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午3时，闫玮娟和同事来到
位于市北区兴安路上的于泽清老
人家中。于泽清是一名退伍老
兵，今年93岁，政府为其购买的居
家养老服务，需评估其生活能力，
以确定等级。

据了解，截至2021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已达 2.67 亿。
老年人能力评估是为老人提供科
学、精准的养老服务过程中的重要
一环。“于老，您阳了没有？”“最近吃
饭怎么样？自己能下楼吗？”闫玮娟
耐心地与老人进行沟通，每一项回

答都逐一记录在表格上。
而她的同事则和照顾老人
的儿媳妇交谈着，了解着老
人的一些情况。

“今天下午本来还有
几家，但有的人在电话中
直接就拒绝了。”闫玮娟告
诉记者，作为一项社会了
解度不高的新职业，评估
工作不被老人及家属理解
的情况时常发生。“经常会
碰到拒绝的，在这个时候

我们只能找社区去做工作。”
在闫玮娟看来，老年人能力

评估师的身份不只是考官，他们
往往还肩负着做教师的职责。“做
这个工作时间久了，有时一眼就
能看明白老人的状态，知道他们
需要被关心的点在哪里。”闫玮娟
说，在实际工作中，老年人能力评
估师还要帮助老年人找到他们身
上的优点，重拾自信，激发潜能，
按照自己的需求、愿望和能力去
参与社会生活，同时也能获得充
分的照护。

健康的“面试官” 心理的“指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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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截止到2022年，全国
各类养老服务机构数量达到17.3
万个，按照一个机构配备至少10名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计算，全国需求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至少150万人。

庞大的社会需求正在推动外
界更多关注到“老年人能力评估
师”这个职业。目前，青岛（区）市
民政部门共认定6家第三方评估组
织，闫玮娟所在的老友乐养老服务
有限公司作为青岛市第一家开展
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的公司，现有
专（兼）职评估员20多名，每年的评
估量在6000人左右。据了解，老友
乐目前所负责的市南区，仅在2021
年4月至2022年4月
这一年间，全区就评
估了约3500人。“养
老照护的每一项服
务，都是从评估开始
的，随着社会老龄化
的加深，评估会向更
加专业、精准的方向
发展。”市南区民政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就 在 前 不 久 ，
《老年人能力评估规
范》国家标准发布，

该标准的制定出台，意味着老年
人能力评估领域的标准层级由行
业标准上升为国标，将为科学划
分老年人能力等级，推进基本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养老服务
供给，规范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等
提供基本依据。

闫玮娟说，成为老年人能力
评估师的这三年里，具体为多少
名老人进行过评估，她已记不
清，但她知道，这个职业不仅是
社会上的新专业，更是一份需要
情感投入的事业，通过努力惠及
更多的家庭，自己的工作便更有
意义。 记者 许瑶

须投入真感情 助养老更精准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民政厅
召开全省社会救助综合改革实验区
建设推进会，命名28个首批全省社
会救助综合改革实验区，青岛市南
区、黄岛区荣登榜单。

市南区以创建全省社会救助综
合改革实验区为抓手，打造“有速度、
有温度、有精度”的救助服务。开展

“学理论、强基础、提能力”系列社会
救助业务培训，全面推行社会救助

“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推进服务类
社会救助创新，开展党员干部与困难
群众结对帮扶活动，建立低收入人口
动态监测数据库，加强主动发现，提
供个性化、精准化救助服务。

黄岛区打造“倾心救”社会救助
品牌，区级设立200万元专项“绿色
通道救助”周转金，各镇街设立不低

于5万元的临时救助备用金，为遭遇
急难的困难家庭提供24小时“立即
办”救助服务。深化改革创新，创新
社会救助“微”改革，系统集成慈善
救助资源，对政府救助未覆盖或经
社会救助后仍未解决困难的群体，
通过“5+1”慈善补充救助方式实施
救助，共补充救助128户困难群众，
发放救助金50.2万元。

下一步，青岛市将以创建首批
全省社会救助综合改革实验区为契
机，市区两级联动，锚定“走在前、开
新局”，强基固本、攻坚克难，真抓实
干，以创建促发展、以发展求突破、
以突破求实效，切实兜准兜牢兜实
民生保障底线，为社会救助事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青岛样板。

（记者 许瑶）

首批全省社会救助综合改革实验区揭晓
市南、黄岛荣登榜单

本报讯 近日，民政青年志愿者
和高校志愿者走进“一老一小”民政福
利机构活动在市儿童福利院举行。

启动仪式上，志愿者向孩子们捐
赠了精美图书，福利院特教老师对志
愿者们进行了岗前培训，向他们传授
了从事特教工作经验和注意事项。

随后，志愿者们来到青岛福彩养
老院，看望福彩养老院里的“爷爷”

“奶奶”，为老人们收拾卫生、梳头、聊
天、表演节目等。分别时，老人们不

舍志愿者离开，再三询问什么时候再
来，民政青年志愿者和高校志愿者也
表示将会持续来看望老人们。

据悉，青岛市民政局将与青岛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青岛爱心陪
伴”大型公益平台一起，制定合作方
案，建立长效机制，创新形式、丰富载
体、拓展空间，构建校地协同开展志
愿服务新格局，为实现幼有优教、老
有颐养的幸福图景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

志愿服务关爱“一老一小”

老人健康的“面试官” 乐龄心理的“指导师”
——走近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今年52岁的闫玮娟过去一直从
事养老护理工作，3年前，她有了一
个新身份——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如今，她所在的老友乐养老服务有
限公司主要负责青岛市市南区和莱
西市的评估工作，他们通过社区和
养老机构收集评估需求，再前往老
人家中或机构进行现场评估。

“大爷，你能不能坐起来？”“能，
我还能快走，还能推铅球、扔铁饼
呢。”话说间，黄振智兴奋地摆出一副
扔铁饼姿势，“我这动作标准吧？”黄
振智和老伴刘淑英刚住进春晖老年
公寓不久，这是老人入住机构必须要
进行的一场评估。“问几个问题还行，
问多了就开始答非所问，这就是早期
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闫玮娟说，老
人不经意间的动作或情绪变化，也是
身体发出的信号，要及时警觉。

据闫玮娟介绍，老年人能力评

估师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为有需求的
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精神状态、感
知沟通、社会参与度等健康状况测
量与评估，作为养老院照护、政府补
贴等依据，以便更个性化地开展养
老照护服务。以青岛为例，经能力
评估为失能（失智）的老年人，补贴
标准为每人每月 350 元。此外，自
2016年开始在全国多地试点的长护
险，也逐渐将评估作为依据。

闫玮娟告诉记者，很多评估来
源于观察和交谈，在评估过程当中，
老人身体难免会出现一点难堪，如
何让测试变得更有温度，需要评估
师有更多的实战经验。“做好一名老
年人能力评估师并不简单，不仅需
要护理学、医学等基本知识，还需要
对老人有爱心和同情心。”闫玮娟认
为，每个人都会老去，每一位老人都
有权力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

评估结果不同 补贴待遇不同

““黄大爷黄大爷，，您能告诉我您今年多大了吗您能告诉我您今年多大了吗？？”“”“八十多岁了八十多岁了。。”“”“那今天是几月几那今天是几月几
日呀日呀？？”“”“这个我要想一想呢这个我要想一想呢””…………33月月99日日，，在青岛市市南区春晖老年公寓在青岛市市南区春晖老年公寓，，评估评估
师闫玮娟正在为师闫玮娟正在为8787岁的黄振智老人作评估岁的黄振智老人作评估。。这个下午这个下午，，她的任务是为她的任务是为33位老人位老人、、22
家养老院提供上门评估服务家养老院提供上门评估服务。。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的健康越来越受到重视老年人的健康越来越受到重视，，养老需求也日趋养老需求也日趋
多元化多元化。。如何精准地提供养老服务如何精准地提供养老服务，，让老年人安享晚年让老年人安享晚年？？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这一新职业应运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这一新职业应运
而生而生，，也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也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

民政动态

11 22

33

张立制作的手工花束张立制作的手工花束

于吉峰夫妇于吉峰夫妇

周家梅夫妇周家梅夫妇

年纪大了，是留在家里和儿女一起生活，还是去老年公寓享受更
自由的生活？如今时代在进步，老年人思想也在进步，为了给儿女减
轻负担，现在许多老两口成双成对地住进了市郊的老年公寓。近日，
记者走进莱西宏远健康颐养中心，听听老两口们怎么说？

放心，不给儿女添负担

今年 91 岁于吉峰与 86 岁老伴是
去年 8 月份入住宏远的。选择这里，
就是看重服务。“我的肾不是很好，需
要透析，每周一三五需要外出，每次
需透析 4 小时，每次都会有工作人员
上门接我去医院，到了医院他们用轮
椅推着我楼上楼下办理各项事情，直
到透析结束再一起回老年公寓。”就
这一点于老特别感动，“就算是子女
也不过如此，何况他们都是老年公寓
的工作人员呢。”于老说道。

家住莱西市的于吉峰共有三个
孩子，老大是个女儿，居住在青岛市
区需要照看孩子；老二是个儿子，居
住在烟台还未退休；小儿子也在青岛
市区但是身体不是很好。为了不给
孩子们增加负担，他跟老伴商量选择
入住老年公寓。“在宏远多好呢，有人
陪着说话，饭菜可口不重样，还有人
照顾我们，生活方方面面都不用孩子
操心。”于吉峰说道。

暖心，处处细节尽显关怀

采访周家梅时，她正在看乒乓球比
赛，“年轻时喜欢打，在宏远活动中心打
过几下，年龄大了，打不动了。”81岁的
周家梅笑着说道。

周家梅告诉记者，在宏远娱乐活
动天天有，“我们有娱乐管家，每天想
着法带我们玩，昨天我们去看了专为
我们打造的热带雨林景观，很漂亮。”

周家梅跟老伴杨先生现在住在居
家养老区。聊到在宏远的感受，周家梅
高兴地说：“到宏远后什么都好，吃得
好，睡得好，打扫卫生也好，每周换一次
被服，喝水都是送上门的纯净水。”这些
年轻人看似简单的家务事，但放在两位
八十多岁老人身上确实有些吃力，还好
宏远配备了生活管家，为老人提供“只
有你想不到”的服务。

周家梅说老伴肺不是很好，尤其阳
康后，当天有两个小伙子开车去家里接
他们时，老伴正在吸氧，就简单聊了几
句。周家梅说：“就是这样一次闲聊，我
们也没放心上，但等我们到达宏远家中
时，卧室里就已摆放好了氧气，当时我
这心里就特别暖。”这样的小细节打动
着老两口，让他们住得很踏实。

安心，“组织”为我们准备一切

莱西被称为“青岛的后花园’”，82
岁的张立说住在宏远也确实像住在花园
里，环境好，临湖而建，下楼就是公园。

张立告诉记者，别看她年龄大，但
对硬件设施要求还挺高，宏远在这一
点也是最令她满意的。“我最喜欢这里
居住格局，让我有自己的私密空间，尤
其我现在家是两室两卫，不到 100 平
的房子装修了两个卫生间，光这一点
就能看出来他们非常用心，年轻人可
能不在乎，但老年人这个就厕问题不
能等。”

退休后的张立跟老伴随孩子去了
美国，随着年龄的增长，张立跟老伴商
量还是想要回国养老。就这样三年前
张立回国了，当时她先在青岛租了一个
房子，边住边考察养老公寓，“有次我卫
生间的灯坏了，找谁都找不到，我就天
天举着台灯上厕所，当时那种无助感特
别难受。”张立说道。

后来张立听说了宏远，试住后很满
意，就决定入住。“去年冬天很多人都阳
了，但我们不慌，用过去的话就是‘我们
有组织呢’，这里有吃有喝还有医院，没
什么担心的了。”张立笑着说道，其实老
年人很重视的心理状态就是有人关心
她们，在宏远，时时刻刻有人陪着你。

春暖花开的季节，张立现在就等
老伴的签证下来，“回国前老伴安排的
任务，我都圆满完成了，老伴回国后直
接就可以入住。”张立满意地说道。

记者 臧硕

活得健康 老得优雅
青岛老年人多了个“后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