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王庆丽 实习生 罗英

中午 11 时，一把大锁横跨在
杭州“文新街道老年食堂”正门两
侧的把手上，宣告这个营业面积
达 300 平方米的大型老年食堂已
然歇业，暂时退出了居民的生活
舞台。

文新街道地处杭州西湖区，
现辖 12 个居民社区和 2 个股份
经济合作社。承担老年食堂运
营的香樟社区，现有居民 6000 余
人 ，其 中 老 年 人 占 比 达 三 成 以
上。然而，从 2009 年食堂创办至
今 ，此 次 已 是 第 二 次 更 换 经 营
者，原定于 2015 年 6 月到期的承
包合同，于今年 8 月 31 日被提前
终止。

“我们究竟是否需要老年食
堂？”这是香樟社区正在进行的一
项问卷调查，对此，居民普遍给出
了肯定的答案。然而，如何才能
让它维持正常运营，却成了一道
难题。

问成本：平价如何实现？

“一顿像样的中饭，怎么也得
花上十几二十元钱，而我花同样
的价格，多走几步到外面竞舟路
或者文二西路上的小饭馆，便能
吃到更加丰富可口的饭菜。”在
香樟社区采访时，70 多岁的居民
周大爷这样告诉记者，即便享受
八折优惠，一个人一顿饭也不如
自己买菜做饭划算。

而同样是在午饭时间，记者
在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街道南肖埠
社区的老年食堂，看到的却是另
一番景象：在社区居民服务中心
楼下的一间 20 多平方米的小屋
内，前来就餐的社区居民络绎不
绝，不时还有在社区周边公司工
作的白领结伴来此用餐。

如 何 控 制 食 堂 运 营 的 成
本？南肖埠社区党委书记梁旭
珍 给 我 们 算 了 这 样 一 笔 账 ：自
2002 年老年食堂开业至今，一直
采取社区自主经营的方式，场地
及其他硬件设施全由社区负责
提供，人工开支在食堂的整体运
营中占比最大。为此，他们一方
面通过合理利用政策设置公益
性岗位，聘请社区内一位熟悉餐
饮行业的下岗居民作为管理者，
另一方面也对外招聘了三名工
作人员分作大厨、小工及配送人
员。

这样一来，食堂负责人作为
社区工作人员，工资无需额外支
付，而其他三人的报酬可由街道
根据区里下拨的相关补贴予以支
付。在这基础上，饭菜的定价基
本是原材料本身的价格，属于不
折不扣的“平价”销售。

不仅如此，社区对于不同类
型的居民，还予以不同程度的用
餐优惠。例如户籍在社区内的 70
岁以上老人，不仅每月有 15 元的
抵价餐券，券用完后还有七折优
惠 ，普 通 居 民 则 可 享 受 八 折 优
惠。记者在食堂内看到，一份一
荤三素的午饭，定价10块，而老年
人只需7元便可享用，的确算得上
价廉物美。

问运营：模式如何取舍？

与南肖埠社区不同的是，香
樟社区的老年食堂从开办起，一
直将食堂承包给其他餐饮公司经
营。据香樟社区党委书记厉惠敏
介绍，由于社区工作人员数量有
限，亦从未有人涉足过餐饮行业，
因此，他们选择了“联营”的运营
模式。

对于承包商的选择，社区也
是颇费苦心，从当初有意向的多
家餐饮公司中精心挑选了一家成
功经营过单位食堂的餐饮公司。
随后，街道不仅在店面装修及房
租费用上对承包商给予较大优
惠，同时，还出钱为其更换了清洁
效果更好的抽油烟机，并改造了
下水管道，修建了专用蓄水池。

“为保持食堂的公益性质，我们也
没少投入人力物力财力，不知为
何还是经营不下去？”厉书记无奈
地说道。

相比“自营”，杭州更多的社
区老年食堂选用的都是这样的

“联营”模式。说起它的优势，滨
江浦沿街道滨文社区党总支副

书记杨彩圆用“省心、省事、省成
本”来形容：“我们不干涉经营，
不操心赢亏，只要对食品卫生、
是否照顾到老年人的饮食习惯
等方面进行把关即可。”2012 年，
滨江浦沿街道的滨文社区率先
与宁波餐饮连锁公司“顺旺基”
合作。

据杨书记介绍，目前社区对
老人用餐的优惠政策为“充 60 元
抵 100 元”，差额部分由社区通过
区里划拨的相关财政补贴支付给
餐饮公司。由于补贴费用有限，
社区格外注重对于使用者的资格
审查及充值额度限制。根据规
定，具有本小区户籍的 60 岁以上
老人、以及户籍不在本小区的 70
岁以上老人才可享受优惠，且每
人 每 月 的 最 高 充 值 额 度 为 500

元。此外，他们还建立起每三个
月一次的查账制度，随时掌握老
年食堂的财务状况。

问市场：口碑如何维系？

“与知名餐饮公司合作，我们
也不是没有尝试。”香樟社区党委
书记厉惠敏告诉记者，为了让老
年食堂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他
们曾先后同“外婆家”等餐饮公司
联系。然而，由于可提供的场地
不属于沿街店面、不方便外来客
人入内停车等原因，最终都未达
成合作意向。

厉书记说，老年食堂两次从
开业到关门的轨迹都是一致的。
即刚开张时，居民揣着好奇心前
来就餐，一段时间后发现价格不
低、种类也不够丰富，于是渐渐减
少光顾次数，而食堂则根据顾客
人数相应减少了供应数量及品
种，从而进入“恶性循环”，最终门
可罗雀。采访中，许多年长的居
民也告诉记者，由于自己的腿脚
本就还灵便，不需要仅靠食堂来
解决就餐问题。

怎样让老年食堂维持好的口
碑，使之成为居民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南肖埠社区党委书
记梁旭珍说，除了价格以外，“安
全”是另一个重要因素。

据她介绍，南肖埠社区居民
组成的督查队，每周轮流对老年
食堂的用餐环境和员工着装等方
面进行检查。而就在食堂楼上办
公的社区工作人员，则随时进入
食堂抽查进货单、观察食品留样，
并查看冰箱、冰柜及餐柜的卫生
情况。此外，社区还派出一名工
作人员，每月定期对食堂进行价
格抽查。通过这种全方位、多角
度的监督，社区居民对于老年食
堂的口碑也随之建立。

从 2013 年起，凯旋街道又对
辖区内的所有老年食堂统一管
理，除统一规章制度，还为每个食
堂冠以“凯乐惠”的统一名称。“吃
了要乐惠，这是我们老杭州人常
说的一句话，也是我们办老年食
堂的宗旨。”梁旭珍说。

杭州一老年食堂关门引思考，记者探寻经营之道——

老年食堂，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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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RUI MIN SHENGRUI MIN SHENG

锐

中午11时，杭州西湖区文新街道老年食堂大门紧闭。 王庆丽 摄

在南肖埠社区的“凯乐惠”老年食
堂，社区 70岁以上居民可享受“一荤
三素”七元钱的平价饭菜。 罗英 摄

陆遥

这两天，一个有着罕见姓氏的
名字，因为一个小小的举动，迅速传
遍了整个杭城。

贠健（做姓氏读 yùn，其他读
yuán），杭州第三人民医院肛肠外
科主任医师，若不是病人向媒体爆
料，不仅院方，连同科室医生都不知
道，他一直给病人病历上留手机号，
让病人有问题随时打电话，这个习
惯已经坚持了 15 年。病人说主动
给手机号的医生太少见了，可贠健
却说，留号码只是件小事。一个电
话能让病人少跑趟医院，才最实在。

坚持 15 年在病人的病历上留
个人手机号，这是一种怎样的执著
与坚守？但贠健做到了，他做得那
么的平淡从容，甚至连同科室的医
生都蒙在鼓里。

医者，仁心。医德医风的内涵
是责任心和爱心，缺失了这两者，不
仅严重影响到白衣天使的美好形
象，严重的甚至关系到病人的生命
安全。近年来，医患矛盾日益尖锐，
各种极端事件时有发生。由于社会
压力较大，工作特别繁忙，部分医护
人员在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中缺乏责
任心和爱心，怕麻烦，不愿和患者多
接触，造成医患之间沟通不畅，徒生

戾气，最终导致严重后果，令人惋
惜。

作家张晓风曾经说过，病人来
看病，其实是来看他们生命里的悲
情。医护人员面对病人，应该充满
温情，应该多些责任。现实生活中，
大部分病历医生的字迹不仅龙飞凤
舞不可辨别，最多留下一个科室电
话，有时甚至只有一个医院总机
号。留下的固定电话，过了正常上
班时间便无人接听。病人满脑子的
疑问无人解答，只会陷入更深的心
理压力。贠健，却甘愿“自找麻烦”，
自愿延伸自己的工作时间，让患者
享受到无后顾之忧的医疗服务，想
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真正是
做到了以人为本。

在病历上留个人手机号，是高
度责任心的彰显，也是爱心的昭
示。给患者留下求医问诊的便捷通
道，让他们在受疾病困扰时，能尽可
能快地得到救助。这是医生主动给
患者的一份约定，更是医患之间的
一种默契与信任。

良好的医德医风，是医院挺立
医疗服务市场的“软实力”。期盼越
来越多的医护人员能像贠健医生这
样，从患者的角度换位思考，给予对
方尽可能的方便，构建和谐医患关
系。

医者，贵在有仁心
民情同期声

本报天台 9 月 15 日电 （记者
梁国瑞 县委报道组 徐平）“法明，
这块留用地，手续办得怎么样了，我
们连钱都准备好了。”晚饭前，73 岁
的茅昌田骑着电瓶车从村口穿过，
冲着村主任茅法明问道。

茅昌田所在的始丰街道茅导师
村，位于高速出口附近，是天台新城
区开发第一村。十年前，村里的
350 亩地全被征用作为新城建设，
返还给村里的 1000 多平方米留用
地，一直没有得到开发利用。

“这几天就找你们要钱，把缓缴
的费用交掉，马上就可以招标开工
了！”茅法明兴奋地说，这100多万元
城市建设配套等费用，已经缓缴了
近一年，将通过村民集资方式凑齐，

“我们还在争取县里减免一部分。”
近年来，随着天台城市建设的推

进，大量村级集体土地被征用，不少
村庄在获得货币补偿的同时，也因生
产、经营性资产的征迁而导致村级经
营性收入急剧下滑，甚至“返贫”。以
茅导师村为例，尽管村民家家户户都
已得到安置，但村集体几乎没有任何
收入，村民生活无法改善。

“街道54个村、社区，有21个村
涉及征地，根据政策可享受留用地
412 亩至 688 亩。”始丰街道副书记
戴连续说，“不少村土地征完了，百
姓没了经济来源，迫切需要通过集
体经济的壮大解决后顾之忧。”而村
庄独立开发留用地，又面临大量难
题，不仅政策不熟悉，规划、设计、招
商引资都缺乏专业人才，往往事倍
功半。

今年 2 月，始丰街道抽调熟悉
城建、国土、项目前期、招投标程序

的干部，成立村级集体经济开发服
务中心，专门为这些被征地村开发
留用地。同时，将村经济发展用地
纳入土地利用规划，加快兑现历史
留用地欠账指标和留用地报批工
作，并在新征用土地时对村级留用
地的选址优先规划布点，保证其随
征地推进同时落实到位。

在村级留用地的开发上，街道
还开设“绿色通道”，实行“一堂会审
制”，避免多头申请、反复盖章。除
上缴国家规定收费项目外，城市建
设配套等规费能免则免，不能减免
的，则实行缓缴，以缓解村级资金紧
张矛盾。

服务中心成立后，帮茅导师村
对 1020 平方米留用地办理了一应
手续，将建成一座 6 层高的综合办
公楼。“此前村里跑了 10 年，尝试多

次都搁浅了，这次终于能成了，下半
年肯定能完成招投标，一年时间建
成。”茅法明说，到时候，每年租金就
有 200 多万元，村里 135 户家庭，每
户将能分到1万多元分红。

离茅导师村不远的西演茅村，
村里被征 700 多亩地后，得到 24 间
临街地基，“预计年底就可以办完所
有手续，明年就可以开建综合大楼，
每年租金也能有 200 多万元。”村支
书茅昌平说。

“城市建设在加快，被征地村民
的利益更要保障，让留用地真正成
为农民的‘聚宝盆’。”戴连续说。目
前，当地根据留用地的区位和资源
优势，探索出了适合各村特色的多
种发展模式，初步形成了工业租赁
型、楼宇投资型、农业开发型等多种
发展格局。

天台成立村级集体经济开发服务中心

“掘金”村级留用地

本报象山9月15日电
记者 应磊
县委报道组 俞莉 陈光曙

今天上午，一个以海洋影视文
化为主题的影视基地在象山破土动
工，项目占地面积约 1000 亩，总投
资约 15 亿元，由浙江广电集团和象
山县人民政府共同出资，预计 2017
年可建成开园。

据了解，浙江广电象山影视基

地项目将结合象山滨海资源和浙
江广电的品牌优势，打造以影视先
锋技术来体验海洋文化的创意旅
游目的地，集主题游乐、影视拍摄、
休闲度假、创意产业为一体的文化
旅游综合体。项目一期工程以民
国时期风格为主题的影视拍摄区，
结合周边大塘港水系重点打造以
火车站、码头为特点的港口城市场
景 地 ，建 筑 单 体 57 个 ，面 积 近
25000 平方米。

象山：打造新影视基地

本报杭州9月15日讯
通讯员 沈琳韫 记者 马悦

今天，记者从杭港地铁了解到，
在9月22日中国城市“无车日”来临
之际，杭州地铁为开车通勤族准备
了两万余张免费的地铁赠票，鼓励
市民搭乘地铁低碳出行。

据了解，从今日起至9月21日，
杭州地铁 1 号线将携手支付宝、媒
体等，向杭城车主免费发放地铁 1
号线单程票的电子版与纸质版兑换

券。领到兑换券的车主可于“无车
日”当天，到地铁 1 号线任意车站，
出示兑换券免费换取地铁单程票。
1 张兑换券兑换 1 张当日有效的单
程票，可乘坐至1号线任意站点。

此外，9 月 23 日至 9 月 29 日期
间，杭州地铁 1 号线还将开展“开
卡、充值送地铁单程票”活动。市民
在地铁站内新办“杭州通”卡并当场
充值 50 元以上，即可免费获赠当天
有效的单程票一张。免费获赠的单
程票不可退票，赠完即止。

鼓励无车日低碳出行

杭州：发放两万地铁票

本报杭州9月15日讯
通讯员 孔朝阳

今天，笔者从省农办获悉，我省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已进入抢进
度保质量的关键阶段，为确保新增
受益农户 150 万户目标任务，有关
部门进一步强化资金、技术、服务等
保障。

我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面广
量大，在短时间内集中开工建设，

一些地方存在技术与劳工力量跟
不上。为此，省农办聘请科研院
所、环保公司、大专院校、农村能源
办等单位近 100 名专家，深入基层
就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项目组织、
工艺流程、管理要点、技术规范等
进行辅导。省及各设区市农办（农
村治污办）近期也将组织力量开展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进程工作的重
点督导，全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进程。

百名专家组成技术服务团

我省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老年食堂的开开关关，在杭
州并不独是文新街道这一家。据
了解，翠苑一区、九莲社区等许多
社区的老年食堂，也都有过类似
经历。有数据显示，截至 2013年
6 月，杭州主城区范围内共有老
年食堂401家。

如果没有来自上级部门的相
关补贴，仅凭街道或社区自身的力
量并不足以维持食堂运营。南肖
埠社区的老年食堂，就是得益于江
干区民政部门每年六七万元的补
贴。而要将有限的资金合理利用，
实现利益最大化，还需成熟而有针
对性的监督指导。

■ 链接

9月15日，一场公益活动在杭州湖墅街道霞湾巷社区举行，专家为社区居民现
场讲解怎样分辨真假蚕丝被。 记者 魏志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