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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心病”谁来医、如何医？
———“敬老月”里专家热议关爱老人心理健康

身体机能减退、 退休后社会
角色转变、 家庭空巢化……一系
列现实因素让不少老年人产生了
焦虑、 孤独等不良情绪甚至严重
心理问题，导致生活质量下降、主
观幸福感和自我价值感降低。

老年人的“心病”谁来医？ 怎
么医？ 在第 11 个“敬老月”里，老
年学和老年医学专家、心理学专
家、养老服务从业者结合自身研
究成果或实践经验，为老年人心
理问题“把脉”“开方”。

家庭是老年人心灵的
“温暖港湾”

“家庭和谐、儿女孝顺，得到

子女实际支持和情感支持较多
的老人， 心理可依托感相对较
强，对生活积极乐观；相反，老人
缺少亲情关怀，内心就会感到无
依无靠、没有安全感，即使物质
条件很好也并不幸福。 ”在日前
举行的老年心理健康与积极老
龄观培育专题研讨会上，首都医
科大学护理学院教授刘均娥分
享了关爱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工
作实践体会。

家庭对高龄老人尤为重要。
他们在被照顾的同时，社会参与
更少，精神需求相对更多、更高。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副
会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
究员韩布新介绍，中科院心理所

的一项大数据研究表明，高龄老
人是心理健康的高危人群。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
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丁志宏通
过对 10149 名高龄老人 2018 年
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回
答“如果您有心事或想法最先向
谁说” 这一问题时，90.2%的高龄
老人选择求助家人。

丁志宏认为，高龄老人较少
求助社会，是因为社区提供的服
务往往和老年人需求“错位”，服
务质量、价格、理念也与老年人
所想不同。 随着年龄增长，高龄
老人精神求助越来越家庭化、社
会化程度越来越低，家庭是满足
高龄老人精神需求的“主阵地”。

他建议制定适合我国国情
的、以家庭为单元的社会支持政
策，向照料高龄老人的家庭提供
帮助，如制定与父母同住子女享
受住房补贴、购房减免税收等政
策，落实定期看望父母的补助政
策等。

“互助式”服务为社区老年人
精神慰藉打开“新天地”

“精神慰藉是解决老年人心
理问题的重要途径。 ”刘均娥说，
走入老人内心、 解决老人心理问
题，是社区养老服务的重要板块。

然而，在老年人口基数较大的
社区，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承担着
多项管理与服务工作，难以较好地
督导相关精神慰藉服务开展。如何
整合资源以解决这一问题？

在北京奥运村街道开展的一
个服务项目中， 刘均娥做了这样
的尝试： 组织社会参与意愿较高
的低龄活力老人组建志愿团队，
引导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服务，
以“邻里互助养老”等主动服务形
式，有计划、有针对性地面向老年
人群体开展精神慰藉志愿服务。

老年瑜伽、金婚老人婚纱照拍
摄、“老龄人谈老龄事”讲座、“老年
人常见心理问题和沟通技巧”线下
交流会……在系列精神慰藉活动
中，老年人产生共鸣、敞开心扉，分
享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困惑，负面情
绪得到了疏导和释放。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梅
丽萍说， 他们大多数还没有准备
好如何做一个他人眼中期待的老
人，很多问题需要引导和疏通。

入住养老机构的
不适呼唤细致心理呵护

入住养老院后整宿睡不着
觉，不停呼唤管家，甚至需要管
家的陪伴才能入睡；经常觉得身
体这里或那里疼痛，时不时呼叫

医生……现实中，从家搬到养老
机构， 很多老年人并不适应，容
易产生焦虑等心理问题。

首厚大家朝阳社区院长谭疆
宜说，从养老机构的实践来看，老
年人心理健康问题与其接受的其
他养老服务有正相关关系。

她总结发现，入住养老机构
的老年人常见心理问题背后有
以下原因：生活环境改变，与他
人相处中分寸把握不好；单身老
人有强烈孤独感；老年人的正常
心理退化导致沟通中产生误会；
心中“小我”被无限放大，渴望被
关注；老年人背景、阅历不同导
致文化冲突；老年人情感需求导
致困惑或冲突；一些老年人有轻
度认知障碍，对其他老年人生活
产生影响；家属缺乏对老年人的
正确引导， 有的甚至会责备老
人，衍生更大的心理问题。

制定入住适应计划、 设立
“400”服务热线、请专业社工进
行心理督导……首厚大家朝阳
社区用这些方法，帮助入住老人
尽快适应“新生活”。

心理学专家陆晓娅说，老年
人心理波动往往和生活事件相
联系， 护理人员要理解这一点，
同时学习更有效的陪伴、沟通方
法，这样才能帮助老人更好走完
人生最后一程。 （据新华社）

又是一年重阳节。
在天津市河西区马场街道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二楼，年近七
旬的残疾人艺术团团长穆怀臣，
已经为今天的演出精心排练了
多日。 楼下，69 岁的冯书云正在
排队买天津人最爱吃的包子，

“老年食堂的包子皮薄馅大！ ”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养老正

在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 人口老
龄化处于较高水平的天津市，正
在探索一条“智慧”与“温度”并
存的居家养老服务发展之路，力
求让老年人感受到更多呵护，颐
养天年。

立体化“智慧”防护
降低老年人安全隐患

上个月，家住天津市河西区
的独居老人郑静慧突发身体不
适，关键时刻，她按下了家中的
“一键通”设备应急呼叫按钮。 很
快， 工作人员联系到了她的侄
子，社区网格员及时上门将老人
送到医院。

“空巢、独居老人，最怕的就
是突发意外。 借助新型设备，给
他们提供最大的保障，是养老服
务最迫切的工作。 ”天津华夏恒
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田浥说。

为了守护像郑静慧一样的
独居老人，今年以来，河西区为

700 多名困难独居老年人免费安
装了“一键通”应急呼叫设备，让
他们在紧急时刻能够及时发出

“求救信号”。
“此外，我们每天为 4000 多

名老人提供‘智能+人工’电话呼
叫服务， 如果老人多次没有应
答，会及时上门寻访，发现隐患、
解决问题。 ”田浥说，这项服务解
除了许多老人子女的后顾之忧。

智能保障的基础，是平台的
支撑。

在河西区大营门街道南昌
路 45 号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内
的大屏幕上，河西区居家养老服
务平台精准显示了老年人助餐、
家政、助医情况。

“我们对河西区 20 多万老年
人进行了入户调查，全面掌握了
居家养老需求。 在此基础上，我
们建设了老年人口数据库、养老
服务网和养老服务平台。 ”河西
区民政局局长李欣介绍。

平台搭好了，老人对现代科技
接受程度差的问题摆在了面前。

针对老年人反映的购买餐
食需要使用电子卡， 但实名认
证、 网上支付操作难度大的问
题，河西区转而灵活采用传统的
刷卡消费， 及时消除了使用障
碍。“智慧养老要充分考虑老年
人的实际情况，最大限度方便老
年人的生活。 ”李欣说。

“健康驿站”守护
提高老年人健康管理水平

养老工作好不好，医疗保障
是关键。

刘上上所在的河西区马场
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设置在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里。 她的大多
数病人，都是住在周边小区的老
年人。“这样的‘嵌入’，更大程度
方便了老人。 ”刘上上说。

为探索出一条“可复制”的医
养结合之路，河西区充分发挥政府
政策保障的作用，将医疗、养老结
合，开设了“健康驿站”，让老人在
社区就能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

河西区卫健委主任郭金琦
介绍，目前，河西区养老机构和
街道卫生服务站进行合作，选派
医生到“健康驿站”开展健康教
育、健康管理、慢性病用药保障
等多方面服务。

“打通服务，让家门口的健康
关怀真正落到实处。 ”郭金琦说。

不仅如此，今年起，政府还
拿出专项财政资金，由河西区卫
健委作为项目投保人，为具有河
西区户籍、 年满 60 周岁的老年
人， 按照每人 30 元标准购买老
年人意外伤害保险。 符合条件的
老年人，可以免费享受最高保障
15000 元的意外伤害赔付保额。

自 5 月 18 日保险生效以来，
已经接到保险理赔报案 584 件，
总赔款约 104 万元。

有“温度”的服务
让老年生活充满阳光

在河西区大营门街道南昌
路 45 号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内，有一间用于老年人心理咨询
的工作室。 在这里，老人们可以
敞开心扉，聊聊“心事”。

今年 77 的杜玉琴，因为长期
独居，生活显得平淡寡味。她听说
45号院开展心理咨询服务， 就抱
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咨询。 了解
到老人的情况后， 工作人员热情
地带着她上起了肥皂制作体验
课。 杜玉琴和几位老人在课堂上
边做边玩， 还与工作人员拉起了

家常，渐渐开朗了起来。
“之前我总觉得日子很难过。

多亏了心理咨询和这些课程，找
到了晚年生活的乐趣， 现在精神
状态比以前好多了。 ”她说。

为了让更多老年人走出家门
享受生活，每当节日来临，河西区
桃园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都会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

“通过不同的主题活动，让
老年人在我们搭建的平台上开
启‘七彩生活’。 ”桃园街道办事
处副主任卢巨光说。

河西区委组织部部长穆生
军说，接下来，河西区将会把文
化旅游嵌入到养老机构的服务
职能中，通过开展红色旅游和老
字号企业“探店”等多种形式的
活动，让老人们在旅游中找寻儿
时的回忆。 （据新华社）

老有所依 老有所乐
———天津居家养老服务的“智慧”与“温度”

河西区马场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在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里，
这样的嵌入，更大程度方便了老人

10 月 21 日，在天津市河西区马场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老人
们排队购餐（新华社记者 白佳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