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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做守护老人的“考官”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曼倩）三孩政策落地实施后，

0~3 岁婴幼儿的普惠托育照护

成了关键的社会配套 。9 月 4

日，湘军教育集团在长沙举行

“投资托育 共享未来”小青苗

托育项目说明会。来自省内

外上下游产业及相关领域的大

咖、精英近百人欢聚一堂，共

话托育行业发展新趋势，共商

托育发展新机遇。

与会人员首先共同观看了

小青苗品牌宣传片，随后一同

欣赏了小青苗一线老师团队带

来教学风采展示。湘军教育集

团董事长、小青苗品牌创始人

唐正元从托育行业的发展、小

青苗托育品牌项目及投资托育

的预期收益进行了详细解剖分

析，并向大家呈现了小青苗高

标准的品牌空间升级效果、高

科技的环境净化技术产品。听

了唐正元的分享后，大家对托

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会上，

湘军教育集团与今日女报 / 凤

网、湖南湘卫医管集团、长沙

标朗住工科技有限公司等机构

举行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签约

仪式。

小青苗托育项目是由湘军

教育集团与中金产融集团联合

战略携手打造、致力于 0~3 岁

婴幼儿托育服务的连锁品牌，

坚 持“党建引领、政 府支 持、

专业服务、热心公益”的十六

字方针，扎根社区一线、创新

业态形式，形成产、学、研一

体化发展模式，构建了思想、

文化、品牌、人才、教辅、数

据等六大体系支撑，并形成完

全 知识 产权的小青苗灵性 教

育体系和婴幼儿九层成长塔模

型。该项目坚持“让每位父母

科学育儿、让每个孩子快乐成

长”的初心、秉承“托起家庭

希望、育优民族未来”的使命，

立足湖南扎根、面向全国发展，

形成以托育为核心、互联网大

数据平台为支撑的托育生态系

统，致力于打造成为全国托育

行业的标杆企业。

伊姐说科普

宝宝化验大便常规的注意事项

小青苗托育项目
说明会在长沙举行养 老 照 护 的 第 一

步要从评估开始。智
慧养老品牌“颐养在
线”创始人唐罗生表
示，这是养老行业发
展过程中至关重要且
必不可少的一个职位，
没有这个岗位，养老
服务质量将无从谈起。

养老趋于专业化，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应
运而生。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了解到，老年
人能力评估这项工作
在养服务过程中一直
存在，但直到 2020 年
7 月， 经 人 力 资 源 和
社会保障部联合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
统 计 局 向 社 会 发 布 9
大新职业，才“官宣”
有了新身份——老年
人能力评估师。 

新 身 份 官 宣 了 近
一年时间，但了解这
个职业的人并不多。

据 中 国 青 年 报 报
道，现阶段对老年人
能力评估从业人员的
需求约 150 万人以上，
但专、兼职从业人员
尚不足 10 万，缺口巨
大。

“这一行比较考验
耐心和爱心，期盼会有
更多人加入进来。”从
事这一行近 3 年时间
的荣玉娟如是说。本
期，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将带大家走近这个
养老新职业。

“病人到医院看病要先找医

生诊断后才能开药治疗，而老人

入住养老院，也需要先让评估师

进行评估后再选择合适的方式

进行照护。”在唐罗生看来，只

有了解每个老人，才能更好地照

顾每个老人。

他认为，在“银发”大潮下，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新职业的

出现，针对老年人开展行动能力

评估，有助于确定老年人照护等

级、制定合理服务价格、提供精

准化的服务，达到科学化的管理，

让养老服务更加专业化、精细化。

唐罗生介绍，无论是居家养

老还是机构养老，在提供养老服

务过程中，都要对老年人进行身

体状况评估、然后确定护理等级、

建立健康档案、制定护理方案等

工作流程，每个节点都离不开评

估师，“有了科学的行动能力评

估，一方面养老机构可根据老人

不同的行动能力制定照护方案；

另一方面可根据不同的照护等级

确定补助标准，根据失能老人数

量及时制定应对措施。”

记者查询相关资料了解到，

根据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

见》，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结果

将 作为领取 老年人补贴、接受

基本养老服务的依据。目前，近

20 个省份对评估后符合条件和

照料等级的老年人增加居家养老

护理补贴，并据此建立了老年人

护理补贴制度。

 根据人社部对新发布职

业的表述，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是“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生

活活动能力、认知能力、精神

状态等健康状况测量与评估的

人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培训

讲师肖金平介绍，老年人能力

评估是指通过对老人进行观

察与测试、与老人（家属、朋友）

交流等，按照国家和地方的相

关标准对老人身体能力情况进

行评价、估量的活动。

肖金平告诉记者，老年人能

力评估师需要对老人的多项能力

进行 评 估，包括 4 个一级指标

和 22 个二级指标，其中一级指

标包括日常生活活动、精神状态、

感知觉与沟通、社会参与。 

那么，如何准确地对老人这

些指标进行测评呢？从事老年人

能力评估工作近 3 年的荣玉娟总

结了一个秘诀，就是要会聊天。

“很多老年人不太配合评估工作，

因为他们比较有自尊心，不喜欢

他人过于直白地询问身体状况或

家庭情况，如果按照评估表里的

项目机械式地去测试，老人会产

生反感，这就需要我们在聊天中

注意沟通技巧。”

荣 玉娟说，在 对老人 进

行评估时要多观察老年人周

围的生活环境，并且在沟通中

少用术语，多用一些平易近人

的表 述。同时，在测试中要

融入 互动，如现场测试平地

行走、上下台阶、画时钟等，

都有不同的评估方法和对应

的分值。

除了会聊天，荣玉娟认为，

从事老年人评估工作还需要有

极大的耐心。“测评中，经常

会遇到‘你问东，他答西’的情况，

有时一个简单的问题，却要花很

长时间，面对这样的老人，不能

急躁，得有耐心，得顺着老人提

问题，或是询问其家人。当然，

有些家属会有意识地隐瞒老人的

自身情况，这需要评估师通过观

察和沟通给出较为客观的判断。”

据了解，由于老年人能力评

估师在湖南省内的职业等级认

定工作暂未开始，目前湖南省内

从业者以兼职为主，从业者不足

1000 人。

那么，对于从业者有何要求？

唐罗生告诉记者，这是一项专业

技术比较强的工作，从事该职业

需要具备一定的医学或护理学背

景、有一定的养老护理或社工服

务经验，一般从业者都持有执

业医师证、护士证、社工证或养

老护理员国家职业资格证，并经

过专门培训获得评估资格认证。

此外，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除

了掌握专业的技能、拥有良好的

沟通能力外，还需要借助相应的

评估工具以及信息化评估系统。

唐罗生介绍，上门给老人进行评

估的评估员都需要带上工具包，

工具包中有 20 余种评 估工具，

如体温计、听诊器、血压计、筷子、

汤匙、玻璃珠等，用于评估过程

中对老人各项能力进行测试。

唐罗生重点提到另一个评估

工具——老年人能力评估系统，

“以前很多评估师都是用纸质文

档进行评估，或者是用国外的软

件系统。”由于要收集老年人各种

信息，出于安全以及本土适用考

虑，“颐养在线”在全国率先开发

老年人能力评估系统，目前已有

近 10 万老人通过该系统进行评

估。“评估师不需要携带厚厚一

沓评估表了，只需拿上手机或平

板就可现场录入信息和数据，评

估人员进入系统后完成对老人所

需项目的评估 , 使评估过程更加

便捷、简单、高效、规范。”

让养老服务更加专业化精细化

在“聊天”中读懂每一位老人

信息化助力，读懂老人健康“密码”

小儿锁骨骨折怎么治疗       文 / 廖高洁 ( 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 )文 / 陈思恬 ( 湖南省儿童医院检验中心）

到医院化验大便，看似普通，若准备

不充分或不了解，可能就会导致检查项目

做不了！首先不要选择尿布上的粪便，因为

湿气被吸收，细胞容易被破坏，就会影响

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可以准备新鲜的保鲜

膜，把它放在你能拿到的地方。观察宝宝

的状况，拿着塑料薄膜，在宝宝准备排便

之时接住大便。其次宝宝大便后要立即送

检，时间不超过 1 小时，时间太长测试结

果容易发生偏差。如果是脓血便检查，应

保留部分脓液，可更好地检测病变的原因。

如果食肠道寄生虫检查，就在大便各个部

分取一些。如果检查粪便隐血，收集标本

前 3 日禁食肉类、肝、血等动物性食物和大

量绿色蔬菜，禁食维生素 C 和含铁剂药物，

以免干扰化学法潜血试验。

孩子平时活泼好动，常因摔伤造成骨折。

儿童锁骨骨折是受到外力作用导致的骨折，

这种发生率占全身骨折的 10%。 儿童锁骨骨

折的治疗时期是很重要的，需要及时有效的

治疗。首先是手术治疗。一旦小儿出现这种

疾病，并且已经损伤到了体内的血管和神经

时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其次是复位疗法。复

位疗法是在人们使用麻醉的前提下，可以用

手法复位的一种治疗方法。该方法需要有经

验的医生来操作，因为主要是以手法来操作。

通过借助一些麻醉药，石膏等药物，来让患

病部位得到一定的镇静，再通过外力来纠正

骨头位置。最后就是八字石膏绷带疗法。这

个疗法主要是针对于青枝骨折患儿，可在患

侧腋下置一棉垫，打 8 字绷带固定患侧上肢

于胸壁外侧，两周后即愈合，预后良好。

“颐养在线”老年人能力评估师为郴州市
汝城县特困老人进行能力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