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虎力邮局
不仅是“八虎之力”

赶往虎林虎头“求戳”者众

“十分幸运！”桦南邮政分公司副
总经理初雨桥告诉记者，在全国选定
的 36家 2022（壬寅）年生肖原地邮局
中，桦南县有幸被选中两家：一个是八
虎力邮政支局，一个是桦南东北虎自
然保护区。

“八虎力邮政支局源于八虎力乡
八虎力村所在地而得名，随着撤乡并
镇，八虎力乡已经于20年前并入孟家
岗镇，八虎力村和八虎力邮政支局依
然存在，而桦南东北虎自然保护区没
有设置邮局，从保护东北虎栖息环境
的需要，禁止人类从事生产生活活动，
仅以一个风景区纪念邮戳的形式彰显
生态保护的意义。”

“真没想到我们这个乡村邮局火
了。”初雨桥介绍，自去年12月八虎力
邮政支局被确定为生肖原地邮局后，
该邮局陆续收到来自国内外求虎年
日戳的邮友挂号平信2000余件，尤其
是 1 月 5 日壬寅虎年生肖邮票首发
日，一天就盖戳1000余件。

1995年根据八虎力乡群众用邮需
求，桦南县邮电局在此设立了八虎力邮
电所，经历四次改革，成为今天的八虎力
邮政支局。随着电子贺卡盛行，八虎力
邮政支局在转型中仍保留明信片寄递、
报刊发行、函件广告、集邮等传统业务。

“八虎力的名称，传说是因为有
八只老虎合力推开拦截在河道上的
巨石，救民于水灾而来，河流也被取
名八虎力。”初雨桥说，如今的八虎力
邮政支局充分利用邮政独有网络优
势、配送优势、宣传优势，在扶贫脱
困、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经济建设
和民生服务贡献着邮政力量。

5

每
事
问

新

闻

调

查

本期主编：张海鹰（0451-84652978）
视觉总监：仲伟迅

执行编辑：毛晓星（0451-84655725）
美 编：赵 博

2022年1月11日 星期二

E-mail：meishiwen2020@126.com

扫描二维码下载龙头新闻，
看“每事问”频道更多精彩内容。

1月 5日开始，壬寅（虎）年
生肖邮票全国首发，虎林市邮政
分公司还发行了《天下第一虎》
极限封和极限片、《双虎迎春》纪
念封、《双虎迎春》纪念册等，以
特殊的“邮文化”迎接新春的到
来。

“好久没见过这么火爆的场
面了！”虎林市邮政分公司集邮
业务部经理关淑华告诉记者，从
5日开始，每天一大早就有集邮
爱好者排队“求戳”，“我们增加
了 3个接待窗口，每天 7点就开
门纳客了。”

截至 1月 9日，虎头邮政支
局国内挂号平信发出 3000 余

件，国际挂号平信发出 100 余
件，“业务量远超过去十几年的
总和！”

为啥选中虎林？关淑华说，
虎林有虎啊！近年来这里多个农
场、林场都发现了野生东北虎。
其次，虎头邮局的邮政日戳中带
有“双虎”。据考证，全国唯一。

另外，虎林拥有“天下第一
虎”风景纪念日戳，该日戳主图
为坐落在虎林市虎头镇虎头山
上的“天下第一虎”雄姿，并刻
有“天下第一虎”和黑龙江虎林
虎头的文字，创下“虎林”“虎
头”“天下第一虎”一戳三虎纪
录。

在 14家壬寅年“虎蕴吉祥”祈
福邮局名单中，北极村邮局是我省
唯一入选者。

“我们深感骄傲和自豪。”1月5
日早 8 点，邮局的工作人员带着
100枚“虎蕴吉祥”生肖祈福纪念封

到达了距离县城 75 公里的北极
村。电脑录入信息，手工书写邮寄
地址、盖戳、粘贴挂号标签……下
午 4 点半，100 枚虎年祈福封全部
装入邮袋邮出。

成立于1953年的北极村邮局，
冬季最低气温零下 48摄氏度。在
这种恶劣的气候环境下，经过几代
邮政人的努力，于2021年打造成为

“最北最美邮局”。该局不但可以办
理邮政和储蓄业务，还销售家乡包
裹、个性化邮册、风景明信片、DIY制
作及与“北”文化有关的各种纪念
品。据悉，这个小小的邮局近年来年
收入超400万元，仅集邮、函件、家乡
包裹三项收入就占总收入的85%。

“两虎戳”全国唯一 更有“一戳三虎”

史料记载，1902年，清政府
在虎头设招垦分局，1910年虎林
最早的邮政机构在虎头设立，至
今已有111年的历史。

关于虎林和虎头的名称由
来，其传说版本颇多。《虎林县
志》中记载，“虎林”是以贯穿其

境内的七虎林河而得名。七虎
林是满语“沁呼林”的谐音，意为
沙鸥落脚的地方。

如今，虎林凭借大森林、大湿
地、大界江、大农业等自然资源，
以及驰名中外的珍宝岛、震惊世
界的虎头要塞成为旅游打卡地。

生肖原地邮局、祈福邮局是如何选定的？

北极村邮局 中国最北最美邮局

据悉，2019 年、2020 年
国家相继出台《医养结合机
构服务指南（试行）》、《医养
结合机构管理指南（试行）》，
明确规范医养结合的标准。
省海员总医院党委书记张欣
表示：“对标对表，加以落
实。”

针对医保结算问题，哈
尔滨市中医院肾病肿瘤科主
任王晓婷认为：可借鉴上海
等城市的先进经验，统筹设
计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护理
保险组合，优先把针对失能
等患病老年人的中医康养服
务纳入基本医疗保险。

在社区养老方面，哈尔滨
新松茂樾山医养社区总经理
高珊表示，国家卫健委于2020
年末颁布了《关于加强老年人
居家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
可为居家养老提供上门医疗
服务，这就需要进一步规范风
险的防范和责任等。

针对护理人才短缺问
题，哈尔滨市政协委员隋贯
红建议：“可将养老护理员纳
入公益性岗位范畴，为其设
立政府特殊岗位补贴，稳定
工资福利。”

还有业内人士认为，将
数字化健康管理、在线远程
医疗服务、健康档案实时动
态数据等三方有机结合，可
大大缓解医护人员不足、医
疗资源过度使用等问题。

业内人士普遍表示：相
关规定有了，还需卫健、民
政、社保等部门齐抓共管，才
能更好推动医养结合养老服
务高质量发展。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
省分公司集邮与文化传媒部副总经
理孙威介绍，生肖原地邮局是在“原
地实寄”服务的基础上创新转型的
一种服务形式，主要是为生肖集邮
爱好者提供生肖原地邮局邮戳加盖
和实寄服务。每年的 1月 5日生肖
邮票首发日，选取一定数量全国各
地与当年生肖名称有关的原地邮局
（根据邮票反映的题材和图案来选
定寄出地点，从该地点所属行政区
选出最近的邮局），以生肖首日封为

载体寄出贴当日发行生肖邮票加盖
当日邮戳的一种服务。

2021年入选的桦南县八虎力、
桦南东北虎自然保护区、虎林市虎
头生肖原地邮局是因为邮局名称
中带有“虎”字，有虎文化内涵。

祈福邮局是在我省“主题邮
局”中选取综合服务能力较强，销
售产品丰富，服务客户群体较多的
邮局，由集团公司审定，提供生肖
首日封实寄服务的邮局。

图片由当地邮局提供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医养结合、以
医助养，势在必行！那么，哈尔滨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呢？记者从哈市卫健委了解到，
目前全市有46家二级以上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有232家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签署合作
协议。2021年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管理项目免费为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2次医养
结合服务达68万余人次，提供失能老年人评估和健康指导服务2.8万余人次。

目前，哈市已形成“养中设医、医中带养、医养共建、居家医养”四种形式下六种医
养结合模式，但深度推动融合发展仍存
在一些痛点问题。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莫丽萍

记者采访中获悉，哈
市医养结合形式还有医养
共建、居家医养两种形式。

医养共建：“两院一
体”模式（二者共用一处场
所）和“跨越空间”模式（二
者签订合作协议），实现互
相促进、互相补充的目的。

居家医养：推进“医社
结合”模式，即医疗机构与
社会养老组织结合；“两社
结合”模式，即推进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与社区居委会
相结合，让社工、家庭医生
走进老人家中，为居家医
养提供服务。

医中带养
“大医疗+小养老”模式
让老人在医院就可养老

“失智、躁怒、小便不能排出！”陈
先生告诉记者，76岁的母亲有激越、
尿储瘤等病症，在家里无法得到专业
照护，便将其送到黑龙江省海员总医
院老年照护中心。“一个月后，我母亲
的情绪逐渐稳定了，也不需要导尿
了，其他症状也得到控制和延缓。”

老年照护中心二部主任刘丹娜
告诉记者：“我们通过专业的医养结
合方法，对老人进行合理用药、医疗
照护，以及护理员的话术引导，使老
人明显好转。”记者了解到，这里收住
的大多是失智、失能，以及安宁疗护
等刚性需求的老人，现有 200 多人。
可为老人提供专业护理、医疗救治、
康复支持、心理关怀、舒适照料、特需
饮食、互动娱乐、中医保健等八项重
点专业服务。

养中设医
“大养老+小医疗”模式
让老人不出养老院就能看病

高品质公寓，餐厅、茶点吧、音乐室、书画室、手工、健身房
等公共娱乐健身场所应有尽有……这里是哈尔滨新松茂樾山
养老公寓，对老人提供“深度健康管理”是其特色之一。

86岁的孙大爷（化名）虽有脑卒中病史，但依靠助行器，出
行倒也无忧。“去年11月份时，我出现发热、血糖高、意识不清
等症状，多亏了这里的医护人员……”

医养社区健康护理总监赵萍告诉记者，他们通过120将孙大
爷转运至某三甲医院，经半个月治疗，病情得到控制转回公寓，主
责医生温伟、护士长韩琳林带领团队给予其中医治疗和照护，一
个月后状态好转，目前已恢复了正常饮食和部分自理能力。

“我们针对公寓内的老人，
主要进行慢病治疗、健康管理、
愈后康复，医养结合也主要体
现在这几方面。”赵萍告诉

记者。

医养共建
和居家医养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医养
结合作为一种集养、医、护三位
为一体的养老模式，哈尔滨市
在探索实践中还存在四大“裹
足”问题：

标准并未完全落实
据业内人士反映，有些医

养结合体对医养结合的标准认
识还比较模糊，落实也不到位，

“医养结合”还存在名不符实的
现象。

医保结算是难点
据一些老年人家属反映，

医疗机构可实行医保，而养老
机构则不能。如果由养老机
构向医院转移，还得更换护理
员，并重新做各种检查。这种
状况下，一方面，致使患病老
年人把医院当成养老院，出现
押床现象；另一方面，真正病
人无床住院，加剧了医疗资源
的紧张。

居家医疗服务不足
哈市96%的老年人选择居

家养老，社区实际承担了延伸
养老服务的重要职能。而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受设备、
人员和技术水平所限，居家养
老服务能力相对不足，制约着
社区医养结合工作的深入开
展。

医养人才是刚需
业内人士普遍反映，无论

是医办养，还是养办医，人才是
刚需。尤其是专业医师、护士，
以及医疗设备的缺乏，限制了
养老院拓展医疗服务；同时，养
老护理员的缺乏，也加大了医
办养的难度。

龙江这龙江这44个个邮局邮局 了了火火

虎年将至，中国邮政确定了全国36家含有虎元素
的邮局为壬寅年“虎蕴吉祥”生肖原地邮局和 14家生
肖祈福邮局。其中，我省桦南县八虎力生肖原地邮
局、桦南东北虎自然保护区生肖原地邮局、虎林市虎
头生肖原地邮局、漠河市北极村生肖祈福邮局等 4家
邮局入选。

自1月5日虎年生肖邮票首发以来，我省上述4地
乡村邮局迎来了大批游客和集邮爱好者，借着虎元素
和新年祈福的热度与驻地一同火了一把。

111岁！你不知道的虎头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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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崔立东

省海员总医院护理员辅助医护人员为老人做认知训练省海员总医院护理员辅助医护人员为老人做认知训练。。
新松茂樾山养老公寓的医新松茂樾山养老公寓的医

生为术后老人进行康复治疗生为术后老人进行康复治疗。。

医生询问医生询问
老人病情老人病情。。

北极村邮政支局外貌北极村邮政支局外貌。。

集邮爱好者赶到八集邮爱好者赶到八
虎力邮政支局虎力邮政支局““求戳求戳”。”。

虎头邮政支局繁忙的景象虎头邮政支局繁忙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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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虎元素入选生肖原地邮局、生肖祈福邮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