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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赋能
养老产业迎新机遇

在上海，一种社区嵌入式的综合
性养老服务机构，正在以“长者照护
之家”的形式辐射到更多用户，也为
居家养老提供了更多技术层面的选择。

2007年，在美国硅谷工作的丁勇回
到国内，与从德国、澳大利亚留学回国
的几个海归共同创办了爱照护长者照
护之家。大家有着共同的初心和照顾老
人的经历，也更清楚地意识到提供优质
的养老服务有多重要。他们决定，通过
开发新技术和产品，提高养老服务质
量，让老人在家中颐养天年，在自己最
熟悉的环境中快乐生活。

丁勇回国时，父亲被诊断出患有
帕金森病。为了平衡照护父亲与工
作，他开发出一款软件，让自己不在
家时也能实时了解父亲的动态情况。

在爱照护提供的服务中，“床”变得

智能而高效，也被赋予了更大责任，床
上安装的传感器可以防止老人因久卧
而增加生褥疮的风险；老人去洗手间的
时间比平时长，就可能触发警报并发送
至相关联系人……通过一系列自主创
新和开发的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技术的
应用，丁勇尝试用科技的思维来解决当
前护理人手不足的问题。他相信，信息
技术未来将在养老服务业发展中扮演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老年人更喜欢在家中或者在社区
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养老。通
过技术，可以帮助老人在自己的环境
里与专业人员对接。服务一个老人需
要多少‘兵种’呢？护理员、护士、
全科医生、康复治疗师等十余种，技
术相当于把不同‘兵种’之间的工作
语言翻译成大家共同认可的‘握手协
议’，在未来它可以更好地提高协同效
率。”丁勇对本报记者说。

如今，丁勇的团队已发展成覆盖上
海大部分地区的养老服务提供商，并将
业务辐射到北京、宁波、兰州等地 500

多个社区，甚至拓展到韩
国、日本，为国内外 20 多
万户家庭提供智慧养老
服务。丁勇说，应多关注
老人的“能”而非“不能”，

“积极养老”很重要，要在
巩固和强化老人尚拥有
的能力方面下工夫。这也
是养老理念的进步。

人才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需要的是共享与交互，人
才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所长黄平认为，搭建了知识交互的基础，相当于拥
有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与会专家一致认
为，不管是哪个国家、不管发展程度如何，国与国
之间都应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共享人类文明智慧。

西交利物浦大学新时代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薄智
跃认为，人才培养和智库发展对于“一带一路”建
设来说非常重要。如何培养更多人才，使他们能够
并愿意潜心研究“一带一路”参与国中那些相对

“冷门”的国家，从而为决策提供更专业的评估信
息，这值得探索。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如何解决不熟悉当地文
化、语言和法律法规等问题也是需要重视的。

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杨立伟则分享了学校在
“一带一路”人才培养中的一些经验。比如，举办
“丝绸之路”国际暑期培训班和青年领袖项目；在一
些“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举办服务性学习课程和
实习项目；设立交换生项目和研究项目等。不仅如
此，香港理工大学未来还将为“一带一路”参与国
家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以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到中国
交流、学习。

充分发挥留学生的纽带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中，留学生可以做些什么？如
何做得更好？在论坛中，这一话题也成为与会学者
和专家探讨的重要内容。

香港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吴宏伟认为，学生是
最好的和平传递者，也是很好的媒介，可以深度参
与国际合作，这也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

上海纽约大学教授雷蒙表示，留学生在其它国
家生活和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更加充分地了解与感
受到国家之间的文化和思想差异，也可以更深入地
了解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误解与存在的障
碍。因此，在跨文化对话之中，留学生可以发挥很
好的桥梁纽带作用。

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指出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指出，，有一个现状不容忽有一个现状不容忽
视视，，那就是留学生的分布相对集中于西欧和美国那就是留学生的分布相对集中于西欧和美国，，
而在中东欧而在中东欧、、非洲等非洲等““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家倡议参与国家，，
中国留学生数量还不够多中国留学生数量还不够多。。可喜的是可喜的是，，一些学校已一些学校已
经开始探索和实践如何将人才培养战略与经开始探索和实践如何将人才培养战略与““一带一一带一
路路””倡议对接倡议对接，，在未来在未来，，留学生群体一定会为推动留学生群体一定会为推动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贡献更多力量倡议的实施贡献更多力量。。

如何推动减贫与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
重点。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欧美同学会第二届智库论坛，一
场主题为“减贫与中国实践”的对话引发关注。

“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绩。现在，中
国进入了新时代，在解决国内贫困问题的同时，也在帮
助国际社会解决贫困问题。中国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减
贫事业提供了经验与帮助。”来自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的白
亚德称赞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 40 年
来，我国贫困人口已累计减少8.53亿人，对全球减贫的
贡献率超过70%。

作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提供帮助。据中国扶贫基金会
副秘书长王军介绍，目前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缅甸、尼泊
尔、苏丹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实施有扶贫项目。

与此同时，中国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做出了巨
大努力。

诺贝尔和平奖共同获得者莫罕·穆纳辛何说：“作为
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为实现平衡、包容和绿色增长做
了非常多的实事。”他赞赏“一带一路”倡议，肯定了

“一带一路”对世界的贡献，“不仅平衡了投资，而且更
多地考虑了包容性社会的发展。”他说。

中国是最早提出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之
一，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贡献出中国
智慧。

办养老院、建养老小镇，满足精神与生活双重需求——

“中国式养老”的海归解答
本报记者 孙亚慧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尊老、敬老、爱老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截至去年年底，中国 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已达 2.49
亿，占总人口的17.9%。如何满足老人需求？怎样提供更优质的养老
服务？一些海归尝试着给出自己的答案：建养老小镇、办养老院、发
力技术创新……

把爱洒进老年人的心间

武汉市武昌区徐东社区大家庭养老院的院长陈
卿，算得上远近闻名。

2008 年，徐东团结村启动城中村改造，陈卿家
5000多平方米的房子被拆，开发商补偿了35套还建房
和 160 万元人民币的现金。此时，在澳大利亚卧龙岗
大学电子商务专业毕业后进入职场的陈卿决定回国，
用自家分得的房子筹办养老院。

建养老院的想法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为弥补陈卿
父亲当年因忙于生计无暇照顾老人的遗憾。父子二人
一合计，卖掉 9套房子换得现金，又把剩下的 20多套
房子统一装修，在闹市之中打造出了一个能够让老人
舒适享受生活的温馨乐园。

2013 年 7 月，陈卿的养老院正式开张营业。近
4000 平方米的区域内设置了 198 个床位，老人居住的
每个房间内都配备了独立卫生间和浴室，院内还有空

中花园和可供老人休闲的娱乐活动区。
“夕阳产业、朝阳事业、微利行业”，陈卿

曾用这十几个字来描述自己投身的养老行
业。市场培育期长，潜在风险也不小，路虽艰
难，但他觉得心中很满足。

开业之初，陈卿也陷入过因入住老人
太少，养老院亏损严重的窘境。但慢慢
地，依靠服务和口碑，老人越来越多，现
在的入住率一直维持在80%左右。

对老人而言，子女的陪伴才是最温暖
的爱。陈卿最初想了个办法，养老院的费
用只能月付，不支持手机转账，只能现金
支付，为的就是让子女多来这里陪一陪自
己的父母。“现在移动支付被普遍使用，其
实我们这里也不例外，很多老人的家属都
习惯移动支付，但他们理解我们的良苦用
心，积极配合我们的要求，来养老院支付
现金，即使是手机转账，绝大多数人也是
来养老院转。”陈卿欣慰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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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探索医养结合
“三位一体”模式

深入探索医养结合机制，2009
年从英国诺森比亚大学获得商业信
息技术专业硕士学位的周斌致力于
开发的莱阳·威德健康小镇已经成
为山东省 32 个省级服务业特色小
镇培育单位之一。

今年 3月，全新的烟台莱阳市
人民医院正式搬入新院区，医院由
原来的莱阳第二人民医院迁建而
来，是当地政府与企业的PPP合作
项目，周斌正是项目社会资本方的
负责人。新的人民医院之所以令人
眼前一亮，是由于在项目规划之
时，就将医院和养老院纳入同步规
划建设，从而打通了养老与医疗之
间的通道，实现医、养、康“三位
一体”的医养结合模式。

周斌向记者介绍说，在“家中
有医，医中有养”的发展思路之

下，老年公寓与人民医院通过连
廊相接，并在老年公寓房间内统
一配套安装了“一键自救”系统
和供氧系统，在此居住的老人若
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在最短时间
内得到治疗。对于长期患有慢性
病的老人来说，可以根据病情需
要，在“医疗”与“养老”间转
换，实行动态管理，“‘无病做保
健，小病不离床，大病不离院’，
通过医养结合为老人营造富有品
质的生活居所。”

由于护理人员人力成本增加、
老年人对服务价格的承受力有限等
原因，一些养老机构的确处于经营
困境。就在不久前，位于北京市西
城区德胜街道的双旗杆社区养老
驿站悄然关门，这个由几位海归
联手打造的养老驿站一度成为社
区老人休闲娱乐的热门场所，而
现在，因经营不善谢幕收场的结
局不禁令人唏嘘。

如何能够实现养老机构的持续
健康运营？周斌认
为，要把握市场规
律，养老机构从一
开始“有人来”到
后 来 “ 留 住 人 ”，
其 间 需 要 很 多 努
力，不仅要求养老
机 构 提 供 周 到 服
务，也需要政府、
企业、社会的多方
努力，共同帮助养
老机构“行得稳”

“走得好”。

探索
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之道

姜在辉 刘紫雯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
大同。”齐聚菖蒲河畔，几场中外专家之间的
对话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是欧美同学会第
二届国际智库论坛暨菖蒲河论坛上的画面。
与会专家表示，在全球化进程中，要更好发
挥智库作用，以智库交流为纽带，为推动国
际合作贡献智慧，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共享与合作”助推全球化发展

论坛上，多国文化学者指出，知识的传播与共
享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至关重要。韩国开
发研究院国际政策研究生院院长柳钟一认为，社会
的发展和人类福祉的改善均得益于知识的交换与分
享，“现在最有效的发展工具就是分享知识，发展科
技。要分享新的思想，这也是发展合作中非常重要
的方面。”他说。

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享共建的基础上，
将不同国别与地区的知识体系与思想智慧相连，取
长补短，形成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

“中国的成功，也是中国作为‘合作者’的成
功。”罗马尼亚中国工商会荣誉主席勒兹万·伊万·珀
乌内斯库先生说，“中国凭借这种合作共赢的态度，
在未来还会实现更大的奇迹。”

德国学者迈克尔·布里认为，欧洲也应该秉承一
种共享、共赢的心态进行开放，“尽管我们建立了欧
盟，但我们并没有用一种合作性、包容性的方式向
其它国家和地区开放。我们应当学习中国是怎样进
行开放的。”他说。

如今，“逆全球化”趋势抬头，世界正面临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在
这样的背景下，信任、包容与共享就显得更为重
要，全方位审视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努力实现开放
共赢。正如印度工商会联合会执行董事阿都尔·达
拉果地所说：“我们都支持全球化，我们需要团结
起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推动全球治理的公平
和透明。”

陈卿 （左） 与养老院的老人在一起陈卿陈卿 （（左左）） 与养老院的老人在一起与养老院的老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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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7日，来京参加欧美同学会第二届国际智库论坛暨菖
蒲河论坛的中外嘉宾前往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参观。

有些外方专家是首次来到国家博物馆，中国几千年文化的
深厚底蕴令他们印象深刻。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专家赞叹说：
“ （中国） 千年文化的博大精深，了不起！”

图为与会嘉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冯世光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
供供，，插图来源于网络插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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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市普陀区万
里社区爱照护长者照护之
家，工作人员正在帮助老
人使用电动爬楼机上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