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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岁渐长，
年岁渐长
，失能与半
失能的状态困扰着晚
年 。 当子女们照顾力不
从心或是无暇之际，
从心或是无暇之际
，有些
老人选择入住养老机构，
老人选择入住养老机构
，
获得更加专业的照顾。
老人的需求如何被获取，
老人的需求如何被获取
，
养老机构的人员素质如
何提高，
何提高
，养老院又能提供
哪些家庭无法企及的照
料，成了不少老人和家属
的关注的焦点。
的关注的焦点
。

养老护理需求变了,
养老护理需求变了
,服务如何跟上
服务如何跟上？
？
智慧
“聆听”
感知老人的动静呼吸
困惑

素质提升
新式护工更受欢迎

他们能在夜间
看护好父母吗？

家里老人有心梗，独自在家很不放心。
刘先生介绍，他的母亲已年近八十岁，身体
状况不是很理想，前些年安过心脏支架，但
时间久了，身体不断在变化，最近又因心梗
进了医院。而他自己还没有退休，白天无暇
照顾老人，晚上又担心母亲有突发情况，决
定让母亲去养老院。但他也有点担心，护工
也是普通人，夜晚疲倦的时候能否及时发现
老人心跳异常之类的情况。对于近些年，外
界常说的智慧养老设施，他很感兴趣。他了
解到，有个朋友的母亲住在养老院，发现胸
闷迅速呼救，通过吸氧等措施，老人及时得
到救治，最终转危为安。他觉得有这些设
施，相当于有个永远在线的守护者，令老人
多了一道保护屏障，值得一试。

护理员不识字
交流沟通有点难

陈老伯在锡城一家养老院入住了一年多，
“ 服务还不
错，但和护工说不上几句话”
，陈老伯表示，院内的护工文化
层次太低了，有的小学毕业，有的连字都不认识。院里给老
人发放药物，都是护士一手抓，有的护工读不出入住老人的
名字，也不识药品名。有时药物说明的字太小，想让帮忙看
看有什么禁忌症都没办法。
“听说护工也有微信群，上面
有什么要求，他们估计都不知
道”，陈老伯开玩笑说，他常
担心，这样素质的护工如何
能够做好护理工作。有家属
则表示，自己家的老人是大
学教授，喜欢读书看报，有时
眼睛老化，他们期待新式护
工能陪伴在床头读书聊天，
和老人有点精神交流。
舒康养老综合体内的
手工陪伴（采访者提供）。

开展学历提升教育
做有知识的新式护工

在无锡市开放大学内，有一层楼面专为老年服务管
理专业而设。教室一边是听课的座椅，
一边是护理床、康
复器械等各种设施。老师讲完了课，
学员立马进入实操状
态。从 2018 年开始，
这里为无锡市一线护理员的学历提
升开设了中专班。开放大学校长张旭表示，
民政局和教育
局都给予了很大支持，
他们花了 250 万元特意建设了这个
实训基地。这一专业学制两年，开设了 17 门课程，包括老
年学基础、
老年护理学、
老年健康管理、
护理礼仪和急救护理
等课程，
授课采用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法。学员的起点是初
中毕业，
目前第一批学员已毕业，
均获得了中专学历。
在无锡朗高护理院工作的晏定凤今年已58岁，
是开放大
学首届中专班中年龄最大的毕业生。她表示，
这两年的学习收
获很大。她在一线做了10多年的护理长，
但给人传授经验总
有讲不透的感觉，
在这次学习中感觉习得
“真经”
，
能讲明原理。
学历提升后，
学历提升后
，按照市民政局的规定
按照市民政局的规定，
，对符合一定条件并
持有中专学历的人员可获得 3.6 万元的入职奖励
万元的入职奖励，
，拿到奖励
的护理员格外开心。
的护理员格外开心
。有的学员会动员在同一座院内的爱人
或者姐妹也去报名，
或者姐妹也去报名
，获得精神和物质的双丰收
获得精神和物质的双丰收。
。目前
目前，
，我市
养老机构已有养老护理人才 3500 余人
余人。
。

图为开放大学的护理员
实训基地 ，一边是听课座椅
实训基地，
一边是听课座椅，
，
一边有护理床供现场操作。
一边有护理床供现场操作
。

专家组团，
这样的养老护理阵容
才靠谱
困惑

老人置换关节后
康复训练没人帮

蒋老伯入住一家养老机构有好几年，
当
时因为进行了髋关节置换后，
穿衣下床都很
困难，
生活无法自理。子女们把他送到养老
机构后，
希望能得到专业的照护。按照医生
的讲法，手术很成功，有人经常陪着他训练
应该能够站起来。不过老人经常抱怨，
医生
每天都来查房，但很少给他建议，护工也没
空陪他锻炼。后来老人才发现，
医生以内科
医生为主，
康复并不在行。蒋老伯的儿子表
示，期待养老机构能够引进更多专业人才，
为老人提供有质量的养老生活。

做法

10 月 13 日，位于公益路上的百禾
荣园怡养园正式开园。在三楼的护理
区，中科西北星的工程师正在这里进
行调试。在护理台前，最新版本的
蓝牙定位胸牌就放在桌子上。工程
师带上胸牌走动，护理台前大屏幕
上的绿色小点也会随之移动。设置
安全围栏后，老人离开安全区后，小
蓝牙定位
点就会变成红色，还会响起特定的音
胸牌
乐提醒护理人员。这一设置对于失智
老人护理区来说，是个神器。现场工程
师表示，这一胸牌已进入 3.0 版本，与原来的
定位仪器相比，定位的精度更高，更准确。
这个胸牌上还有一个大大的红色按钮，如果
老人在行走过程觉得不舒服，可以按键呼
救，护理人员收到信息后会迅速赶到现场。
在每间老人入住的房门口，有一个小小
的电子屏，上面显示入住老人的名字和护理
人员信息。老人床头也有类似的屏幕，除了
SOS 的拉线报警外，老人还可直接和护士台
之间进行对讲，讲述自己的状况和需要的帮
助，避免工作人员贻误时机。对于一些重症
老人，
则可通过智慧床垫来进行监护，
老人心
跳、
呼吸等都能进行实时传输，
卧床老人坠床
时也会迅速预警，这在夜深人静护理人员产
生疲劳时显得尤为重要。
除此以外，这个屏幕还能容纳更多的信
息，比如老人的基础疾病、看护等级和需要
进行哪些方面的协助等，也可通过扫码了解
更多。这样即便是更换了护理员也可以迅
速进入护理状态。护理员每做完一项护理
工作，可通过打卡等方式记录在案。

困惑

做法

做法

定位胸牌、
智能床垫和电子显示屏
守望长者利器

图为认知康复。
百禾荣院内，医生用手
机计时老人拼图时间。

社工、营养师、康复师
一起把脉晚年

在舒康养老的惠龙分院内，每天都有
人会去张瑞兴（化名）那里聊天。前段时
间，张瑞兴的老伴去世，家里的生活乱成了
一团，子女们也没法照料他，希望养老院让
帮父亲度过这段“危机时刻”。社工周丽萍
发现，老人整个人精神状态都不好，每天都
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和任何人接触。
“ 可以
采用哀伤疗法和辅导，帮助他慢慢正视现
实 ”，周 丽 萍 会 去 看 望 老 人 ，询 问 他 的 需
求。在院内各方持续一个多月的细微关怀
下，张瑞兴发生了转变，每天愿意出来活动
一会，
脸上也开始有了笑容。
除了社工介入外，康复治疗师林瑶也
会每天到老人们的房间里看看。陪伴一些
卧床的老人进行理疗，教会老人一些缓解
腰膝疼痛的关节操。有的老人中风卧床没
信心，她会拿自己在康复医院的病人做案
例，按摩运动后，最终也能通过助行器散一
段步，生活质量会好很多。每周集团总部
的营养师则会根据老人的情况，审核一周
菜单。
该院负责人杨梅表示，以前的养老院
更注重在养，觉得老人吃好、睡好就行。现
在无论是老人还是家属，对养老机构的要
求都比以前高。老人的精神状态如何，在
院内能不能有自己的圈子，是否愉悦，都是
养老院要考虑的问题。他们每月都会为老
人举办生日会，共唱生日歌；每天早上一起
做 团 操 ，每 周 五 还 有 剪 纸 之 类 的 集 体 活
动。
（晚报记者 黄孝萍/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