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国家开放大学一直关注老龄事业，5 月参加“第四届中国养老服
务业发展论坛”，其展位以“老年开放大学：开启教育养老新模式”为
主题，全面展示老年开放大学的顶层设计、办学体系等。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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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芝支持青少理科教育
� 6 月 14 日至 19 日，东芝（中

国）有限公司组织第六届“东芝
杯·中国师范大学理科师范生教
学技能创新大赛”（以下简称“东
芝杯教案大赛”） 获奖者赴日本
东京进行了为期六天的研修参
观之旅。 所有获奖学生与东芝陪
同人员共同参观了东芝集团总
部、东芝未来科学馆、日本未来
科学馆和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校
等相关机构， 一起分享了东芝

“智社会、人为本”的事业理念，
以及东芝为中国教育事业所做
出的努力成果。

“东芝杯教案大赛”由中国
教育部和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共同主办， 至今已成功举办六
届，开展此活动的目的是希望使
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师范大学
理科专业学生，通过对教案的创
意、创新，吸引更多的学生投入
到基础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的
学习中，为未来中国科学的自主
创新培养更多人才。 目前，项目
规模已经扩大到全国多所师范
大学，参与比赛的学生累计已经
超过了五万人。 作为以创新科
技、尖端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并持
续为社会做贡献的企业，对青少
年理科教育的支持是东芝公司
CSR 战略的重要部分。

银则企业管理咨询（上海）

有限公司 CEO 李润锡曾对东芝
这一项目有很高的评价。 他认
为，“东芝杯教案大赛”所带来的
影响重要的不仅仅针对参与该
比赛的这些未来老师们，同样的
这种类型的活动给以后接受这
类课程的学生也具有深刻的意
义。 创造力是孩子们最为宝贵的
财富之一，这种以创新教育为出
发点的 CSR 活动也许不像其余
的项目那样效果显著，但是这种
活动带来的影响更多的是隐性
的与长期的，不止是鼓励了这些
即将踏上教育岗位的老师寻找
更好的教育方式，更加是给这些
教师未来的学生带去了福祉。 即

使是现在也有参赛师范学生的
优秀课件在网上被大家所分享、
学习，充分体现了这一活动的意
义与影响所在。

事实上，东芝进入中国开展
业务以来，在中国教育领域投入
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 从 2001
年起就在全国各地援建希望小
学， 至今已有 20 所东芝希望小
学落成使用，还有 3 所正在建设
中。 2013 年 10 月，东芝携手中国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启动了
“东芝杯·快乐希望小学”评选活
动。 此次活动旨在支持希望工
程，从全国近 2 万所希望小学中
选出 100 所独具特色的希望小

学进行表彰，活动以“促进学生
快乐成长”为价值追求，通过榜
样的力量，展示希望小学健康发
展的阶段性成果，传递希望小学
师生在新环境下学习和成长的
快乐感受，展现希望小学作为当
地文化中心、快乐中心和公益爱
心传承中心的积极作用。

同时， 东芝与中国的多所大
学也有着广泛的交流合作，2001
年，东芝在清华大学设立“清华之
友-东芝奖学金”， 鼓励学子们为
实现梦想而努力钻研；2007年，东
芝又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展能源环
保领域的研究， 并于四年后成立
了“清华大学-东芝能源与环境研

究中心”。目前该中心已有多项创
新成果投入实践。2004年，东芝在
浙江大学设立“东芝专项奖学
金”，主要奖励包括本科生和研究
生在内的优秀大学生， 目前已经
连续颁发 9届，表彰和奖励了 375
名品学兼优的学生。

东芝集团自 1972 年进入中
国开展业务，43年的发展期间，东
芝集团不仅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了
出色的产品， 不断地改善着人们
的生活品质,同时，作为东芝集团
经营方针的一环， 东芝也积极推
进在中国的 CSR（企业社会责
任）经营活动，为人们的生活环境
的改善做出贡献。 （张雪弢）

获奖学生到访东芝未来科学馆 获奖学生在东京中央大学附属中学访问听课

� � 面对入住老人和家属的不
满意，养老院该怎么办？ 当护理
员与老人之间产生问题， 谁来沟
通解决， 谁来抚慰双方？ 吃喝之
外，老人的精神需求、心理问题该
怎么解决，活动如何策划？来将于
7、8 月份分别举办的两期全国老
年社会工作高级研讨会看看吧。

据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
院院长助理徐健介绍， 在研讨会
上， 来自理论及实务界的专家将
结合实际案例， 讲解老年社会工
作在养老机构的风险防控、 冲突
管理、跨部门沟通、资源链接、服
务策划、 评估等方面可以发挥的
作用，以及可以拓展的增值服务。

“目前， 已经有近百人报名
参加， 包括养老院的负责人、社
工机构管理者、大学社工专业的
老师、养老机构投资者等，我们
希望为养老产业的各个利益相
关方搭建一个学习、 沟通的平
台。 ”徐健强调。

巨大的养老需求与难
以满意的现状

据民政部发布的《2014 年社
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截
至 2014 年底， 全国 60 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 21242 万人， 占总人口
的 15.5%，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13755 万人，占总人口的 10.1%。

老龄化的加速使老龄产业迅
速发展起来。养老院、福利院等养
老机构的建设发展被越来越多的

人看好。但与此同时，选择机构养
老的老人的占比并不高。

北京市确立的“9064”目标
中，到 2020 年，入住养老服务机
构集中养老的老人也只有 4%，
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
老也仅占 6%。

为什么会是这种状况呢？ 随
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把机构
建设得比家里的条件要好并不
是太难，是什么阻止了老人入住
养老机构？

“老人不愿意离开家实际上
是不愿意离开早已熟悉的环境，
他们需要陪伴与交流。 ”徐健表
示。 养老机构需要为老人重构环
境， 需要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
而这些需要专业的调查评估、方
案设计、活动组织。

谁来做这些呢？ 护理员是不
可能胜任的。

在国际上，老年社会工作者
作为专业人员已经做出了很多
的努力。 在很多发达国家，包括
我国的港澳台地区，其养老机构
的人员构成中是一定要包含专
业社工岗位的。“养老机构的竞
争力必将体现在服务上，只有先
走一步才有竞争力。 ”徐健强调。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专业的老年社会工作者在养
老机构里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呢?

社工不同于医务人员、 护理

员，他们关注老人身、心、灵的全
方位满足。 提供良好的服务首先
需要了解诉求， 社工会开展入院
评估， 在此基础上策划渐进式的
活动， 满足老人的精神、 社交需
求；社工链接基金会等公益组织，
了解政府购买服务流程， 对接家
庭需求， 可以整合与老人相关的
各方面资源；对于临终长者，可以
开展临终关怀，组织生命回顾，让
老人有尊严地度过最后的岁月；
不仅开展活动，完善的个案、活动
记录、评估报告的收集整理，还会
产生大量的数据，对数据的分析将
为标准化、系统化服务模式的推出
提供依据；此外，社工的工作对象
不仅是入住机构的老人，还包括养
老机构的工作人员。 长期照顾老
人，尤其是失能半失能老人，无疑

会对工作人员产生各类心理压力、
不良情绪，社工通过对老人的服务
将促进老人对工作人员的理解，也
可以通过专业活动的组织直接纾
解工作人员的心情。

徐健表示：“社工可以在不
同层面发挥不同的作用，养老机
构管理者可以通过了解社工，进
而在机构中设置社工岗位，或者
购买社工机构的岗位服务。 ”

不仅是研讨，还有后续服务

为了促进养老机构等相关从
业者对老年社会工作的了解， 中国
社会工作联合会将在 7、8月举办两
期全国老年社会工作高级研讨会。

据承办方之一国家开放大
学社会工作学院的院长助理徐

健介绍，研讨会将邀请全国老龄
办副主任吴玉韶、中国社会工作
教育协会副会长史柏年、北京吉
利大学健康产业学院院长乌丹
星、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
会工作系副教授隋玉杰、鹤童老
年福利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方嘉
珂、 日本 JICA 老年项目评审专
家贾素平、民政部培训中心讲师
哈曼等专家授课。

研修内容包括：国际老年社会
工作发展现状及趋势；老年社会工
作在养老服务中的定位、价值和意
义；个案管理、资源链接、服务策划
与评估等社工实务方法与案例；老
年社会工作在养老机构运营管理
的风险防控、冲突管理、跨部门沟
通等方面的工作机制等。

两期研讨会的举办日期分
别为 7 月 17 日至 21 日，8 月 7
日至 11 日。

研讨会结束后，将由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社会工作职业技
能认证中心颁发《老年社会工作
高级人才培训证书》。“这一证书
可以在证书查询系统中终身查
询。 ”徐健强调。

此外，研讨会上的课程还将
被录制，可在网上系统学习。

据徐健介绍，社工学院及认证
中心后期还将推出全国注册老年
社会工作师职业能力培训体系。

“让失能半失能老人恢复健康活
力，延长健康老人的活力状态是我
们的最终目标。 ”徐健最后强调。

全国老年社会工作高级研讨会即将举办
探讨养老院如何提升老人满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