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0 卷

26

2020 年

第5期

中

10 月

国

发

Vol. 20

展

China Development

Oct.

No. 5
2020

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心理和精神服务体系研究 ∗
王

婷

(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北京 100029)
摘

要:医养结合是养老服务的核心内容,养老机构的心理和精神服务存在医养结合定位服务供给结构失衡、

专业人才缺乏等特点。 养老机构中老年住户的心理主要表现出孤独、交往活动少、矛盾冲突明显等消极特征,精神
卫生护理需求水平也较高。 机构养老应向更全面的心理和精神建设发展,坚持医养结合,构建专业心理和精神服
务体系,以积极老龄化为理念,提升养老机构老年人整体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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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 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

面的信息,还应包括自杀、伤人等需要特别注意的心

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

理和行为问题的信息,可以有选择的使用精神卫生

心态” 。 心理服务体系指由专业机构和人员遵循个
体发展心理健康规律,向社会人员提供的心理促进
工作,并围绕此工作进行投资、教育培训、管理监督
所组成的系统( 黄希庭、郑涌、毕重增等,2007) 。 中

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越来越多的高龄、失能及认知
症的老人入住养老机构,心理服务是老年人选择机

评定量表” 。 规范中提及“ 心理” 仅有一处,即“ 要求
评估人员掌握的心理测量工具包括 4 种,分别是:简

易智能状态筛查问卷;巴氏指数测量表;老人选择卫
生服务的能力问卷;以及不是必选项的韦氏智力量
表等心理测量工具” 。 本规范的精神服务范畴大于
心理,包含了认知、情感等心理学过程。

2010 年,北京市民政局发布的《 北京市地方标

构养老的重要因素。 医养结合是中国养老服务的核
心内容,通过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结合,构建集医护
康养于一体的综合性养老服务模式。 在医养结合背
景下,养老机构如何满足不同类型老年人群的心理

准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量规范》 中, 明确使用 “ 心
理 / 精神支持服务” 一词,并将其内涵归纳为“ 通过
语言、文字等媒介,使老人的认识、情感和态度有所

需求,构建综合型心理服务体系,是机构管理者和工

变化,增强适应性,保持和增进身心健康的过程。”

作人员的重要职责。

规范将“ 心理” 和“ 精神” 区分,是对老年正常心理和

1

养老机构心理 / 精神服务内涵界定

异常心理的科学界定。 2018 年,中国社会福利与养

心理和精神是不同的概念范畴。 笔者通过查阅

册》 一书 中 提 出: 心 理 / 精 神 支 持 服 务 是 包 括 对 焦

地方标准后发现,关于老年人心理和精神服务内涵
的描述,随着医养结合政策的实施,愈加科学与准
确。 北京市民政局 2005 年发布的 《 养老服务机构
老年人健康评估服务规范》 运用的是“ 精神状况” 一
词。 规范中明确规定,“ 精神状况是指老人在评估
时的外表、行为、情绪状态、认知功能等方面的外在
表现。 精神状况应包括认知、情感和意志行为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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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以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为例。

老服务协会发行的 《 养 老 机 构 标 准 化 建 设 使 用 手
虑、抑郁、恐惧、孤独情绪和睡眠障碍的调整、心理创
伤的处理、健康心态的促进、人际沟通和社会适应性
的咨询、辅导和治疗等服务提供过程。 此描述综合
体现了老年人健康养老的心理服务需求和应对精神
心理疾病的医疗护理需求,引导养老机构工作者在
设计心理 / 精神服务模式时,要能够从机构住户老年
人的个体化、多层次、多元化需求角度出发。

2

2. 1

养老机构老年人心理 / 精神特征
心理特征
老年人心理健康可从认知功能、情绪调节、自我

认识、适应 能 力 和 人 际 交 往 等 五 个 维 度 进 行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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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振云,许淑莲,李娟,2002) 。 笔者结合日常工作

躯体化、强迫、抑郁、恐怖、精神病性等 6 个因子均高

年人的心理可表现出以下特点。

迫、抑郁和躯体化。 这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基

对养老机构老年人的观察和访谈,发现养老机构老
2. 1. 1

情感孤独,却对社交不感兴趣

养老机构相对封闭、环境单一,获取外界信息途

于常模,有显著差异。 整体来看,排在前三位的是强
本一致( 王双双,2017;王进松,2019) 。 强迫和抑郁
两因子水平高,可能与老年人入住机构的主观意愿

径少,这些因素会引发老年人产生孤独感。 但是,情

低有关,躯体化因子高,可能与机构老年人多是高

感上的孤独并未增加老年住户的社交兴趣,相反,机

龄,绝大多数伴有躯体功能、睡眠和饮食障碍有关。

构老年人彼此间的人际交往淡漠,甚至形成一些矛
盾冲突,即使是参加集体活动主动交流意愿水平也
较低。 不同类型的养老机构管理者普遍反映,协调

表1

养老机构老年人 SCL - 90 与全国常模比较

老年住户的人际关系是他们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
2. 1. 2

渴望被人关注,却对他人缺乏信任感

随着入住时间延长,机构老人会产生越来越强

的被抛弃感。 他们渴望获得家庭成员和养老机构工
作人员的关注。 但养老机构住户的流动性、护理员
和老人之间的雇佣关系,会引发老人在机构生活的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
抑郁
焦虑

不安全感、对他人的不信任感,非常容易对工作人员

敌对性

的语言或行为,产生急躁、抵触情绪及投诉行为等。

恐怖

2. 1. 3
失望

享受“ 过一天算一天” ,却极易对生活感到

机构老年人以高龄、失能和失智为主。 由于生
理老化带来躯体健康下降,老年人常挂嘴边的一句
话是“ 过一天算一天,不要瞎折腾” ,对养老机构提

供的规律生活中感到安全与满足。 但当老年人通过
电视、手机等媒体获取外界同龄老年人的生活信息
时,也会认为养老机构的生活过于单调、机械、被人
管辖,无法满足个性化需求,对未来生活充满失望。
2. 2

精神卫生水平
为进一步了解养老机构老年人的精神卫生状

况,笔者对北京市 9 家养老机构中 132 名老年人运

偏执
精神病性
∗∗∗

人总均分大于 4,症状属于严重的占总数的 0. 8%。

该量表共有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抑郁、

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 9 个因子,90 个
项目。 将各因子得分与全国正常成人常模比较,在

1. 58±0. 61

1. 37±0. 48

3. 95

0. 000 ∗∗∗

1. 45±0. 61

1. 65±0. 61 -3. 81 0. 000 ∗∗∗

1. 78±0. 65
1. 66±0. 55
1. 46±0. 59
1. 35±0. 56
1. 44±0. 64
1. 38±0. 61
1. 40±0. 64

1. 62±0. 58
1. 50±0. 59
1. 39±0. 43

2. 79
3. 25
1. 31

1. 46±0. 55 -2. 30

0. 006 ∗∗∗
0. 001 ∗∗∗
0. 193

0. 023 ∗

1. 23±0. 41

3. 80

0. 000 ∗∗∗

1. 29±0. 42

2. 23

0. 028 ∗

1. 43±0. 57 -0. 98

0. 328

自评量表各因子得分、总分无显著差异,说明养老机
构中的老年男性和老年女性精神卫生水平相似。
表2

不同性别老年人 SCL - 90 症状自评
各因子得分比较( M±SD)
男性

人际关系

于等于 3 小于 4,症状属偏重的占总数的 4. 5%;有 1

p

于女性,而其他 8 个因子上,不同性别的老年人症状

项因子分总均分大于等于 1 小于 2,有症状属很轻
3,有症状属中度占总数的 12. 9%;有 6 人总均分大

t

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男性抑郁因子得分略低

躯体化

占总数的 81. 8%,有 17 人总均分大于等于 2 小于

全国常模

对不同性别的老年人各因子得分及总分进行独

76 名,占 57. 6%。 结 果 显 示, 总 分 160 分 以 上 26
人,提示阳性症状,检出率为 16. 25%;其中 108 人 9

均值±标准差

p≤0. 001, ∗∗ p≤0. 01, ∗ p≤0. 05.

用症状自 评 量 表 ( SCL - 90) 进 行 测 评。 平 均 年 龄
(80. 32±8. 74) 岁,其中男性 56 名,占 42. 4%,女性

( M±SD)

强迫
抑郁
焦虑
敌对性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女性

t

p

1. 53±0. 64

1. 62±0. 59 -0. 78

0. 436

1. 43±0. 67

1. 46±0. 57 -0. 27

0. 781

1. 72±0. 64
1. 55±0. 55
1. 42±0. 63
1. 29±0. 49
1. 39±0. 64
1. 34±0. 61
1. 36±0. 58

1. 82±0. 66 -0. 82
1. 74±0. 54 -2. 00
1. 49±0. 57 -0. 63

1. 39±0. 60 -1. 112
1. 48±0. 64 -0. 869
1. 40±0. 62 -0. 565
1. 43±0. 52 -0. 734

0. 413
0. 048
0. 531
0. 268
0. 387
0. 573
0.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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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心理 / 精神服务现状
服务供给结构失衡
养老机构由于不具备专业精神卫生护理的能

力,心理服务方式主要包括文娱活动类、支持性心理
服务,以及针对失智老年人的非药物干预活动等三
类,精神卫生服务的结构性短缺明显。
3. 1. 1

文娱活动类

展;并且机构应配置心理工作室。 对 40 位机构管理
者问卷调研结果显示,40%的机构心理 / 精神服务工
作由护理员完成,23%的机构有专业社工,16. 7%的
机构依靠志愿者,13% 的养老机构会聘请 1 名专业
的心理工作者,定期到机构为老年人实施服务。 分
析原因,首先能够培养懂老年心理 / 精神技能这类专
业人才的院校数量少;其次,由于老年人群身心规律
发展的特殊性,传统的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模式不

主要有生日聚会、手工制作、老年大学、舞蹈唱

能满足机构老年人的需求,部分心理工作者从业难

歌等形式,以活动为载体。 组织人员由机构社工和

度大;再者,机构管理者对心理服务重视程度不够,

志愿者共同构成。 社工负责协调组织老年人,志愿

认为不需要在这个领域投入人力成本。

者负责组织当天的活动表演。 文娱活动类的心理服

4

务对专业技能要求不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机
构老年人的积极情绪和人际关系,不足之处是时效

机构养老心理和精神服务体系构建
养老机构中老年人心理 / 精神服务效果与社会

性较短。

预期和政策初衷差距较大。 可从以下角度构建养老

3. 1. 2

机构的心理和精神服务体系。

支持性心理服务类

包括面向群体的心理健康教育和面向个体的心

理护理。 群体教育由养老机构邀请专业人士进行。
通过对 40 位机构管理者问卷调研,机构工作人员组
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主题的内容倾向性,从高到底
依次为:老年人沟通技巧 ( 70%) 、老年人心理健康

4. 1

聚焦心理健康促进与教育

4. 1. 1

坚持“ 以人为本”

要关注“ 个体” ,而不是“ 个体的问题” 。 世界卫

生组织在 2015 年发布的《 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
球报告》 中写道:“ 老年人的能力和健康需求的多样

评估(66. 7%) 、老年人常见心理问题 ( 60%) ,老年

化并不是随机产生的,而是根源于整个生命过程中

技巧(43%) ,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机构管理者关注

也就突显了开展贯穿生命始终的卫生保健服务的重

人社会适应技巧(43%) 、慢性病老年人的心理干预

的所有事件和经历,而这些常常是可以被改变的,这

对老年人开展精神卫生主题教育。 个体心理护理又

要性。” 因此,对老年人的心理和精神服务要坚持以

表现为情感陪伴和个体干预两类。 前者由经验丰富

人为本,具备可持续性。

的护理员或经过培训的社会工作者完成,后者由医

4. 1. 2

护人员、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等专业人员完成。
3. 1. 3

针对失智老年人的非药物干预活动

建设“ 积极老龄化” 的企业文化

衰老不应该是痛苦、弱者、孤独的代名词。 机构

应从服务礼仪、建筑环境、品牌理念、适老化设施等

失智老年人是养老机构护理的重点人群,在疾

角度,让员工首先树立积极老龄化的观念,营造良好

病的中重度阶段会出现异常精神和行为症状,对精

氛围,并将这种积极性传递给老人,协助其积极参与

神卫生护理需求水平较高。 但是医护人员多以日常

各类活动,提高生活质量。 具有积极理念的机构,员

照料和疾病的诊治为主要服务内容,对音乐照护、抚

工稳定性也会很好。

触疗法、怀旧疗法等非药物干预项目涉猎较少。 同

4. 2

时又缺少对失智老年人的人文关怀,不能满足“ 以
人为本” 的精神卫生服务宗旨。
3. 2

心理 / 精神专业人才数量极为缺乏

4. 2. 1

搭建机构心理 / 精神服务途径
明确医养结合定位

根据精神卫生法,以心理治疗为主的精神卫生

服务,需要在国家批准的医疗卫生机构才能够开展,

《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 国标,2017) 中

为养老机构实现均衡的心理和精神服务供给,带来

明确提出,养老机构中的心理 / 精神服务岗,应由具

技术困难,难以发挥综合效应。 鼓励医养结合的养

有一年及以上老年服务经验的社会工作者或心理咨

老机构,积极从预防心理疾病的角度,进行“ 医、养”

询师开展此项服务;危机干预方面的服务则应由有

资源有机整合和服务功能的综合拓展,为机构老年

3 - 5 年老年服务经验的社会工作者或心理咨询师开

人建立持续的心理和精神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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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2

强化活动仪式感

为老年 人 提 供 心 理 或 精 神 服 务 需 要 有 “ 仪 式

感” 。 仪式感其实是一种心理暗示,暗示参与者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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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具备“ 跨团队合作” 意识。 机构老人的

心理服务需要社工部、护理部以及行政部等部门合
作实施。 其次要了解老人最原始的需求数据,通过
原始数据筛选目标服务人群,聚焦机构当中共性的
老年人以及个性化的数据,形成服务设计。 再者,服
务结束后,注意回收老年人对活动的反馈及整改建
议,以便调整服务方案。
4. 4. 3

关注疾病预防,降低风险成本

一线工作人员要将心理和精神区分开,心理服

务可以聚焦心理教育、健康促进、心理预防 3 个层

面,兼顾心理疏导与心理咨询两个层面,由医疗机构
承担心理治疗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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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mbin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nursing is the core content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The psy-

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services of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balanced supply structure
and lack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lderly residents in pension institutions are
loneliness, less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obvious conflicts and other neg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level of mental health care demand is also high.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overall mental health level of the elderly in pension in-

stitution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combin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nursing, build a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service system, and take active aging as the concept to improve the overall mental health level of the elderly in pension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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