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岁的生活会是怎样
的？和同龄人聚会、旅行、挥
洒青春，享受喧嚣与热闹。长
沙女孩江娅的23岁却有些不
同， 作为一名老年人能力评
估师，整日与老人为伴，为他
们量身定制专属的护理方
式，生活过得安静而慢节奏。

11月24日， 三湘都市报
记者见到了江娅， 一名新兴
职业的探索者。

奶奶患病，她意外成为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上午9时许，位于长沙县
的青松老年公寓内早已“苏
醒”，早起的老人们三三两两
地聚在一起晒着太阳， 聊着
天， 时光在这里仿佛都放慢
了脚步。公寓内，江娅正在为
自己一天的工作做着准备。

“今天要给一位即将入
住的老人进行能力评估，这
些东西都是评估时会用到
的。”江娅介绍，每位来公寓
的老人入住前， 在征得入住
老人家属同意的情况之下，
都会对老人进行一个能力评
估。 再以评估结果确定老年
人的能力等级， 以此来为他
们定制护理方案。

“首先采集、记录老人的
基本信息， 通过专业的测评
问卷和工具对老年人从认知
能力、精神状态、感知觉与沟
通能力、 社会参与能力等方
面进行测评。 最后依据测评
结果出具老年人综合评估报
告， 为他们的能力恢复提出
建议。” 谈起自己的工作，江
娅一丝不苟， 还有着少许稚
气的脸上写满认真。 这份工
作于她来说， 每一个环节都
是至关重要的。

2018年，江娅的奶奶不
幸患上了肺癌。经历了难捱
的手术后，奶奶被接到家中
疗养，为了在家能更好地护

理奶奶，就读老年服务与管
理专业的江娅，更加用心地
学习和搜集相关知识。学习
中，她意外地了解到了老年
人能力评估师这个职业，正
是出于对新兴职业的好奇，
江娅开始了属于她的职业
人生。

未来可期，市场需求
会带动职业前进

2021年3月，通过江娅不
断的努力和积累考取了相关
资格证。同年6月，她进入了
青松老年公寓就职， 成为专
业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我们公寓内现在只有4
名专业的老年人能力评估
师，工作基本都是饱和的，未
来， 这个职业的市场需求会
更大。” 江娅说，2020年7月6
日， 人社部联合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发布了9
个新职业， 其中就包括了她
所从事的老年人能力评估
师。现在，不光是老年公寓需
要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每个
家庭也需要。不少城市，已经
有专业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上门为老人服务。

“为什么要对老年人进
行能力评估呢？因为只有通
过评估， 才能确定服务类
型、照料护理等级和养老服
务补贴领取资格，对老人实
施个性化养老服务。” 江娅
说，自己对职业的未来充满
着期待，也会继续坚定的在
职业道路上创造属于自己
的价值。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
记者 田甜 视频 刘品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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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友会相识，换肾夫妻生下“小棉袄”
爱情、婚姻、孩子，以前不敢想的都成了“稳稳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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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家庭，李华开始渴望成为
一个母亲，这个心愿随着年龄的增
长，越来越强烈。

肾移植后， 还能生孩子吗？担
心各类妊娠风险，李华和黄俊一起
来到湘雅三医院移植科，希望得到
帮助。

肾移植手术后妊娠，属于高危
妊娠，容易出现肾功能丧失、子痫
前期、胎儿生长受限、早产等多种
妊娠期并发症，产妇与胎儿的健康
都会受到威胁。为了让李华拥有自
己的宝宝，医院移植科和产科等联
合为她进行评估， 和她一起开始
“圆梦之旅”。

2021年初，李华怀孕。在多位
专家的帮助下，她肾功能一直维持
较好，宝宝也健康生长。“开始是半
个月检查一次，后面是一周就检查
一次。”李华坦言，调整用药、饮食
建议，医护人员为自己花了很多心
思。10月中旬， 在医院移植科、产
科、 临床药理科等MDT多学科保
驾护航下， 她顺利剖宫产下重5斤
4两的女儿。

“宝宝非常健康。”李华表示，自
己身体状况也还不错， 移植肾功能
各项指标目前已经恢复正常。11月
22日，宝宝满40天，她和丈夫抱着孩
子专程赶到医院，表达感激之情。

“很幸福， 觉得缘分很奇
妙。”11月24日上午， 看着襁
褓中的女儿动了一下小身体，
李华（化名）满眼温柔，移不开
视线。

爱情、婚姻、孩子，2016
年身患尿毒症病情危急，需要
做肾移植手术时，她曾以为自
己与这一切无缘。5年后的今
天，一切圆满。同为肾移植患
者，自己和丈夫在病友会相识
相知， 一路艰难却倍感幸运。
李华向记者坦言，是湘雅三医
院给了她最大的帮助。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刘晶晶
刘立芳 李珊

湘雅三医院相关专家表
示， 关于女性移植患者能否
生育， 生育对移植肾是否存
在不利影响及胎儿是否健康
等问题， 国内循证医学证据
尚不充分，且涉及多学科，单
纯靠移植外科不能完成，所
以多数移植中心未能尝试。

湘雅三医院移植中心为
湖南省最大的移植随访中心，
累计完成移植手术超过3000
例次，每年随访约15000例次。
鉴于越来越多的移植女性患
者强烈的生育需求，中心近年
来积极探索女性患者围生育
期管理，并联合产科、临床药
理科等学科，进行全程精细管
理，取得了良好效果。

探索新兴职业，为老年人提供定制护理

23岁女孩
成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近日， 在第十九届广州国际汽
车展览会上， 比亚迪海洋网正式发
布，产品升级为两大产品序列，首款
轿车驱逐舰05首发亮相。

全新发布的海洋网是比亚迪旗
下一个综合型的销售网络。 海洋网
具有更鲜明的新能源属性， 以及更
年轻的产品定位。 得益于比亚迪在
新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 海洋网将
升级为两大产品序列： 搭载e平台
3.0技术的纯电海洋生物系列和搭
载DM-i超级混动技术的军舰系
列。前者以颜值、安全、高效、智能体
验为核心卖点； 后者以军舰命名与
DM-i超级混动技术进行深度捆

绑，通过“快、省、静、顺、绿”的颠覆
性优势， 在新能源和燃油车市场全
面发力。未来，海洋网还将实现在车
型级别、 动力总成及价格区间的全
面覆盖。

驱逐舰05是海洋网旗下的首
款轿车， 同时也是军舰系列的首款
车型。驱逐舰05是一款A+级轿车，
凭借全新的海洋美学设计、 越级大
空间、DM-i超级混动技术，以及刀
片电池等核心优势，驱逐舰05将为
用户带来颠覆性的驾乘体验。据悉，
驱逐舰05的价格区间将介于12万
元-15万元之间， 并通过更高的车
型定位以及更丰富的车型配置，攻

入以合资车型为主的紧凑级轿车市
场，以驱逐之名，领舞市场。

未来两年， 海洋网将持续以快
节奏、高频率推出新产品，逐步完善
海洋生物系列与军舰系列的产品矩
阵， 满足用户更加多元化的消费需
求。 经济信息

比亚迪军舰系列首款车型“驱逐舰05”首发亮相

李华是长沙人，2016年，她26
岁。如花一样的青春，却查出了严
重的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

因为肾脏功能非常不理想，需
要进行肾移植手术。年纪轻轻就要
做肾移植手术，今后都需要吃药维
持，李华觉得，自己的人生是灰暗
的。当年，她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
院接受了肾移植手术。 手术很成
功， 坚持服用抗排异的免疫抑制

剂，李华肾功能恢复良好。
尽管生活基本正常，李华还是

需要到医院进行定期复查。在这个
过程中， 她遇到了2015年接受肾
移植的黄俊（化名）。

同为病友，年龄相仿，两个年
轻人有许多共同的话题。 同病相
怜，也相互鼓励，最终成为了一对
情侣。这是最好的缘分，2019年，李
华和黄俊在亲友的见证下结婚了。

人生最灰暗的时候，遇到了最好的缘分

女性肾移植患者
也能生孩子吗

抱着孩子，李华和丈夫一起来感谢给自己帮助的医护人员。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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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化“妊娠期”管理，圆了孩子梦

延伸

11月24日上午，江娅在给老人做能力评估。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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