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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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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共圆英雄梦———守护童心”活动

下周三，守护童心志愿者队下乡实战

信息时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天猫

个护、杭州布玛商贸有限公司开展老人关爱计

划公益活动，专家建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少韩）

今年 8

月份， 信息时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天猫个人护理行业、杭州布玛商贸有

限公司共同发起公益活动———天猫“个

护志愿者”老人关爱计划，并且面向全广

东省招募了 10 组个护志愿者以及 10 位

失能老人， 希望通过一对一结对帮扶的

方式， 让志愿者指导家庭成员科学护理

失能老人。 10 月 14 日，在护理以及心理

方面专家的支持下，10 组志愿者在信息

时报社首次全员集结， 并且开启了首场

研讨会。 据悉，这 10 组志愿者将共同探

讨出 10 个广东省居家养老护理范本，一

起完成天猫“个护志愿者”老人关爱计划

“年度公益报告”，同时，面向社会各界传

递居家养老理念， 普及失能老人护理知

识。

据了解， 本次活动还得到了广州和

平骨科医院、一五七医院志愿驿站、广东

省惠诚社会工作评估中心、 海珠区青年

志愿者协会、 广东南丁护理集团等爱心

单位的大力支持。

志愿者来自多个领域

在首次研讨会上， 主办方为大家介

绍了天猫“个护志愿者”老人关爱计划的

整个流程以及初衷， 希望与各位志愿者

携手一起通过这 10 个个案的服务以及

调研，汇聚社会各界的力量，搭建一个老

人关爱平台，更好地服务长者。

随后，10 组志愿者分别上台讲述自

己结对的长者目前的情况， 以及自己的

服务计划与服务感想。据介绍，本次活动

部分志愿者与长者已经结对， 服务了一

段时间。 还有部分志愿者与长者是首次

结对服务， 不过该部分志愿者在研讨会

之前也做好了长者的前期调研工作。 据

介绍，10 位长者中有城市的， 也有农村

的；有独居的，也有与家人一起生活的；

有可以简单自理的， 也有完全失能的

……

而现场的志愿者有白领， 有家庭主

妇，有朋友组合，有社工等。 因为大家背

景不同，经历不同，对长者居家护理有不

同角度的看法与理解， 有人关注护理方

法，有人关注营养搭配，有人关注相处技

巧等。而在研讨会的平台上，志愿者在提

出自己想法的同时， 也在启发其他志愿

者通过更多的角度去关注长者居家护理

服务。

专家建议志愿者学会评估及整

合资源

在分享过程中， 志愿者们提出了自

己的困惑， 例如：“怎么唤发老人对生活

的热爱”、“怎么帮助老人接受新事物”

“为什么我们做的事情明明是对老人好

的，但是他却很多疑，不接受”……对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副主任护师、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荣丽给志愿者们支了

不少招，她说道：“在服务前期，大家要跟

长者说明，自己会长期过来看望他们，跟

他们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 在探访过程

中， 大家要用肯定以及鼓励的方式去与

长者相处， 发现长者的特长或者长者引

以为傲的事情之后，要不断地鼓励他们，

帮助他们建立自信， 从而唤发他们对生

活的热情。人随着身体机能的衰退，对新

事物学习很慢， 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

渐渐减弱，我们在与长者相处的时候，要

学会共情他们。 例如，他的电饭煲坏了，

你要给他换新的，他拒绝了。 这时候，你

要先共情他，了解他拒绝的缘由，然后给

他提供一些选择，问他‘您是想把旧电饭

煲拿去修？还是接受这个新电饭煲？还是

再买个旧电饭煲的同款？ ’最后，我们还

是要尊重长者的意见。 ”

除了关于心理方面的困惑， 志愿者

们也提出了不少关于护理方面的疑虑，

例如：“老人大小便失禁， 但是不肯用纸

尿裤，怎么办”、“中风老人在饮食方面有

什么注意的”、“老人出现压疮， 该怎么

办”……对此，广州中医药大学金沙洲医

院副主任护师、 国际伤囗治疗师杨少敏

为大家介绍了许多专业的应对方法。 而

在志愿者们提出困惑的过程中， 杨少敏

提出了自己对个护志愿者的建议：“志愿

者去服务长者，大家都是出于爱心，值得

点赞。 志愿者们提出的问题很多是自己

怎么去服务老人？但是，我觉得个护志愿

者应该站在更高的一个位置， 去帮长者

解决根本性问题。 要学会评估长者的情

况，然后去整合资源，为长者寻觅相对应

的资源支持。 例如：长者有心理问题，可

以为其介绍心理咨询平台； 长者有某种

疾病，可以为其介绍医疗机构；另外，长

者符合社会福利机构申请条件的， 志愿

者们可以通过绿色通道为长者进行申请

……”对于杨少敏的见解，现场的其他专

家以及志愿者都纷纷表示认可。

在服务中不断汇集资源， 完善

平台建设

在研讨会接近尾声的时候， 广州和

平骨科医院副院长王勇表示：“大家分享

的长者的情况中，其实有些长者的疾病，

我们医院是可以提供一些医疗名额，可

以免费医治的。 我们的医生也想通过自

己的专业 ,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我们

没有精力去筛选。 志愿者们是在一线接

触这些长者的，了解长者的情况，如果有

困难的长者需要支持的， 我们是愿意支

持的。 ”与此同时，广东南丁护理集团等

爱心单位也提出自己可以成为志愿者们

的资源。

在活动结束后，志愿者们纷纷表示，

感谢主办方搭建了这样一个志愿者+专

家+医院+机构+媒体+企业的平台，让他

们在接下来的老人护理服务中， 可以找

到多方面的支持，比如在服务的老人中，

有很多老人需要长期的纸尿裤供应，而

主办方之一杭州布玛商贸有限公司将提

供这方面的公益支持， 给老人的家庭减

少很多经济压力。

针对当天平台提供的资源， 志愿者

们将从老人日常护理、老人心理陪护、老

人家庭协调、 老人精神排解等方面对已

有的服务计划进行调整， 并将在接下来

的走访与研讨中，不断调整，为每户失能

老人家庭设计“家庭成员护理方案”。 经

过半年的帮扶后，信息时报预计在 2021

年 2 月底，根据志愿者项目执行情况，出

具“年度公益报告”。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少韩）

今年 5 月

初，被“共圆英雄梦”项目组选中的战疫英

雄、广东省第十一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广州

医疗队队长、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急诊

科主任高渝峰提出了希望更多人可以关

注到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守护孩子们的心

灵的想法。 为了帮助高渝峰圆梦，5 月 17

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信息时报开

展“共圆英雄梦———守护童心”关爱留守

儿童公益活动，并得到了“心寻岛”公益项

目发起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军的大

力支持。 今年 6 月~8 月期间，张军老师为

由乡村教师以及志愿者组成的守护童心

志愿者队伍开设了 12 节线上心理咨询课

程。 10 月 21 日，张军老师将率志愿队到

广东省肇庆市广宁县木格镇中心小学为

孩子们开讲心理课，并且通过线下活动提

升志愿者们的心理咨询能力。

对于针对孩子的心理课的设置，张军

老师计划以“人际关系”为主题，从存在主

义的人际关系的维度去做推进与尝试，让

孩子们能够感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与心

理学哪些因素相关联等。 张军老师分享

道：“因为我讲的都是他们生活中会发生

的事情，孩子们会比较好理解。 光讲知识

点、理论，孩子们可能听过了就忘记了。这

次，我做人际关系这个主题还会用到一个

游戏， 希望课堂能够变得比较生动有趣，

能够吸引孩子的注意力，让他们更好地参

与。 ”

据介绍，之后的线下活动，张军老师

会尽可能用比较有趣的方式去呈现，要么

是视频，要么是游戏，要么是互动。他希望

在有趣的体验中， 让孩子们先去体会、感

受一些东西。 在有了感受之后，张军老师

再去呈现某种心理学或心理咨询的某些

理论或技巧，给孩子们科普某些知识。 张

军老师说：“我希望孩子们体验到课堂是

安全的、舒适的、自在的、好玩的，并且与

我这个带领者建立起比较信任、安全的关

系。 如果这个时候，孩子们心里如果真的

有一些过不去的坎， 或者某些心理问题，

他们才有可能在下课后来找到我，走进我

的心理咨询室， 来解决这些更深入的问

题。 ”

志愿者不应只是探访者

而应做资源整合者

活动现场合照。 信息时报记者 陈少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