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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设立专项基金

“生命故事书”助老人留存记忆
■本报记者 徐玲

日前，获得国内外多项大奖的纪录

片《我只认识你》在上海、北京、广州、深

圳、成都、杭州、苏州、重庆等近百个城市

同步举办百城首映礼。影片讲述了上海

一对耄耋老人在遭遇“空巢”和“阿尔茨

海默病”双重困境时，始终相守相依、不

离不弃的故事，呼吁全社会关注这部分

人群，帮助他们在遗忘即将来临或者已

经来临时，及时记录人生故事，传承家风

家史，让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等认知症的

群体感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爱。

不离不弃伴一生

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患认知症的人

数逾 1000 万，位列世界第一。在上海，

已有逾 27 万老人罹患该病症。这是一

个庞大的群体，患者本人饱受疾病的痛

苦，其家属和家庭也面临巨大的照看压

力。《我只认识你》片中主人公味芳患阿

尔茨海默病十多年了，她认不出周围的

亲戚朋友，连儿子站在面前也认不出来，

唯独记得老伴儿树锋，走到哪里都要拉

着树锋的手。

味芳的病情恶化缓慢，这和树锋的

悉心照料分不开。他将老伴的病态当作

生活的常态。然而，他自己的身体状况

也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况愈下，一人照料

味芳已力不从心。为了陪伴味芳，树锋

和她一起住进养老院，他不断调整心态

去适应生活，对妻子的爱也始终如一。

片中，两名老人在衰老、病痛、孤独

的情况下始终相守相依、不离不弃。英

国纪录片导演柯文思曾经评价，这部影

片教会我们所有人，要相信坚持和爱的

力量，相信夫妻关系可以经得住最艰难

的考验。

在浦东，其实也有庞大的认知症患

者人群，然而，由于一些观念上的原因，

患者本人和家属并不愿意被贴上“老年

痴呆”的标签。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秘

书长任艳萍告诉记者，在传统观念中，老

年人上了年纪，忘性越来越大并不被认

为是一种疾病。而实际上，除了会忘记

一些事情，“阿尔茨海默病”还会伴有其

他一些症状，如脾气越来越暴躁、逐渐失

去生活自理能力等。“如果及早发现，阿

尔茨海默病是有办法控制的，介入越早，

患者本人和家属都会越轻松。”因此，基

金会和爱心企业一同发起成立了“洋泾

万欣和·传家宝——关爱阿尔兹海默病”

专项基金，关注的就是社区的阿尔茨海

默病人群。

“生命故事书”守候记忆

据介绍，项目每年为洋泾及周边社

区的 10 户高龄或失智长者家庭采集年

代记忆和人生故事，制作成老人的生命

故事书，当作家庭的“传家宝”。任艳萍

表示，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为

逐渐失去记忆的高龄或失智老人留下珍

贵回忆，给患病家属以慰藉。除了采写

人生记忆、制作故事书、拍摄短片外，这

笔资金还将用于面向社区老人的阿尔茨

海默病筛查、开展病症知识普及讲座

等。截至目前，该专项基金已累计募集

善款逾15万元。

制作一本“生命故事书”，社工、社区

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等需要上门数次，

与老人面对面交流，听他们将“过去的事

情”娓娓道来。80多岁的潘爷爷是项目

第一批“生命故事书”的讲述者，他是一

名非常健谈的老人，年轻时曾在救火队

工作，工作时的几次救火经历，潘爷爷至

今记忆犹新。潘爷爷的晚年生活有声有

色，80多岁高龄仍活跃在社区，在夕阳红

谈心室为老年人解决心理健康等问题，

是远近闻名的热心人。

据介绍，第一批的 10名故事书主人

公里有 3 名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确诊老

人，其余都是高龄老人。每个人的故事

书都各有特色，其中有名奶奶年轻时曾

是绣娘，在她的故事书中，志愿者细心放

入老人曾经的手工绣片，配合照片视频

等资料，为老人一一留下珍贵的生命记

忆。如果哪天老人记不住了，故事书也

是刺激记忆的一剂良方。

任艳萍透露，在项目刚刚进入社区

时，项目组遇到了比较大的阻力，但实

施两年多来，大多数居民对“阿尔茨海

默病”已不再陌生。“我们希望能够普

及这方面知识，在病症还没扩大时采

取有效的控制措施，消除患病老人和

家属在社区中的‘病耻感’，营造‘失智

友好社区’。”

除了制作“生命故事书”，今年，专

项基金还推出了大众版的“生命故事

书”、六一社区亲子公益嘉年华等活动，

唤起更多人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及

其家属的关注。大众版的生命故事书

其实是一种“阿尔茨海默病”的简单普

及版，通过深入学校，号召孩子们回家

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互动，去跟自

己家中的老人沟通、做游戏。在制作家

庭故事书的同时，发现老人是否有患病

征兆，再由儿童去劝说老人积极参与治

疗，这样老年人更易接受并愿意配合治

疗。比如，孩子们会让老人画一个钟

表，要求标出 8 点 20 分这个时间，当老

人无法准确画出时，家庭成员就要及时

予以关注。任艳萍透露，故事书背后有

一个小量表，附有 10 个简单小问题，如

果老人无法准确回答出其中的 5个或者

更多问题，就需要去看记忆门诊，及时

服药，以减缓病情加重。近期，该项目

已进入六师二附小，并即将进入福山正

达小学校园。

此外，基金会和爱心企业还于六一

节在洋泾社区以亲子嘉年华、小小暴走

等公益参与形式，把社区里的孩子和年

轻人吸引到关注老年群体中来。活动现

场，参与者以爱心义卖、才艺表演等形式

为认知症人群筹款，还通过“记忆的拼

图”——百名儿童缤纷记忆绘长卷以及

家庭暴走挑战等有趣的方式，点亮孩子

们心中关爱老人、热心公益的明灯。

SENIOR LIFE 乐寿

■本报记者 徐玲

川沙新镇现有 60 周岁以上老年

人逾 4.3 万人，其中 90 周岁以上高龄

老人 1288人，包括 21名百岁老人，是

浦东新区的老年人口大镇。近 5 年

来，川沙的老年人福利预算经费已增

加了 4 倍，2017 年的预算经费已逾

1000万元。

除了市、区的相关福利待遇外，川

沙地区百岁老人可享受生日慰问金 1
万元，9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可享受

高温及重阳双节慰问，80周岁以上的

农村退休老人可享受春节慰问政策。

2017年，川沙新镇扩大老年人健

康体检政策受益面，实行60周

岁以上全覆盖，全镇4.3万名户

籍老人因此享受到了此项

福利及后续健康档案的跟

踪服务。

2017 年，川沙投入慈

善资金 60余万元，推出

四大为老服务公益项

目，“启乐汇——社区

健康小屋”项目建立了 5 个网点，开

展以“倡导中医保健，享受美好生活”

为主题的系列中医保健学习活动。

“孝行川沙——社区敬老文化践行”

项目已开展了两次项目宣传及志愿

者招募活动，举办了 5 场孝道意识培

养讲座，举行了 10 次家庭参与式成

长小组活动，举办了 5 场老年遗嘱知

识讲座，吸引了 1600 多人次参与。

“亲邻坊——农村睦邻养老互助点建

设”项目建立了 6 个睦邻互助点，培

育了 20 多名志愿者，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活动。党的十九大结束后，各睦

邻点挖掘老年优秀党员，在睦邻点进

行十九大精神宣传。今年，川沙新镇

还为 100 名 60 周岁以上患有记忆障

碍、认知障碍、有走失风险的老人赠

送防走失手环，该手环借助智能防范

物联网平台，能实时定位失智老人的

活动位置。近年来，川沙新镇还每

年投入 300 余万元，用于镇办敬老院

的修缮和运营补贴，近几年已陆续

完成了 5 家镇办敬老院消防设施整

体改造、川沙第一敬老院屋面翻新、

川沙第二敬老院门窗更换、六团敬

老院五保大楼修建、六灶敬老院护

理床位换新等项目。

为了鼓励护理员提升服务水

平，新镇于 2015 年起根据新区有关

文件精神，对养老机构护理员发放

岗位补贴累计近 90 万元。川沙地区

现有养老机构 9 家，核定床位数达

1329 张。通过逐年持续增加投入，

这些养老机构设施越来越完善，服

务更加周到细致，目前入住老人已

达 1029人。

此外，新镇还为 1440 名老人提

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近年来，新

镇成立了两家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护

中心，为老人提供日常生活服务；设

立了 20 个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

每天提供助餐约 350客。

目前，川沙已拥有了一支人数

达 364 人的专业机构养老服务队伍

以及 238 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队伍，各

村居拥有各类为老服务志愿者 1950
人。川沙地区的老年人正在享受越

来越完善的晚年生活保障。

川沙老年人福利经费5年增4倍
今年福利预算逾千万元

高东卫生服务中心
为老服务传佳话

生命故事书六师二附小活动专场，孩子们认真学习制作故事书。

□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 供图

■本报记者 徐玲

初冬的午后，高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老年护理院的小广场上，90岁的张奶奶坐

着轮椅正在晒太阳，陪着她的还有“90
后”小护士吴惠燕。多年来，在医护人员

的精心照顾下，许多像张奶奶这样的护理

院老人过上了宁静而安详的晚年生活。

住在 1楼的杨婆婆已经 97岁了，在高

东老年护理院住了 7年。媳妇告诉记者，

入院时，杨婆婆身体非常虚弱，“我们一直

以为她随时随地有可能离开，医生也多次

开了病危通知书，但没想到，她在这里过得

挺好，这都是护理院的功劳。”

石云霞是老年护理院的全科医生，对院

里近百名老人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护理

院的老人普遍都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

中风后遗症、精神类疾病等慢性病。我们做

过统计，患高血压的占四分之三，逾三分之

一的老人瘫痪在床，有的老人患有多种疾

病，在家护理难度很大。”石云霞表示，护理

院实行三级查房制度，老人一有风吹草动就

会有医生进行紧急处理，“大多数老人可以

通过服药或者吊水转危为安，情况紧急的，

我们就通过绿色通道把他们送到附近的第

七人民医院救治，保证老人生命安全。”

记者日前来到护理院，杨婆婆的护工

谷阿姨告诉记者，护工的生活和普通人不

同，每天清晨 3点多起床，4、5点为老人擦

洗，喂早饭,9 点半至 10 点间，护工们先吃

午饭，然后再为老人打饭、喂饭。夜里，老

人们要起夜、要换尿片，护工们几乎睡不

了囫囵觉。

护理院“看病+养老”的模式有效地延

续了老人的生命，让他们和家属的生活重

归正常轨道。

高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年护理院护

理组有成员13人，包括主管护师5名、护师

6名、护士2名。护士长赵燕静透露，护理人

员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已有8人取得本科

学历、4人取得大专学历、3人本科在读。

护理团队不仅要护理院内老人，还承

担着为附近老人输液的工作，每天平均要

接待40多名门诊老人。此外，他们还轮流

到邻近的高东敬老院提供上门服务。零差

错，零投诉，护理院的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一

面面锦旗证明了她们的付出，高东老年护

理院成为有口皆碑的颐养之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