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民政部预测，“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 3 亿。 我国老龄化进程与城镇化、家
庭小型化和空巢化几乎同步，流动老人和留守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加。 老年人面对身体

衰老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2019 年 4 月，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实施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的通知》，项目选取了 1600 个

城市社区和 320 个农村行政村作为试点，开展国家和省级的两级培训、老年人心理健康评估、必
要的干预和转诊推荐等，目的在于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开展试点，意味着心理健康干预
有望和慢病管理一样成为老年人健康管理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得到全社会关注和重视。

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有什么意义？ 各地推进老年人心理健康工作有哪些好的做法？ 如何进
一步做好这项工作？ 记者对此进行了调研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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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心理健康评估，增加心理咨询服务，提供丰富文娱活动

舒心畅怀，让养老无忧
老人开怀，社会和谐发展

“到女儿家生活，每天乐呵
呵，亲戚都说我变了。 ”家住湖南
省邵东市的田大妈说。 老伴去世
后，70 岁的田大妈不想打扰儿
女，独自生活了一段时间。 那段
日子，她特别孤独压抑，时常与
邻居闹矛盾。 女儿得知情况后将
她接到身边。 有了孩子的陪伴，
田大妈心情好了许多。 最近她还
与小区里的几位老人交上了朋
友，每天聚在一起聊天、跳舞，玩
得不亦乐乎。

“谢谢！ 您这么一开导，我气
儿顺多了。 ”在北京市东城区多福
巷社区，80 岁的曹大爷握着慕艳
华的手说。 慕艳华是北京诚和敬
多福巷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生活
管家。不久前，曹大爷托人买了一
辆轮椅，打电话叫儿子过来看看。
儿子那段时间生病住院， 瞒着曹
大爷，没有去看轮椅。曹大爷认为
儿子嫌弃他了，气得两天没吃饭。
慕艳华了解到情况后， 耐心地劝
慰老人，并说明儿子的情况，帮曹
大爷解开了心里的疙瘩， 消除了
对儿子的误解。

72 岁的樊大妈住在北京市
昌平区泰康之家燕园养老社区。
女儿因癌症去世后一个多月的
时间里，樊大妈情绪低落，饭都
吃不下。 养老社区的心理服务团
队得知情况后，对樊大妈进行重
点照顾， 还找到一名老人陪伴
她。 养老社区每次举办娱乐活
动，都会邀请樊大妈参加，消除
她的孤独感和失落感。 经过工作
人员和伙伴们的努力，樊大妈又
振作了起来。

“心理健康是长寿的重要保
障。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临床研究室主任王华丽认为，老
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直接影响
着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保持
心理健康， 会延缓身体衰老，少
生病。 心理健康的老人，更能维
护家庭和邻里关系，子女可以少
操心，家庭生活和谐美满。 ”王华
丽说，当前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
社会，老年人是社会的重要组成
部分，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
对于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王华丽分析，老年人常见的
心理健康问题有失眠、 抑郁、焦
虑、认知障碍等，成因比较复杂。
从生理上看，一些老年人由于身
体衰老， 大脑结构出现问题，会
产生心理健康问题。 一些老年人
因为身患重病，出于对疾病和死
亡的担心， 可能出现焦虑等症
状。 从社会关系看，老年人的社
会关系发生变化也有可能诱发
心理问题，比如老伴和亲朋好友
去世、儿女不在身边、老人到异
地生活等情况，都是诱因。 近年
来，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大量
年轻人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农村
留守老人数量越来越多，缺乏儿
女陪伴，他们会出现孤独、焦虑、
没有安全感等心理状态，尤其需

要关爱帮助。

政策保障，各地积极探索

中华民族有着孝老爱亲、尊
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近年来，我
国高度重视老年人心理健康问
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律来保
障老年人心理健康。

201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开展老年
心理健康与关怀服务，加强对认
知障碍等的有效干预。 2017 年 3
月，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
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
设规划》提出，健全老年人精神
关爱、心理疏导、危机干预服务
网络等。

从法律上看，2018 年新修订
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要求为
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精神慰藉、心
理咨询等多种形式的服务。 2020
年 11 月 1 日施行的《养老机构
管理办法》规定，养老机构应当
根据需要为老年人提供情绪疏
导、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等精神
慰藉服务等。

在实践层面，一些养老服务机
构和医疗机构做出了有益探索。

“多吃蔬菜，肉蛋奶不能断，
满足大脑对营养的需求……”上
午 9 点半，北京市诚和敬多福巷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心理健康
知识课堂开讲， 吸引了 20 位老
人听课， 大家七嘴八舌问这问
那。“我们还为老人组织玩桌游、
猜卡片、做健身操、学京剧、跳交
谊舞、唱歌等多种形式的文娱活
动。 ”养老服务驿站站长李立介
绍， 老人遇到心理上的困扰，可
到驿站的心理慰藉室与工作人
员谈心。 如果老人腿脚不便，驿
站的生活管家还会上门与老人
谈心。

多福巷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不是个例。截至 2020 年 10 月，北
京市已建成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1005 家，覆盖绝大部分老龄化社
区。 驿站委托专业养老服务公
司， 采用市场化手段开展运营，
根据北京市统一规定，每家养老
驿站都要提供心理慰藉服务和
多种形式文娱活动，让老人享受
到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服务。

北京市昌平区泰康之家燕
园养老社区， 住着 1600 余名老
人，平均年龄为 80.5 岁。 社区有
关负责人介绍，社区设置了心理
咨询室，配备了多名心理咨询师

和心理医生。 社工和护理师会上
门给老人提供一对一的心理关
怀，倾听老人的心理诉求，及时
了解老人的心理状态。 此外，社
区会定期举办生日聚会、迎新舞
会、书画比赛、兴趣班等各种形
式的文娱活动，让老人更好地融
入集体，管理情绪，增添快乐。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组建了心理咨询队
伍，主要为辖区内老年人提供心
理健康服务。 队伍的所有队员为
全科医生，他们需参加心理咨询
师培训班，并获得心理咨询二级
证书才能上岗。 全科医生葛彩英
就是其中之一， 她签约了 1022
名居民， 其中 80%左右为老人。
作为家庭医生，她会追踪和监测
老人的心理健康状态，并及时提
出治疗建议。

多方携手，补齐服务短板

“这些课程都挺实用。 比如，
听完今天这堂课，我就知道怎么
从饮食方面预防认知障碍。 ”68
岁的刘仲符提起多福巷养老驿
站的服务，竖起了大拇指。 刘仲
符说，现在外面有些心理健康课
程鱼龙混杂，不少老年人被忽悠

去买产品，浪费钱还伤身体。“希
望国家能出台更多政策，支持社
区驿站开展心理健康服务。 哪怕
咱们自己出点费用都行，关键是
要靠谱！ ”

当前，我国老年人心理健康
服务还存在很多短板。 专家分
析，首先是老年人心理健康知识
普及不足，如子女对老人心理健
康缺乏了解，不能及时察觉老人
出现心理障碍。 其次，一些养老
服务机构由于缺乏心理咨询专
业人才，提供的心理健康服务不
够专业，不能完全满足广大老人
的需求。 第三，为了保持公益性，
一些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运营存
在困难， 从业人员收入较低，工
作积极性无法得到有效激发。

王华丽认为，要加强老年人
心理健康知识的教育和普及，营
造关心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社会
氛围。“当儿女的，要主动学习老
年人心理健康知识，科学认识自
己父母的心理状态，更好地与父
母相处。 此外，子女要多鼓励父
母参加社交活动，对老人的心理
健康很有益处。 ”

“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养老保
障措施制度，加大投入，为老年
人创造更好的颐养天年的条
件。 ”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 20
病区主任张兴理说，有关部门可
以建立心理咨询中心，配备足够
的专业心理咨询师，提供电话咨
询、入户咨询，开展心理教育讲
座等服务。

当前，我国大部分老人选择
居家养老，社区是提供老年心理
健康服务的基础平台，需要大力
建设。 张兴理建议，增加对社区
养老服务机构的财政投入和运
营补贴， 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建
立社区活动中心，积极组织适合
老年人的文娱活动，为他们提供
更多参与社会交流的机会；鼓励
专业心理人员到社区工作，为老
年人提供相应的心理健康宣教，
给予情感支持与精神慰藉。

社区工作者如居委会干部、
网格员， 直接面对广大老人，对
他们进行老年人心理健康培训
非常关键。 王华丽建议，一方面
要完善社区工作者福利保障，提
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
要鼓励专业的心理咨询人才到
社区开展服务，对社区工作人员
进行培训，提高后者开展老年人
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技能。

为了给老年人提供更好的
心理治疗服务， 王华丽建议，进
一步完善医联体建设和分级诊
疗制度。 要鼓励大医院的精神科
专家定期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为老人提供心理治疗服务。 加强
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
生心理健康知识培训，鼓励他们
掌握心理咨询技能，获得相关资
质。“基层卫生机构的心理治疗
能力提升了，老人们遇到小问题
在身边就能解决， 避免积小成
大、拖延成严重的心理疾病。 ”王
华丽说。 （据《人民日报》）

� 2020 年 12 月 5 日，浙江省
金华市孝行助老公益服务中心
志愿者为 40 多名老年人免费提
供暖心服务（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