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年年到到头头，，大大都都一一个个人人在在家家看看电电 视视
独居老人呼唤养老救助，心理专家建议多融入社区

““想想聊聊天天？？
孩孩子子哪哪有有时时间间啊啊！！””
子女工作忙，老人精神需求常常得不到满足丧偶难找合适的 无奈只能一人过

19日下午，如往常一样，送完孙
子上学后的老宋独自来到朝山街一
家理发店门前。附近有一个老年棋
牌摊，六名老人热火朝天地打着够
级，老宋点着烟，默默旁观。

老宋来自河南南阳，一年前，老
伴因病去世，在济南工作的儿子便
把他接来。然而“漂”到一座陌生城
市，生活习惯差异、语言障碍、朋友
社交圈等问题，让老宋倍感孤独。

“有时候听不懂这边方言，连个
谈天解闷的朋友也没有。”老宋苦笑
道，老伴去世后本想换个环境调整
心情，才来济南。而在济南的一年，
老宋更加孤独，“儿子虽孝顺，但一
些事还是想找老伴说说”。对于再
婚，老宋称，“放不下跟老伴四十多
年的感情”。

自两年前老伴去世后，佛山苑
小区的老赵也一直独居。与老宋
的“放不下”不一样，老赵一直有
再婚的想法。两年来，跟十几位老
太太见过面，但都吹了。分手原因
很多，大多是因为财产纠纷或者
两人在一块儿没话说，“找个合适
的太难了，一个人将就着过吧。”
老赵说。

这不仅是老宋、老赵两个人的
问题。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
料，我国丧偶状态的老年人所占比
例为37 . 7%，这意味着每3个老年人
就有一个是丧偶状态。而随着全国
老龄化的发展，这一趋势仍然在恶
化。但多数丧偶老年人限于子女看
法、财产纠纷等原因，而选择独居、
孤独终老。

老伴外地看孙子 自己独处没意思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不少老
人因老伴看孙子、子女赡养意见不
统一等家庭原因，而被迫过上两地
分隔的独居日子。

“老伴去上海照顾孙子了，我一
个人守着家，不孤单那是假的。”谈
及独居，东舍坊小区的李先生如此
说道。李先生今年65岁，有一独子。
李先生称，儿子五年前大学毕业后
留在上海，儿媳去年生孩子，“儿子
家不宽敞，再加上我还没退休，就让
老伴先过去了”。

令他没想到的是，老伴一去就
是近两年。“回来过几次，可孙子
离不开她，每次呆几天就又急着
赶回去。”李先生说，如今自己每
天 都 是 一 个 人 吃 饭 、看 电 视 、睡
觉，病了没人管，冷了没人问，生活
过得没滋没味。

他说，自己与老伴结婚30多年，
头一次分开这么长时间，“每天一回
去，看到家里冷清清的，心里别提多
难受了。”而老伴在沪生活也让他放
心不下，“她在那里也不太适应，连
个说话解闷的人都没有。我俩就盼
着孙子快点长大，我们就省点心
了。”

官女士也有类似苦闷。她原本
住在济南市市中区，老伴今年72岁。
老人有一儿一女，儿子照料母亲，女
儿照料父亲。老伴搬到了烟台女儿
家，宫女士则留在济南家中，儿子隔
一两天便过来看望。

“刚分开时，我是饭吃不下，觉
睡不好，天天就念叨着孩子他爸。现
在，我跟老伴一年只能见两三次面，
还得趁着儿子有空。一想起这个，心
里就难受。”宫女士哽咽道。

多因子女在外地 也有涉及纠纷的

李国青是济南市甸柳长者日间
照料中心的一名全职社工。李国青
跟同事几乎每月都会定时上门探访
小区内的空巢老人，谈心，体检，他
们特别需要养老救助。

“空巢老人要是老两口相依为
命还好点，可怜的是那些独居的空
巢老人。”李国青说，该小区三号楼李
阿姨75岁，老伴几年前过世，子女常
年在外地工作，“她腿脚不方便，一年
到头大都是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每次
去看她时，她别提多高兴了。”

19日，70岁的袁大爷牵着他的
小泰迪狗，慢悠悠地从甸柳长者日
间照料中心走出来。袁大爷的胸前
挂着一款崭新的手机。袁大爷称，手
机是女儿前不久买给他的。“闺女

说，今天会给我打电话，手机放家
里，我怕接不着，就一直挂着。”袁大
爷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在
一家企业做高管，二儿子开饭店，小
女儿则留学海外。袁大爷称，孩子们
不放心自己一个人生活，专门为其请
了家政保姆，“但我最盼望的还是过
年，那时候他们都回来了。儿女都忙，
但人老了，还是想让他们多陪陪。”

据李国青介绍，该社区的空巢
独居老人有数十位，因可能触及
老人负面情绪及家庭隐私，李国
青上门走访时都会尽量避免该话
题。“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少都
涉及家庭纠纷、子女赡养等原因，
多数老人独居是因为子女在外地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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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和孩子住一起

聊天机会却不多

东舍坊小区段奶奶70岁，孩
子开饭店，所以她并不需要为孩
子做饭，只是晚上带5岁的孙子吃
饭休息。但多出来的清闲老人得
自己安排。20日中午，在棋盘小区
一家健康体验店上完健康课程
后，段奶奶和另一位老人仍然不
愿离开。

“想聊天？孩子哪有时间啊！”
段奶奶用反问回答了记者的提
问。她说，孩子开饭店非常忙。虽
然和孩子住一起，但见面说话的
时间少之又少。

记者在棋盘小区采访了多位
老人，老人多数住得离孩子不远，
有的和孩子住在一块儿。但是提到
和孩子聊天沟通，第一反应就是，
孩子们工作太忙，下班回家还要照
看他们自己的孩子，能见面已经很
好，聊天就有些强求了。

在省城一家金融企业工作的
朱先生说，每天下班回家已经近8
点，在农村老家的父母早就休息
了。周末能打个电话，但也只是叮
嘱老人要注意身体，没有特别实
质的内容。

孩子说的事情

老人听不太懂

张大爷71岁，20日中午，他在
棋盘小学门口等着接孙子放学。

等在校门外的，有一半是头发灰
白的老人。很多老人11点就到了
校门外，和其他老人聊天。张大爷
说，“中午接回我那里吃饭，下午
放学也接回我那里，他爸妈下班
之后，再到我那接孩子。”张大爷
每天和儿子就见2次面，都是为了
孙子上学，而且匆匆忙忙，根本聊
不上话。

“和孙子能聊到一块儿，和儿
子真聊不到一块儿去。”张大爷
说。但提到和儿子儿媳妇聊天沟
通，他就摇头。“年轻人没那个耐
心，而且和我已经不是一个时代
的了，他们说的事情我都不懂。”
不过，他说自己理解时代在变化，
而孩子们的孝顺他也看在眼里。

今年66岁的刘大爷则对和孩
子沟通有自己的理解，孩子给他
买了平板电脑，他学会了。刘大爷

说，网络给他带来了非常丰富的
世界，“我爱好武术，所以经常上
网查一查资料。平常孙女的功课，
有不懂的我也会上网查。”

他说自己并没有感觉与时代
脱节，反而觉得很多东西新鲜有
趣，而正是自己的好学让他与孩
子们的代沟小，孩子们也愿意与
他沟通。“他们工作上的事情也会
跟我说说，毕竟我经验多。教育孩
子也尊重我的意见。因为我学得
快，懂得比他们还多。”

老人要回归社会

而不是闷在家里

2013年起实施的《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中，首次将“常回家看
看”入法。不过，这样的规定更多的
是一种引导。而影响孩子与父母沟

通的，不只是时间，还有心态。
运营燕山长者日间照料中心

的济南仁德家庭服务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巩成坤说，即便自
己从事老年人照料工作，明白老
人有精神需求，但真正和父母沟
通，年轻人的价值观和老人不同。

“老人家的精神需要是回归
社会属性，而不是整天闷在家
里。”他说，很多子女孝顺老人就
为老人请保姆，但这样反让老人
失去社会属性。“社会属性主要是
和孩子之间，和外界之间的联系
不能断。”巩成坤说，老人帮忙照
看孙子孙女，或者做一些简单的
家务都是一种精神满足。每个人
都需要朋友，老人更是，让老人多
出门和老人们一块儿玩玩，也是
精神满足。

而更需要精神照料的则是一
些丧失自理能力的老人，这样的
老人就需要特别看护，需要社会
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目前已有
一些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能照料半
自理的老人。

每年山东老年大学和济南市
老年大学开学都会迎来大批排队
报名的老人。这也是老人们的精
神需要。不过济南市老年大学声
乐系的王老师说，老年大学有六
七千人，但想来上课的老人远不止
这些。只不过，学校校舍和设备有
限。老人们来老年大学主要是能和
志同道合的老人结伴学习，这对他
们是精神层次的满足。每年都有
毕业不愿离开的老人，因为除去
老年大学能满足老人们对艺术等
精神追求的地方还太少。

和孩子聊天沟通？不少老
人都摇头苦笑说，孩子哪有时
间，聊也聊不到一块儿去。和
孩子沟通还不如和社区其他
老人唠嗑自在。不少年轻人忙
于工作，对老人的精神需求关
怀得少。而即便是和老人住在
一起，不留心老人的沟通需
要，老人们仍会有寂寞之感。

在燕山长者日间照料中心，老人们聚在一起锻炼身体、交流，走出家
门回归社会也是老人获得精神慰藉的一种方式。

本报记者 王皇 摄

▲体检完，社
工为老人讲解健康
知识。

入户，社工
与老人亲切交谈。

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14

年底，我国 6 0岁以上老年人
2 . 12亿，占总人口的15 . 5%。其
中，空巢老人超过1亿人，约占
老年人总人口一半；独居老人
占老年人总人口10%。

另据济南市民政局统计，
截至2014年年底，济南市60岁
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116万，
老龄化率达18 . 2%。如按上述
比例计算，济南市空巢老人约
有60万，独居老人约6万。

据北京、上海等地官方调
查显示：心情暗淡、沮丧、孤
寂、食欲减低、睡眠失调、脾气

暴躁、愁眉不展、不好与人相
处、得过且过等都是空巢老人
常见的心理体验与情绪状态，
一些空巢老人甚至想到了自
杀。

如2009年，济南市两日内
先后有3名空巢老人自杀身亡；
2011年，济南章丘一位老人因
长期独居，而选择割舌自杀；
2014年，济南欣都小区一名96

岁老人因过度思念女儿而自杀
身亡。

“改变这些情况，需要社
会与子女的共同努力。”山东
大学社会学教授张洪英称，年

轻一代打拼，陪在父母身边的
时间便相应减少。“但子女始
终是老人们的寄托，子女们应
多与老人们沟通”。

“不要以为给他们物质上
的东西就行，更要关注老人的
内心需求——— 老人想知道儿女
好不好、儿女是不是还挂念着
他。”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理科
副教授毛雪琴称，老人也要学
会自我排解，“理解儿女在外打
拼的辛苦，这是社会带给他们
的压力，没有必要为此感到悲
凉，多培养自我爱好，多与社区
老人交流。”

理解儿女的辛苦 多培养自我爱好

专家建议

根据调查显
示：空巢老人长
期独居易导致心
情暗淡、沮丧、悲
观厌世、得过且
过等消极思想，
个别严重者甚至
会自杀。本报记
者采访了数位独
居老人，独居原
因各种各样，但
其中滋味同样辛
酸。心理学专家
建议，除了子女
多 关 心 空 巢 老
人，空巢老人们
也要学会多与外
界交流，多培养
兴趣爱好，才能
安享晚年。

本报记者 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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