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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好长期护理保险作用
近年来袁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不断发展完善袁让野谁来替我们
养老冶有了更多选择遥 不久前袁国家
医保局办公室会同民政部办公厅
出台叶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标准
渊试行冤曳袁 符合该标准的参保人可
以得到专业的护理服务遥 目前袁全
国 49 个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参
保人数已达 1.34 亿人遥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袁 养老尧
医疗服务体系大有可为遥 当前袁随
着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袁因
高龄而失能的老人也越来越多袁这
给家庭带来照护压力遥 多病共存的
失能老人不仅需要生活照料袁辅助
穿衣尧吃饭袁还需要医疗护理袁即使
有子女或亲属照顾袁也不一定能照
顾好遥 不同于一般的养老服务袁长
期护理服务人员袁无法从家政市场
找到袁 也没有那么多护士上门执
业遥 一直以来袁长期护理服务的缺
失成为社会保障的一块短板袁并随
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日益凸显袁而
长期护理保险正好补上了这块短
板遥
长期护理保险是一种以互助
共济方式筹集资金尧为长期失能人
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
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

障的社会保险制度遥 长期护理保险
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参保人提供
专业长期护理服务袁而不仅仅是货
币补贴袁从而可以上门为居家或在
机构养老的老人服务遥 叶2020 年全
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曳显
示袁2020 年袁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护
理服务机构有 4845 个袁 护理服务
人员数 19.1 万人遥 可以预见袁随着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袁护理市
场的发展将与其相辅相成袁更好满
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的需求遥
长期护理保险作为一种保险
制度袁谁能参加尧缴费多少尧是否能
稳定筹资运行等基本问题受到人
们关注遥 在试点中袁各地探索长期
护理保险作为独立险种进行筹资袁
从参加城镇职工医保的人群起步袁
筹资从其缴纳的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费中划出袁并由商业保险公司经
办袁 向长期护理机构购买专业服
务遥 经评估失能等级后袁参保人可
享受相应的服务遥 在一些试点城
市袁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失能老人
每月可享有 1000 元至 2000 元不
等的专业护理服务袁既减轻了家庭
负担袁老人生活质量也得到明显提
高遥 还有一些试点地区袁因为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袁长期护理服

务机构不断发展壮大袁很多长期占
据医院床位的失能老人转至护理
机构袁使医疗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利
用遥
经过 5 年的试点袁 各地探索
出的经验值得总结和提炼遥 试点
工作表明袁 长期护理服务不同于
一般养老护理服务袁 从业人员须
经过培训袁服务机构资质尧准入也
必须有专业门槛袁 才能确保参保
人享受到合格的服务遥 因此袁发展
符合要求的长期护理服务袁 成为
影响制度实施的重要因素遥 现实
中袁长期护理服务人员缺乏袁机构
也比较少袁 相关市场亟待培育和
发展遥 同时袁市场准入尧退出标准
以及考核指标等袁 也需要进一步
细化和规范遥
老吾老袁以及人之老遥 我国老
年人口数量庞大袁 积极应对老龄
化尧解决失能老人长期护理难题的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在试点中破
题袁制度框架初步建立遥 今后袁还需
继续完善制度各项环节袁统一和规
范各类标准袁创新监管尧考核机制袁
不断推进探索实践袁使其更加符合
生活需求尧符合地方实际袁纾解人
们的养老之忧袁为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贡献更大力量遥
李红梅

矗立天地间的不朽精神丰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袁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精
辟概括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袁指出
这一伟大精神的内涵是坚持真理尧
坚守理想袁践行初心尧担当使命袁不
怕牺牲尧英勇斗争袁对党忠诚尧不负
人民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
100 周年之际提出伟大建党精神袁
既是对百年党史和无数革命先辈
的纪念和告慰袁也为我们弘扬光荣
传统尧赓续红色血脉提供了科学的
思想指引遥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
存的灵魂袁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
高度袁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
中屹立不倒尧奋勇向前遥 中华民族
是一个历经磨难尧 百折不挠的民
族袁在漫长奋斗中形成了深厚文化
积淀袁塑造了昂扬向上尧奋发有为
的精神气质遥
100 年来袁在伟大建党精神感
召下袁中国共产党人迸发出野敢教
日月换新天冶的英雄气概袁在神州

大地创造了野当惊世界殊冶的沧桑
巨变袁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光明前景遥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袁从
兴业路到复兴路袁 一代代中国共产
党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袁顽强拼搏尧
不懈奋斗袁 涌现出一大批视死如归
的革命烈士尧 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
雄人物尧 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
范遥他们以自己的顽强拼搏尧不懈奋
斗袁成就了震古烁今的历史伟业袁也
形成一系列伟大精神袁 构筑起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袁 展现出薪火
相传尧奔腾不息的精神力量遥
根深故其叶茂袁 源远故其流
长遥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
精神之源遥 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
产生的一系列伟大精神内涵不尽
相同袁但其思想本质和精神实质是
相通的遥 伟大建党精神犹如一根红
线袁 贯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袁
是这一精神谱系的根和魂袁成为引
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前进
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的精神支柱

和强大动力袁也为伟大民族精神注
入了新的内涵尧 开辟了新的境界袁
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提供了新的
强大精神力量遥
坚持真理尧坚守理想袁践行初
心尧担当使命袁不怕牺牲尧英勇斗
争袁对党忠诚尧不负人民袁这 32 个
字绘就的精神图景震撼人心袁在中
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里树立起一座
高耸于天地之间的丰碑遥 我们要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 野七一冶重
要讲话中提出伟大建党精神的重
大意义遥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袁百年精神
历久弥新遥 精神虽然无形袁但精神
的力量无穷遥 新的征程上袁不论出
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袁只要我们坚
持用伟大建党精神滋养自己尧激励
自己袁磅礴之力就会在我们血脉里
澎湃奔涌袁浩然之气就会在我们心
间充溢激荡袁使我们始终保持昂扬
向上的精神状态袁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遥 步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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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的问
题是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的根本性尧原则
性问题遥 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袁我国哲学社
会科学要有所作为袁
就必须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研究导向遥
新的征程上袁哲学社
坚
会科学工作者必须
持
站稳人民立场袁坚持
以
以人民为中心的研
人
究导向袁把学问写进
民
群众心坎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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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中指 出院 野人 民
导
是历史的创造者袁是
向
真正的英雄遥 冶哲学
社会科学事业是国
家的事业尧民族的事
业袁 也是人民的事
业袁繁荣发展哲学社
会科学是为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服务的遥 脱离了人
民袁哲学社会科学就
不会有影响力和生
命力遥 广大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者要站稳
人民立场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袁从人民群
众的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遥 立时代
潮头尧通古今变化尧发思想先声袁从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上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地贯彻
党的群众路线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袁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袁着力解决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尧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遥
彰显哲学社会科学的责任担当遥 以人
民为主体的实践活动是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的源头活水袁人民需求是哲学社会科学
创新发展的强大驱动力遥 为人民立言袁要
观照人民生活袁表达人民心声袁着眼人民
需求析事明理尧解疑释惑袁把人民群众的
丰富实践表达好展示好遥 在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袁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更加迫切袁 人民的需求加快升级袁
呈现多样化尧个性化等特征遥 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者要更加坚定理想信念袁聆听人民
声音尧回应人民呼唤尧满足人民需求袁涵养
真挚深厚的人民情怀袁树立为人民做学问
的学术理想袁更好研究回答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袁把改善
人民生活尧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学术研究的
追求袁 努力为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尧幸
福感尧安全感贡献智慧遥
完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机制遥 习近
平总书记在给叶文史哲曳编辑部全体编辑
人员的回信中指出院野从历史和现实尧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
坚持中国道路尧弘扬中国精神尧凝聚中国
力量遥 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袁需要广大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冶遥 构建具有
中国特色尧中国风格尧中国气派的哲学社
会科学责任重大尧任务繁重袁必须紧紧依
靠人民袁寻求最大公约数袁汇聚团结一心尧
共促发展的强大力量遥 要找准找好凝聚和
发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力量的纽
带袁深化管理体制改革袁形成既把握正确
方向又激发科研活力的体制机制袁 引导尧
支持和激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想担当尧
敢担当尧能担当遥 实施哲学社会科学整体
发展战略和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工程袁构建
种类齐全尧梯队衔接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
体系袁不断壮大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
中坚力量袁鼓励
支持社会各界
人士积极参与尧
共同推动哲学
社会科学高质
量发展遥 朱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