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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心理
厉兵秣马 决胜高考

大力推动养老事业发展， 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 是新时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
一项紧迫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
次强调，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
龄服务事业和产业。 2016 年 10 月，《“健康中
国 2030”规划纲要》正式实施，为推动养老事
业发展提供了行动纲领。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
强调，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
老、 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 推进医养结
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

常德市是湖南省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
地市，且是老年人口最多、老龄化率最高的地
级市。 据统计， 该市常住人口 584.5 万人，60
岁以上人口 135.3 万人， 占全市总人口的
23.1%，远超全省和全国老龄化水平。 大力发
展养老事业和产业， 不仅成为满足老龄化社
会刚性需求的长久之计， 也成为实现产业转
型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机遇。
为此，常德市出台政策措施，支持老年人设施
及康复设施建设，扶持养老服务业发展，并将
文旅康养产业确立为该市重点发展的四大千
亿产业集群之一。 2017 年 11 月，常德市被国
家民政部、 财政部确立为全国第二批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城市， 将连续三年获
得相关领域的资金支持。 常德，正为建设集养
老、养生、养心于一体的、桃花源里的康养城
市而奋斗。

一、统筹规划布局，完善养老设施与养老
机构

常德的养老设施和养老事业发展历来得

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2012年 7月编制了
《常德市老年人设施及康复设施布局规划
（2010—2030 年）》， 养老设施建设加速完善。
2015年 2月，常德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发
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加快了养老服务
业发展步伐。

常德市现已建成并投入运营的各类养老
服务机构有 275 家， 其中公办养老机构 15
家、民办养老机构 48 家、乡镇敬老院 212 家，
床位数达到了 2.7万张，建成省级城乡养老服
务示范点 57 个，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和社会
参与相结合，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
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 常德
市第一中医医院等综合医院增强了常德作为
泛湘西北区域医疗中心的地位， 对养老事业
发展形成有力的支撑。 规划占地 5000亩的生
命科学与健康产业城，已有湘雅常德医院、福
寿颐康园等康养项目投入运营， 养老事业发
展具备了较好的基础。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将给常德
市养老事业发展带来量的提升和质的突破。
试点三年期内，该市将加大资金投入、政策创
新和服务供给， 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和应急服务网络， 推进社区医院与老年人签
约家庭医生服务全覆盖， 为选择居家和社区
养老的老人提供更加完备的生活照料、 医疗
保健、生活援助、紧急救援等服务。 鼓励医疗
机构或其它专业机构开办养老机构、 开展医
养两护人才培训， 引进有实力的养老服务企
业，培育养老服务品牌和示范企业，形成主体

多元、服务优质、价格合理的居家和社会养老
服务体系。

二、开发优质资源，推进养老与文化旅游
深度融合

常德地处湖南北部，东濒洞庭湖，西接
武陵山脉，山水交织，生态优良，著名诗人陶
渊明在这里写下《桃花源记》，常德因此得名

“桃花源里的城市”。 湖南屋脊壶瓶山、人间
仙境桃花源、城市第一湖柳叶湖，以及太阳
山、花岩溪、城头山等都是常德境内的知名
景点。 常德交通便捷，拥有铁路、高速公路、
航空、水运立体交通网络，焦柳、石长铁路复
线贯穿全境，黔张常铁路即将建成，常益长
高铁获批，二广和杭瑞一纵一横两条高速公
路大动脉在这里交汇， 沅澧二水汇流常德，
可入洞庭、通长江，桃花源机场等级提升，现
直飞 16 条国内航线。 常德已成为湘西北旅
游圈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中的交通枢纽城
市。

优越的自然资源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是
常德推进养老产业与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的先天条件。 该市正依托本地的优质生态、优
美环境、洁净空气，积极开展招商引资、项目
建设和资源开发，着力引进国际知名、国内一
流的养老品牌，在此建设家庭式老年社区、候
鸟式老年公寓，打造集养老养生、医疗康复、
健康管理、 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医养融合综合
体，兴建面向老年人、特殊人群的专科医院、
疗养院、康复院，发展康养食品、辅助器械、智
能穿戴等健康产业新业态， 延伸养老服务产

业链。
三、突出精神关怀，促进养老与群众文化

共同发展
养老事业发展在满足老年人物质需求

的同时， 更要关注他们不断增长的精神需
求， 发展老年教育， 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
活， 提供老年人发挥余热、 体现价值的平
台。

常德市群众文化氛围浓厚， 各类文化
艺术行业协会、文艺团体发展迅速，每年举
办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艺竞演、公益演出、
体育竞技、艺术展览等活动，形成了百团大
赛等群众文化品牌。 常德还是湖南省最早
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之一， 市民
的志愿服务意识强、专业化水平较高，为提
供面向老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奠定了坚实的
社会基础。 这些为丰富老年人的生活提供
了多种可能。 身心健康的老年人，可以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组建或加入多种形式的协
会、社团，举办和参与各类群众性的文化体
育活动，在参与、体验、交友中实现老有所
乐。 高龄、失能、失独、残疾的老年人，则可
以通过社工、养老服务人员、志愿者寻求帮
助，获得心理疏导、精神慰藉，感受到老有
所依。

发展养老事业， 需要物质与精神的同向
发力。 产业的发展、制度的健全，精神的关怀、
爱心的传递， 让常德的养老事业发展既展露
出筋骨，又散发出温度。 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将在这里得到更好的实现。

研究表明， 一个人的成功
与目标的清晰度成正比， 中学
阶段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
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逐步
形成的关键期， 因此高中阶段
是生涯规划的最佳时机。 生涯
教育就是让学生认识自我、认
识人生、规划人生，使他们将来
的发展有方向、有计划，生活得
充实、美满、幸福。 对于高考失
意生而言，具体建议有四点。

第一， 调整心态。 读不了
名牌大学，甚至没考上大学，并
不意味着人生就此黯然失色。
每年高考， 名牌大学的录取人
数比例并不高， 如果你执意认
为上名牌大学才是成功， 那么
绝大部分的考生都属于“失意
者”。 要接受实际的考分与所期
待的考分之间的差距， 高考只
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而不是终
极目标。 从长远的生命来看，上
一个阶段规划好， 下一个阶段

才会有更多可能。
第二， 主动思考。 思考三

个问题：“我想要什么？ ”“我能
做什么？”“我该做什么？”通过追
问自己，明确方向，夯实行动。

第三， 探索自我。 人生遇
到困难和挫折是很正常的，但要
找到自己高考失意的原因，并进
一步认识自我 （可通过兴趣测
验、人格测试、职业倾向测试等
专业手段来辅助认识自我），发
现自我潜在能力，对自己的优势
和劣势进行分析。

第四，认识环境。 要分析各
种环境的特点、发展变化情况及
趋势，要了解环境因素对自己的
影响，获取教育和职业信息，认
识教育和职业的关系。

总而言之，高考并非人生的
终点，而是新征程的起点。 希望
高考不顺利的同学，能够直面困
境，唤起自己克服困难的勇气和
毅力。

高考失意考生的生涯规划

大二那年暑假， 我在一家公司的招聘要
求中看到“有耐心”三个字时，还会暗自发
笑。 那时，我总以为优质能力和光鲜履历，才
是唯一敲门砖。

反观现在，这三个字，竟成为我最缺失的
东西。 平日里，没耐心吃早饭；没耐心做笔记；
没耐心戒手机；没耐心去健身房锻炼；没耐心
倾听别人的诉求； 没耐心把技能学透……更
可怕的是， 这种没耐心， 除了存在日常琐事
中，还会波及身边的人。

有多少次， 和爸妈通话。 只要他们问工
作、问婚恋、问规划，聊天不过三两句，我就会
忍不住挂断，各自沉默或冷战。 细想来，我们
对待父母，恰恰是最没有耐心的。 因为缺少共
情能力———希望他人快速地按照自己的思路
来行事。

那些对“速成”的迫切欲望，消泯的是本
应珍惜的个体思考和追问。 读大学时，每临期
末，我都会陷入焦灼期。 从现代汉语到当代文
论，从古代文学史再到西方作品选，背着背着

难免烦乱。 当时有位学长说，其实也没那么难
的。 别光想着“我要把书本背到第 200页”，试
着简化你的步骤，放慢你的动作。 慢到你成为
旁观者，感受每段话的声音、画面，把它们一
个字、一段话、一篇意境地印到心底。

所谓心浮气躁，心浮是因，气躁是果。 本
质在于“太过心急”和“不够专注”。 耐心对待
自己的困窘和不甘，耐心感知身边的善意、温
存和美好，才是进阶的必需品。

小灯泡儿

大力发展养老事业 建设桃花源里的康养城市
常德市第一中医医院工会主席 成健

青春期

本报记者 王燕

成长研习社 别让生活毁在“ ”上

专 家 支 招

摆在高考失意考生面前的选择主要有三种。 一是就读专科学
校或三本院校。 二是选择复读。 三是选择就业。 小唐可以降低对大
学的要求，当然也可以选择复读。 小冯不甘心去读三本院校，可是
家庭条件不允许他复读，所以他还可以考虑直接就业。 但不管两人
想如何选择，都要与各自的家长进行深入的沟通与交流。

案 例 分 析

考 生 案 例

小唐和小冯的高考分
数都没有上二本线。 平时
成绩就一般的小唐属于正
常发挥，但是几天下来，他
翻遍所有填报资料， 都没
有找到满意的三本院校。
而小冯属于高考发挥失
常， 所以他压根没有想过
填志愿的事情， 一门心思
想去说服父母支持他复
读。 可他知道家里的经济
条件不允许， 每每话到嘴
边又咽了下去。 小冯十分
焦虑：“只差几分就上二本
线了， 我真痛恨自己怎么
不多考几分。 ”

本期专家

唐添翼 江
华瑶族自治县
心理健康教育
指导中心主任

没 耐 心

无论孩子小时候多么可爱顺
从，当孩子逐渐进入青春期后，父
母就会发现，孩子说得越来越少，
而且爱“唱反调”，这让很多父母
都懵了……

通往更深刻的亲密
在人际关系中有两条通往亲

密的途径。 其中一条比较简单的
途径就是创造相似点， 并通过互
相分享来创造亲密的感觉。 另一
条途径比较难， 那就是包容和接
纳彼此之间的差异， 并以此解决
人际关系间的冲突。

当青少年要求有更多的自由
和话语权时， 孩子与父母之间的
冲突就会比以前更多。 孩子进入
青春期， 不再像以往那样什么都
和父母分享， 父母也会觉得孩子
喜欢的东西也不一定是自己所能
理解的， 因此双方的共同爱好变
少了，差异则变大了。 这种疏离和
差异会导致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亲
密减少。

冲突是交流的机会
冲突可以被视为交流的机会， 这意味

着要做两件事。 首先， 它意味着讨论和表
达， 以便每个人都能对目前的亲子关系有
更深的了解。第二，这意味着家长要与孩子
一起共同商量出在保持双方差异性前提下
的融洽相处， 以及双方都愿意遵守的解决
方案，从而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

对于父母来说， 孩子所处的时代和他
们当年所处时代的文化差异越来越大，双
方会在享乐、品位、需求、价值观等方面出
现新的巨大差异， 这使得父母和孩子之间
产生了不可避免的代沟。 父母必须学着去
接触孩子们感兴趣的事物， 与他们有一些
基本的共同话题。 父母要明白自己与孩子
之间的这些差异，有许多都只是暂时的，而
且不太可能继续进入成年期。所以，最好的
方法是父母不要因为看见一些自己不熟悉
的事情而惊慌。 尽管青少年孩子与父母的
亲密程度往往不如他们蹒跚学步的时候，
但可以学着建立另一种不同的亲密感。

郑子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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