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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照料定格老人最好时光

如果缺失这份初心， 或许
他们都无法坚持

社会地位低、 收入待遇低、 学历水平低、

流动性高、 职业风险高、 年龄偏大……若要历

数养老护理行业目前面临的种种难题， 我们可

以轻松罗列出一整个清单。 既是如此， 为何还

有这么多人愿意入行？ 在今年被评为 “最美护

理员” 的 50 人名单中， 既有从护士、 财务转

岗而来的刘培莉、 刘壮丽， 还有一心投身养老

护理事业的 80 后男护理员牛亚军。 或许他们

的选择让熟悉的人惊讶， 令同龄人不解， 但当

我们真正走进他们， 或许就能找到支撑他们坚

持下来的初心。

受委屈， 这是身为一名养老护理员的第一

课。 这份委屈有可能来自老人， 也有可能来自

老人家属 。 人至暮年 ， 各项身体机能开始退

化， 却对周遭环境极其敏感， 一旦生活中发生

了新的变化， 老人们都有可能做出一些意想不

到的举动。 比如， 当一张新面孔出现在房里，

一些老人就会开始躁动不安 ， 轻则拍桌闹情

绪， 严重的直接将这股不安情绪发泄到护理人

员身上。 面对一位陌生老人的连番指责， 脸皮

薄一些的年轻护理员没能撑住， 就此终结自己

职业生涯的人不在少数。

在与老人度过磨合期后， 与老人家属之间

又是另一番 “暗战”。 对家属而言， 将老人送

进养老机构多是无奈之举。 他们总希望护理员

能再仔细一些、 认真一些。 32 岁的护理员牛

亚军不知道的是， 他一进来就被家属们 “盯”

上了。 在牛亚军面前， 家属们总是不露声色，

也从不为难他。 但趁牛亚军不注意的时候， 家

属们会在老人床单上偷偷作记号， 确保床上被

套一周一换。 后来， 经过了这场特殊考验的牛

亚军从家属那里知道此事后， 并没有生气。 他

说， “既然选择了这一行， 就知道不能单靠体

谅、 理解来赢得家属信任， 而是要靠专业、 技

术去征服他们”。

“这跟我们十年前的养老
护理完全不一样”

10 年前， 时年 37 岁的郭凤从一名厨工转

岗成了护理员。 彼时， 她所面临的是一个与现

在全然不同的养老护理行业。 那时候， 人们对

失智老人还没有什么概念， 更谈不上专业的护

理知识。

但从五年前开始， 郭凤意识到情况有些不

对。 她所在的浦东新区浦惠明川养护院来了许

多 “看似健康 ” 的老人 。 虽然他们行为能自

理， 但等到了 “发病时刻” 却极难控制。 这还

不是最关键的， 每当郭凤与家属说起这些情况

时， 家属总是满脸写着不相信。 原来， 这名家

属已经很久没有与老人一起过夜了， 她见到的

总是老人 “最正常” 的那一面。

郭凤遇到的情况并非个案。 据不完全统

计， 上海认知障碍症老年人口约 20 万。 近年

来， 提供养老服务的机构、 企业在对收治老人

进行身体状况评估时发现 ， 许多老人都存在

“失能失智重叠” 现象。 部分刚入院时还算健

康的老人， 随着年纪渐大， 也开始往失智方向

发展。

如果没有专业养老护理人员的介入， 老人

从轻度失智向重度失智发展， 病程可能只有短

短数年。 近年来， 随着认知症的

普及， 像郭凤一样早早入行的养

老护理员们也渐渐积累起了丰富

的认知症老人护理经验。 如今，

针对每一位入院老人， 她们都会

详细询问老人平常的生活习惯、

特殊嗜好， 建立起了应对认知症

老人的详细 “数据库”。

郭凤说， 每一位认知症老人

看似出格行为的背后， 总会有诱

因。 年龄渐大， 当他们发现曾经

成熟稳重的自己开始大小便失

禁、 卧床不起， 心理上难免一时

无法接受。 人们都说 “老小孩”，

院里的老人会像小孩一样 “吃

醋”， 他们会精准计算郭凤花在

其他老人身上的时间。 当他们闹

起来的时候， 并不需要大道理，

而只求一位可以静静听他曾经故

事的 “听众” 在。

养老护理的核
心要素始终是“人”

像刘壮丽和牛亚军一样的男

性护理员是这一行里的 “香饽

饽”。 一来， 养老护理员队伍中男性比例极低，

通常一家养老机构也仅能招募到个位数的男性

养老护理员。 二来， 男性护理员在一些护理工

作上有天然的力量优势。 比如， 在照料一些失

能老人时， 常常需要护理人员将老人抱到轮椅

上， 男性护理员或许可以一人解决， 但女性护

理员就需要人 “搭把手”。

近年来， 越来越多养老机构开始尝试引入

智能机器人或智能设备。 即将举行的第二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还

专门新设了 “康复养老” 这一新专区， 展示更

多 “适老化 ” 智能设备 。 在不久前举行的

201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作为智能养老应

用场景的陆家嘴长者综合照护家园里出现了一

款趣味十足的上肢康复机器人。 只见老人缓慢

移动手上的操作杆， 再精准 “击杀” 目标， 在

游戏之余也完成了康复训练。 通过多维力传感

器、 位置传感器等多种智能设备， 这台康复机

器人还可以精确记录老人的动作数据， 从而对

其活动范围、 肌力进行能力评估， 生成完整的

分析报告。

嵌入了智能床垫的全自动护理床是另一款

如今在许多养老机构、 护理院颇为流行的智能

设备。 它们的主要功能是自动监测心跳、 血压

等生理数据， 有的还附加了侦测大小便失禁的

功能， 尤其适合失能失智老人。 部分智能床垫

的中间还有个圆形区域 ， 在老人大小便失禁

后， 它能立即启用自动冲洗模式， 并在冲洗后

将床垫烘干。 这些智能床垫、 全自动护理床的

出现主要解决的是护理人员的夜间看护问题，

大大减轻了养老机构的看护成本， 同时也增强

了老人的安全系数。

作为养老护理行业的新生事物， 不少护理

员也关注到了这些智能机器人

和智能设备。 但她们坦言， 在

实际护理过程中， 一些智能设

备还不能 “达标”。 以抱老人

这一护理环节为例， 由于体力

消耗过大， 许多护理员都希望

能有智能设备进行辅助。 但真

到了实际使用中， 不少老人家

属纷纷对这些智能设备投上了

“反对票”。 “万一机器把老人

卡住了怎么办？” “智能设备

抱老人的力度怎么控制？” 在

关乎到老人感受度的护理行业

里， 智能设备要想真正介入，

不仅需将服务做到 “极致 ”，

还要彻底卸下人们对智能养老

的 “心防”。

但我们能够肯定的是， 无

论未来技术发展至何种程度，

养老护理行业的核心要素始终是 “人”。 从老

人的面部表情中准确判断需要， 在与老人的交

谈中与其形成情感共鸣……这些都只有情感充

沛、 思维灵活的养老护理员才能做到， 智能设

备的角色是帮助护理员减轻体力上的负担， 让

老人以更经济的形式过上一个更有品质的晚年

生活。

护理行业“科班出身”

却一心投身养老行业
我以前是一家民营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可

以说是护理行业 “科班出身”。 四年前， 我一
开始转行养老护理的时候， 周边人都不理解，

都觉得你为什么要去干这个事情。 我这次职业
转变， 与我父亲有很大关系。

在他才只有 40 多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脑
出血了， 后来还患上了血管性老年痴呆。 因为
我是护士的关系， 照顾父亲的任务就落到我头
上了。 在照顾他的过程中， 我开始意识到， 原
来护理做得好， 是可以让老人减轻痛苦的。 我
想把我这些专业的护理知识与更多人分享， 后
来就转型成养老护理员了。

我以前在家里从不做家务， 但为了做好养
老护理员， 我一点点开始学习最基础的护理技
能， 包括帮老人换尿片、 翻身。 一开始， 我心
里还是挺抵触的， 毕竟以前当护士的时候社会
地位高多了。 那时候， 大部分人对养老护理员
这一行还是挺不理解的。 但后来慢慢接触这些
老人， 我就逐渐开始接受这份工作了。 我记得
有一位认知症老人， 连自己的儿女都记不得、

认不清 ， 但每次看到我都会开心地叫 “大块
头”， 还会拍拍自己旁边的位置， 示意我坐下
来。 那时， 我真的特别感动。 直到现在， 我每
次休假可能会有长达两周的时间不在院里。 虽
然我人不在， 但还是会和这些老人通通电话、

视频， 就像家人一样。

学会掌控自己的
情绪很重要

我在居家养老管理岗位做了很多年， 那
时候特别忙 ， 就算是过年也很少回家 。 后
来， 我母亲生病过世了， 那段时间我真的有
点走不出来， 总觉得在她在世的时候亏欠了
她很多。 后来， 我就下定决心从管理岗位转
到一线。

以前我总是看着其他的护理人员做， 自
己只是在旁边管理， 真到了自己要实际操作
的时候， 难度真的挺大的。 首先， 是要学会
观察老人情绪。 患有认知症的老人一闹起情
绪来就不管不顾， 这时候跟他们讲道理是没
有用的， 而是要学会顺着他们的想法说， 但
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掌控自己的情绪。 做了养
老护理这一行才知道， 体力上的辛苦是一方
面， 精神上的高强度工作也会让我们变得更
加情绪化。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位老人， 她的入院时
间跟我一模一样———2012 年 5 月 15 日 。

她以前是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 我常说她是
“医学界的天才， 生活上的低能”。 年轻的时
候， 这位老人一心扑在医学上， 对生活很少
关注。 我一天天照顾她的起居， 见证着她的
变化， 渐渐培养起了感情。 其实， 慢慢做下
来， 你会发现， 跟这些老人相处起来一点儿
也不难， 微笑、 热情地对待他们， 认真听听
他们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就好了。

护理第一关
受得住“老人味”

我老婆先来了杨浦区社会福利院 ， 她跟
我说 “这里挺好的”， 于是我就来了。 我是做
财务出身 ， 跟养老护理行业八杆子打不着 。

一开始 ， 我最不能习惯的 ， 就是房间里的
“老人味”。

男性护理员在这个行业内十分 “稀有 ”，

我在实习期就被派到了重度失能老人的护理区
域。 这些老人大多只能卧床， 从喂饭、 鼻饲，

到擦身、 更衣， 甚至是帮助排便都要由我一个
人来负责。 虽然我们院已经把消毒、 通风工作
做到位， 一般人进来几乎闻不到什么味道。 但
作为护理员， 我要贴身照顾老人， 这些味道很
难完全避开 。 在我之前 ， 因为接受不了这股
“老人味” 而逃走的护理员已经有好几个。 我
也说不清楚支撑我坚持下来的理由是什么， 可
能慢慢也就习惯了吧。

虽然我护理的房间都是重度失能老人， 但
每个人的情况又有些不太一样。 有一位老人得
了脑梗不能说话， 但思路非常清楚， 我们平常
交流全靠 “眼神”。 还有一位不喜欢起床的老
爷子， 怎么劝说都不管用， 这时候就需要用一
些技巧 “哄骗” 他起床。

做养老护理员以后 ， 从工作内容上来讲
肯定要比我之前的工作辛苦一些 ， 社会地位
也不高 ， 但这些老人们都很可爱 ， 慢慢也就
做下来了。

他们老的时候有我们
我们老了怎么办
我最开始的时候， 是在养护院食堂当一

名厨工， 只有在送饭的时候才会跟老人们打
照面。 2009 年， 食堂改制， 新的管理人员
跟我说， 可以选择转岗成为养老护理员， 或
者干脆另外找一份工作。 我选择了第一种，

结果在一个月内就狂瘦 10 斤。

我很清楚地记得 ， 上班第一天 ， 带我
的师父让我帮一位老人喂饭 。 但那位老人
因为不熟悉我 ， 一直在那边大喊大叫 。 那
一刻 ， 我真的感觉自己很委屈 ， 还大哭了
一场 。 回到家后 ， 我就跟家人说 ， 我不做
这份工作了 。 但到了第二天早上 ， 我又去
上班了 。 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 别人
能做的 ， 为什么我做不了 ？ 我想着 ， 既然
已经在养护院的食堂里做了这么多年 ， 送
饭的人情总归在 ， 时间长了 ， 老人们就熟
悉我了。

现在院里的好多老人， 只要远远地听到
我的声音， 就会热情地喊我 “小阿姨”， 因
为我在这里的年纪最小。 不过很多时候， 看
着院里面的老人我也常常在想， 他们这一代
老的时候还有我们， 等到我们这一代人老了
怎么办 ？ 现在养老院里的护理人员里 80

后、 90 后真的很少， 大多数还是靠 60 后、

70 后撑起的。 我真的挺希望能有更多年轻
人加入我们这一行的。

对我来说
这不仅是一份工作
进入养老护理这一行比较偶然。 在一次同学聚

会上， 我与几个同学讨论最看好哪个行业， 大家对
养老护理行业最看好， 于是我就进来了。 一开始我
主要做的是居家养老， 后来希望能找到一个比较好
的平台， 真正学习一些养老护理知识， 就来到了上
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我可能是一个比较 “特别” 的年轻人吧， 我不
排斥天天跟老人相处在一起， 相反还有点享受。 小
时候， 父母要起早贪黑地工作 ， 我经常见不到他
们， 于是就跟着爷爷奶奶一起长大。 在我的心里，

爷爷奶奶总是要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但因为在外地
求学， 奶奶的最后一面我是在灵堂上看到的， 至今
依然是我的一大遗憾。

进入养老院工作后， 我并没有把护理老人当作
一份工作， 也没有刻意觉得自己是去服务老人的。

我就自然地把老人当作自己的家人， 这样老人没有
压力， 我也没有压力， 大家相处得都轻松。

跟老人相处久了，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比老人的
家人们更了解他们。 有一些老人因为生病的关系，

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话来。 一开始， 我们之间
的沟通也很缓慢 ， 猜得对就能迅速满足老人的需
求， 猜不对老人就一直拍桌子。 后来， 我能从老人
的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就迅速判断他们的需要， 甚
至有些时候还充当起老人与家属之间的 “翻译 ”。

每当这时， 我就会觉得身为一名养老护理员特别有
成就感。

刘培莉
1989 年出生，上海
星堡老年服务有限
公司养老护理员

王凤
1975年出生，上海宝
山区杨行镇金秋晨
曦老年公寓护理员

刘壮丽
1968 年出生，上海市杨
浦区社会福利院护理员

郭凤
1973年出生，上海市
浦东新区浦惠明川
养护院护理班组长

牛亚军
1987 年出生，上海
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护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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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护理员眼中的养老行业

护理员， 这是许多长者在生活
中接触时间最长的一群人。 从搬移
老人动作的轻柔与否， 到喂饭速度
快慢， 护理员的个人素质、 共情能
力、 水平高低往往关乎着一群老人
的生活质量、 幸福指数。

自 2017 年起， 由上海市民政
局指导、 上海市养老服务发展中心
主办的 “寻找最美养老护理员活
动” 已连续举办两届。 通过对优秀
养老护理员进行褒奖， 希望能借此
不断提高养老护理员队伍的技能水
平， 也让更多人意识到养老护理是
一门真正技术， 鼓励更多人投身、

参与到养老护理行业。

上图 ： 沪东老

年护理院的医护人

员为老年患者贴窗

花增添节日气氛

右图 ： 莘庄镇

敬老院内老人们自

发组成的乐队为同

伴们带来了欢乐 ，

护理员在一旁观看

摄影 袁婧

最美护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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