引导中等职业学校加大对保育
员培养力度。计划用两年半左右的时
间，分层分类培训幼儿园园长、教师，力
争到2020年实现幼儿园教师全员持证
上岗。”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说。

发展公办幼儿园 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提升保教质量

重庆多措并举缓解“入园难”“入园贵”
本报记者 匡丽娜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4月1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渝中区历史文化街
区建设管理委员会获悉，历时两年，十
八梯传统风貌区首开区已于近日完成
保护修缮，建筑错落分布在梯坎两旁，
再现巴渝民居风情。

十八梯传统风貌区位于渝中区较
场口，总建设面积17万平方米，2017
年5月正式开工建设，预计总投资规模
将超过20亿元。目前，项目首开区主
体工程已竣工验收，景观工程、灯饰工
程以及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也进入扫
尾阶段。

17日下午，重庆日报记者经较场
口城市阳台进入十八梯传统风貌区首
开区。站在首开区入口，可以看到一栋
栋吊脚楼式建筑错落分布在梯坎两旁，
依山就势，采用分层筑台等山地建筑手
法，体现出巴渝民居风情。行走在高低

错落的建筑间，时而曲径通幽，时而豁
然开朗。除了常见的青砖外，建筑还在
适当的位置运用了红砖，使得建筑的整
体色彩不再单调。

“项目施工前，工作人员在老石梯
上铺设了木板，以达到保护目的。”负责
项目保护修缮的相关人士介绍，首开区
保护修缮过程中没有破坏或改变原生
黄葛树的生长位置，还为树木腾出了生
长空间。

该项目负责人说，十八梯传统风貌
区将以巴渝民俗文化为底蕴，以老重庆
建筑风貌和市井生活为特色，打造成集
影视拍摄、情景体验、文化娱乐、休闲度
假、商务会议等功能于一体的人文观光
旅游目的地。

据悉，首开区暂时不面向市民和游
客开放。十八梯传统风貌区项目计划
于2021年整体对公众开放。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通讯
员 黄舒）4月15日，大足石刻千手观
音造像“住宅”——大悲阁修缮工程正
式启动，预计今年9月底完工。期间，
大足石刻景区将对大悲阁进行半封闭
施工，游客可走安全通道正常参观千手
观音造像。

2015年6月13日，历时8年的全
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大足石
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竣
工。如今考虑到周边环境条件将影
响修复质量，大足区将千手观音造像
的“住宅”——大悲阁修缮工程提上了
日程。

据相关史料记载，明代洪熙元年
以前，大悲阁就已存在，保护着千手观
音造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解决
室内空气流通不畅，光线不足等问题，
大悲阁建筑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维

修，之后再没有开展过全面的维修保
护工作。

然而，在长期自然营力和人为因素
的作用下，大悲阁受地基沉降、材料老
化、结构变形等影响，导致部分柱子下
沉，引起局部构架连带变形，屋面多处
漏雨，木构件多处糟朽等严重安全隐
患，不利于千手观音造像长久保存。为
此，大足石刻研究院和国内众多文物保
护专家对大悲阁进行了长达三年的监
测，并根据监测结果不断对大悲阁修缮
方案进行反复讨论，最终正式启动了修
缮工程。

据大足石刻博物馆副馆长胡蓉介
绍，大悲阁修缮工程主要包括大悲阁地
面、柱子、大木构件、屋面等，涉及面广、
技术难度大。修缮内容主要涉及台基、
柱子、大木构件等15个不同专业范围，
要使用50余种修复工作手段。

大足千手观音造像“住宅”大悲阁启动修缮
游客可走安全通道正常参观观音造像

十八梯首开区保护修缮完工
吊脚楼式建筑再现巴渝民居风情

4月12日，云阳县杏家湾幼儿园，晨练的小朋友们。 记者 万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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