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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

王艳蕊：为老人保有尊严

现实困局

“养老”这件事，其实远非很
多年轻人想象中的那样平和温
馨：陪老人说说话，散散步，帮忙
买生活用品，在老人身体不适的
时候陪他/她去医院， 或在重病
住院阶段去医院看望和陪护。

在现实中，早在最终宣告情
况危急之前很久，家里的老人可
能就已经难以自己行走，可能失
去语言和表达能力，可能失明失
聪， 可能逐渐失去思维和意识，
变得无法交流，可能陷入幻觉乃
至于做出一些家人无法理解的
举动。

“失能失智”，我们一般这样
称呼这个老年人群体。 他们需要
的不再是“陪伴”，而是实实在在
的“照料”，需要有人帮助完成大
小便，帮助洗澡擦身，需要喂饭
或者流食， 需要有人 24 小时关
注情况变化，制止危险举动———
就像照料一个新生儿那样。

乐龄接待过这样一个家庭：
家中两位高龄老人均为重度失
能失智，老父亲失明且患有阿尔
茨海默症， 母亲则常年瘫痪在
床，除了雇佣了一个住家保姆之
外，还需要四个子女以月为单位
轮流在父母家陪护， 但实际上，
四个子女本身也都已经过了退
休年龄。

找到乐龄的是这家的大女
儿，轮到她值守的那个月刚好赶
上她自己的女儿怀孕分娩，住家
保姆照顾一位瘫痪老人的生活
起居已经工作饱和，而患有阿尔
茨海默症的老父亲一刻离不开
人。 当“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
危机，被拖入近乎没有止境的时
间索取，几乎无法避免顾此失彼
的结局。

她因此选择了向乐龄求助。
起初她为父亲尝试的是日托

形式———早上她出发去女儿家前
把老父亲送到乐龄站点， 晚上再
接回， 尽管家到站点只有大约一
百米距离， 这种方式还是很快被
证明行不通： 移动过程中的困难
还都在其次，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极其依赖熟悉的环境， 而对于这
些近期记忆几乎为零的老人来
说， 每天两次往返其实意味着一
整天都在陌生环境中度过， 而患
者会因此格外焦虑不安， 对于失
明老人，这种影响尤其强烈。

“我能把他暂时放在你们那
儿吗？ ”那位阿姨这样问王艳蕊，
“晚上也不接了。 ”

这是乐龄尝试老人入住模

式的开始，王艳蕊将护理员们的
排班从原本的统一白班修改为
24 小时倒班制———这位阿尔茨
海默症老人只是庞大失能失智
群体中的一个， 实际护理起来，
几乎每一位老人的情况都有不
同： 有失智老人没有办法睡整
觉，有行动不便老人临时需要起
夜上厕所，卧床老人需要定期帮
忙翻身，因为容易坠床而应用约
束保护措施的老人则出于防范
意外的考虑，需要定期巡视。

没有家庭能够承受如此强
度的长期照护工作，因为这意味
着至少牺牲家里其中几个人的
全部生活，包括睡眠，在个别极
端情况下甚至也包括照料者自
己的健康。

与照护困局同样现实的还
有家庭财政负担：目前市场价而
言，照料一个失能老人的保姆薪
水至少在 7000 元， 如果有专业
技能，上万也很常见，即使在北
京，这也不是一般人的退休金可
以负担得起的费用。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更容易被人忽略的是，除了
海量时间精力之外，照顾老人又
是一件处处需要专业技能的事。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挪动
老人———把失去行动能力的老
人从床或者轮椅上挪下来，这听
上去并非难事，现实中没有经过
训练的人却很有可能发生意外：
弄伤老人，或者弄伤自己。

“我们护理员培训的第一个
步骤就是床上的挪动，从床上挪
到轮椅上，或者从轮椅上挪到床
上，那么首先你应该从什么位置
下手去抱老人，不提前做这些培

训，有可能你一拽，老人就骨折
了，脱臼了，或者你自己发力不
对，把腰闪了，这还都是没有摔
的情况。 ”王艳蕊总结，“其实是
真的挺难的。 ”

挪动只是第一步， 照顾一个
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 意味着每
天在固定时间完成的一系列身体
清洁， 按照健康状况安排的特殊
饮食， 具体到小时的娱乐和休闲
活动，定期翻身以及巡视，考虑到
没有人能够独力承担如此繁重的
工作， 照护当中还涉及不同班次
之间的工作衔接与记录……

而定期监测身体指标，为每
一位老人安排需要按时服用的
药物，及时识别危险信号并联系
医院或出诊医生，更是每一位护
理员的工作日常。

“我自己来说，如果有一天
我父母离不开人了， 要人照顾
了，我肯定第一时间就会找人。 ”
王艳蕊说，“情感支持和具体的
护理工作是两回事，我当然会陪
着，但是护理的事情，我做的肯
定没有我们护理员好。 ”

但她也承认，现实并不是可
以这样非黑即白划分清楚的事，
亲人的照料与专业护理之间应
该如何抉择，仍然受到更多条件
的限制，而机构所能做的仅仅是
为这些家庭和老人提供多一种
选项。

在当下，更迫切的问题并非
老人或家人应当如何选择，而是
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缺少选择
的机会。

做雪中送炭的事

“我们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而不是那些锦上添花的事情。 ”王

艳蕊总结。
2006 年最初创办社区养老

公益机构“乐龄合作社”时，王艳
蕊和她在社区动员起来的老年
志愿者团队同样没有特别注意
过深处舆论水面之下的失能失
智老人群体，在当时，动员本地
社区力量，实现老人群体内部的
互帮互助，被认为是解决老年人
孤独等问题的先进理念之一。

但真正的刚性需求逐渐浮
出水面：不断有老人因为家里保
姆“断档”而寻求同为老年人的
志愿者团队的帮助，老年护理方
面的家政服务存在巨大缺口，尽
管热心志愿者愿意提供一些帮
助，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乐龄的全职家政护理员很
快上岗，不久后争取到了部分社
区居委会的场地支持，从上门服
务发展到日托，之后又在家属要
求的推动下，进一步从日托发展
到入住。

“重度失能老人的护理是有
极高需求的， 有些家庭是临时找
不到保姆， 有些是刚出院的需要
特殊护理的老人， 家属担心照顾
不好于是寻求专业帮助。 ”王艳蕊
解释。 第一个开放入住的站点最
初的六张床迅速满员， 随后开始
加床， 王艳蕊也收到了更多社区
“能不能开到我们这里”的询问。

摸爬滚打多年，王艳蕊始终
坚持要做平价养老， 要为普通
人、 普通家庭解决养老困境，但
在此之前，乐龄始终没有解决需
求端与服务端之间经济上的巨
大鸿沟： 一边是需要职业培训、
需要稳定工资和五险一金的全
职员工，另一边却是节俭了一辈
子，最不舍得往自己身上花钱的
老年人群体。

但从接收长期入住老人开
始，乐龄虽然仍旧亏本，但终于
开始有了稳定收入。“我们要做
的是居家、社区和机构一体化的
综合服务。 ”王艳蕊说，“这几年
我一直在倡议，那些需要照顾的
老人才是真需求。 我们要做小型
嵌入式的综合养老服务，但更多
地偏向于失能失智、高龄、空巢、
独居等群体，那些低龄的活跃老
人， 我们希望他们能来当志愿

者。 ”志愿者模式，是 14 年前“乐
龄合作社”的延续。

在找到正确经营模式之后，
乐龄渐上正轨，2019 年， 乐龄接
收的托管老人人数达到 146 人，
老年餐服务超过 4 万次，直接接
受服务的老人则达到 1046 人。
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突如其来，王
艳蕊原本期望乐龄能够在 2020
年第一次实现收支平衡———但
疫情打乱了一切。

为了有尊严的生命

过去几年，乐龄在联合多方
力量推动“长期介护险”的发展，
希望能够通过社会保险的方式
帮助支付失能失智老年人的晚
年照护费用，这也是一部分养老
产业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在多
年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当前解决
方案：调用类似医保的社会保障
系统，让老年人有机会在晚年获
得更专业的照料，而不至于为此
搭上毕生积蓄。

尽管仍在起步阶段，但类似
的社保理念已经开始在小范围
内落地。 2020 年开始，北京市石
景山区———也就是乐龄目前所
在的区———将推进失能老人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全区覆盖，乐
龄的经验，也正在更多地方获得
引进和推广。

对王艳蕊和乐龄来说， 考验
仍旧接二连三。 刚刚过去的这个
六月，随着北京疫情的反复，原本
已看到一线转机的行业再次遭遇
沉重打击， 服务中断使得不少机
构的资金流状况愈发艰难， 一如
王艳蕊在 6月初发布的乐龄 2019
年报序言中写过的句子，“真的是
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

但在从业十四年后的今天，
回看自己为之投入无数精力金
钱的养老事业，王艳蕊提起的是
那个经典寓言： 雨后的沙滩上，
一个小男孩把浅坑中搁浅的小
鱼一条一条扔回大海，路过的每
个人都告诉他，他不可能在浅坑
干涸之前拯救所有小鱼。

小男孩回答说：“能救一条
也有意义。 ”

（据微信公众号“世界说”）

“你们终于开门了！ ”这是疫情高峰过去之后，终于随着北京市初步解封而重开的北京石景山
区乐龄养老服务中心，与它的创始人王艳蕊，几天里听到最多的话。

解除封锁的通知一下，滞留在外的老人马上开始返回，哪怕仍需经过核酸检测和隔离 14 天才
能进入中心，这些苛刻条件也没有拦住他们返回的决心。

“家属都要崩溃了，家里不知道怎么照顾老人，也没有能力照顾，没有人。 ”王艳蕊解释，“不止
家属，也有老人在家觉得住得不合适，也想回来，但之前谁也没办法（回来），他们就天天来问。 ”

也有在院老人的家属在乐龄公众号文章下留言：“这些日子，可把你们辛苦坏了……不是一个
谢谢就能让我们心安的。 ”

今年春节时，王艳蕊给在院老人送生肖鼠 入住老人利用认知症辅具进行康复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