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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教育无国界大会（EsF）– 记录 
 

 
时间: 2015年 8月 11日 

 
主题:创建蒙台梭利环境“更改老年人包括痴呆症患者的世界” 

 
演讲人: Anne Kelly 

 
 

免责及版权声明 
以下会议记录是 2015年 8月在泰国举办的教育无国界大会中，蒙台梭利教育人士进行研讨时的未经编辑
的内容。希望通过这些记录可以让 ESF大会的参与者和其他感兴趣的组织反思和使用讨论中涉及到的观
点、原则和实践方法。本记录不适合任何形式的专业出版，并且可能包括拼写、语法和其他一些错误。

本记录并不完全代表国际蒙台梭利协会（AMI）的观点。以此种形式向大家散发本记录，可以让大家进一
步编辑这些记录。如有涉及，请注明版权所有者为 AMI及原始作者。在散发本记录时请包括这篇免责及
版权声明。我们在此感谢会议的演讲人、志愿者和翻译人员，正是他们的工作，使得 2015年的 ESF大
会内容，以手稿形式呈现。 
 
 
（2/3） 
 
幻灯片： 
一位女士在玩轮滑，另一个在指示牌的另一边做着腿部拉伸。 
如果有人报以微笑，就增加了一份力量。 
曾有一位男士可以在用餐区站着迎接人们。他欢迎人们超过 80次——这便是他的力量。我们需要看他
们的能力所在。 
 
幻灯： 
永远不要忘记！ 
在看得见的伤残背后是一个有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那么他们的明天何在？ 
 
一周前，安德鲁斯谈及了自由、尊重和团结。然而很多和我一起工作的人们都是被锁住的——他们没有

自由。有时候是为了他们的安全考虑，而有时候仅仅是因为人们认为本该这样。在过去的一周，我一直

在为此思考，自由可以在一个他们没有控制权的环境里实现，只要我们提供一个完备的环境，允许他们

做出选择，尊重他们的愿望，进入他们的现实，即使那并不一定是我们的现实。 
需要强调的是工作人员手中握有的权利。很可能有些老师会忘记自己手中的权利。在老年护理领域，我

提醒工作人员，他们掌握着所照顾的老人的未来。而这是一份巨大的责任。 
 
 
幻灯片： 
格拉迪斯•威尔逊，娜奥米•菲莱。校验疗法被用于痴呆症的治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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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片断：娜奥米•菲莱和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格拉迪斯•威尔逊一同工作。目的在于建立正确的连接。

很多人太早放弃，没有尝试和患者工作。这其实很重要。 
格拉迪斯一样的人们有表达自我的需求，他们用重复性的动作表达着。如果你温柔地碰触脸颊的一边，

那里的每个细胞都会记得被妈妈抚摸过。他们不想说话，但交流存在着，那个人也不再孤单。“你能和

我还有耶稣呆上一会儿么？”我播放音乐和她过往的教堂歌曲。她重复性的动作和她的歌声“是的，上

帝爱我”对应一致。我根据她动作的强度加入了自己的声音，和她动作的强度保持一致。“你现在可以

睁开眼睛么？”当唱到“他把全世界握于掌中”时，她可以回应“握于掌中”。并不是每次都会有突破

性的进展，但如果你确实模仿了他们的动作，那么即使不是这次，但很可能下一次就会和他们有所交流

了。 
这是我们不能放弃这些患者的一个完美例证。我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来说明痴呆症人群可以做些什么。 
故事之一是关于我帮助了多年的一位男患者。妻子每天给丈夫喂食。有一天晚上，出其不意地，儿媳问

起我是不是记得她。“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从那时起我搬了三次家。我的公婆很尊重您，很需要您的

帮助。婆婆被诊断患有食道癌，她很担心谁能继续喂食、照顾公公。我告诉她我们会来照顾她公公的。 
过了段时间，这位妻子真的去世了。在葬礼上我见到了护理指导。我被问及可不可以告诉这个患者他的

妻子已经去世了，因为即使作为患者，他们应该一直拥有被告知的权利。但是家人不希望这样做。如果

是这样，我们需要尊重家人的想法。我接到了护士的电话，她告诉我“我觉得患者是知道的”。我不想

告诉你或任何人我真的做了，就在关紧的门后。她后来又打回给我，因为我需要直到后续。你很难猜到

发生了什么。我进去，关好门，握着他的手告诉了他。猜得到么？他哭了。三天后他去世了，和妻子再

次团聚，这是一个美好的结局。这提醒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人，生前乃至过世后都要给予足够的

尊荣和爱。 
 
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故事。在老年护理院，你会等到所有住户在午饭或晚饭时间聚齐吃饭时才去洗衣服的

。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让他们看见过世的人的送出。有位女士谈起看到太平间推车，听到轮子发出的吱呀

声响。这被其他老人们也听到了，第二天他们都在留意看椅子，看谁没有出现在吃饭的时间。 
多年前在我的一位朋友工作的地方，我第一次遭遇到死亡的场面。我问尸体停放在哪里，回答是在洗衣

房——那是我们在葬礼承办者来到前停放尸体的地方。这其实一点都不合理。老年人们搬进护理院时他

们是从前门进入的，那么他们就应该得到从前门离开的权利。 
下次，老人们去世后就停留在之前的房间里，以和进入护理院相同的方式进行生命的离开过程。她宣布

人们可以加入她送别老人们的 后旅程。但没有人进行 4次以上，因为之后便设置了仪仗队，以给予逝
去者足够的尊重。我们也需要给予逝世尊荣。所以现在你能了解到，这关乎的是自始至终的态度。这样

的道别形式现在也被别的护理院采用。 
现在有的护理院会选择在逝者身上披上方形的被子，上面彰显着社区居民对逝者的了解。这关乎受护理

者的尊严。 
 
在这里暂停休息一下。之后我将开始另一段回忆的段落。 
 
茶歇过后 
 
这是令人吃惊的奇迹，我愿意花些时间来聊一聊回忆。 
 
幻灯片： 
我们有两种长时记忆。 
陈述性记忆（明确的）：事实，事件，关于世界的知识，词汇 
程序性记忆（含蓄的）：技能习惯，单纯的传统条件（无意识的），童年时形成的（无意识的）记忆 
这部分记忆看似被完好地保留在痴呆症的进程中。这是力量。很遗憾没有关于程序性记忆的测试。 
——基于拉瑞•斯奎尔 1994年在加州大学的发表 
痴呆症患者都有着记忆损伤，否则他们也不会被诊断出患有痴呆症。 
在测试痴呆症时，我们大多时候运用的评估表运用的都是陈述性记忆。对于本土人员来说我们有 KICA
量表（Kimberley Indigenous Cognitive Assessment）。实际上其中有一点程序性记忆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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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 
完备环境：陈述性记忆需要得到支持 
陈述性的：个人的历史，事实，日常生活、活动细节（比如，去厕所的分解任务），找到物品和自己的

路，把物品依序排列（做标签对于找东西非常有用）（参看美国的碗橱和冰箱）不再需要标签。澳大利

亚还没有普及。我们现在使用迷你吧冰箱，因为我看到迷你吧冰箱被应用于旅店房间里。 
 
幻灯片： 
从完备环境方面考虑关于记忆丧失的例证： 
在家里如何使用微波来准备食物。 
 
幻灯片： 
一旦扑灭一种热情，员工们需要三次来把它补充上。牌子上写“请喝上一杯”。老人们第一次可以为自

己取上一杯饮料。 
大家看到有 10个人是被锁在屋里的。因为如果所有人同时间离开房间，就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大家都坐
下。我们做出的第一个改变就是在前门已经关好的情况下打开房间门。 
在三层被锁住的房间里有位女士，一直有人给她喂食并按需给她服务。现在门被打开了，她乘坐电梯下

来，为自己一次取上一杯咖啡和 8片饼干。上次我去时看到她瞧见另一位坐在椅子里的女士，她问道：
“我帮你取杯咖啡好吗？”这就是要点——他们可以为彼此考虑。如果你期待儿童可以做些什么，他们

就确实可以做到。只要你允许他们做出选择并拥有尊严，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幕。 
老人们现在对于吃的、喝的可以独立自取了。 
 
幻灯片： 
各种食物的标签。这样方便他们来索取两勺土豆泥。 
他们经常遗失东西，遗失东西后又感觉失落。每次他们经历失败都会失去一些自尊。所以允许他们自我

独立是特别重要的。 
有些人需要你一直提醒他，有些人则不需要。就像孩子一样，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只有对于特殊人群才会在需要时使用引导标示。 
 
幻灯片： 
“请擦亮餐具”的照片 
这不仅仅是关于教室训练。知识需要被迁移应用到工作环境中。上次的培训中我问是否有人拿回知识来

改变谁人的生活。  
我想到了杰克。他只在老年护理院住过很短时间。他到处小便，走过走廊时就会到盆栽那里小便。 
问题在于行为。我总是问“为什么？”我意识到那里没有任何厕所标志足够大到让他看到。 
我制作了很多带箭头的标志，并且将它们放置在每个角落。在这之后，我可以说他没有再出现尿湿或者

在不合适的地方小便的情况。 
 
幻灯片： 
方向指示牌非常重要 
今天是： 
下一项活动： 
关于老人们排队来参加每天的周五快乐一小时的例子。现在指示牌被挂到了他们能够看到的地方。他们

还把牌子放在了电梯里。 
 
 
幻灯片： 
放置篮子协助自发性工作。关于请卷绷带的例子和卷好的绷带。 
 
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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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衣服的分解任务 
你可以让老人们好像超人形象那样穿着内衣站着，因为他们总是把衣服穿错顺序。 
在蒙特梭利世界我们要思考如何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顺序。 
 
幻灯片： 
上厕所的任务分解 
上厕所的说明 
（可以在厕所门后或墙上悬挂说明海报） 
脱下裤子 
握住扶手，坐下来 
如厕 
使用手纸来擦 
冲厕所 
拉上裤子 
用香皂和水洗手 
用毛巾擦干手 
我们要记得他们是不会记得自己记不住的。所以当他们试图否认自己需要帮助时，我们只说是为其他人

挂的牌子。 
阿黛尔：对于那些不能阅读的人们。我们需要确定他们是否仍然能够阅读再做出决定。比如采用图片和

文字结合的形式及使用录音播放的方法来说明每个步骤。 
 
幻灯片： 
研究表明： 
当我们针对痴呆症使用外在记忆辅助，比如道具、人等时， 
他们会显示出对环境更多的参与 
用于睡眠的时间会更少 
同时交流的水平得到加强 
（中产阶级，1990； 法官） 
 
幻灯片： 
程序性记忆包含了我们的 
习惯和技能 
单纯的 
传统条件…… 
 
幻灯片： 
一个人在涂掉／擦净电脑屏幕 
他们可能忘记用什么清洁牙齿，但不会忘记刷牙这件事。他们可以使用手巾，发梳来刷牙，但刷牙的技

能依然存在。缺失的是陈述性记忆部分。我可以使用标牌来说明——请在必要时根据图片提示来清洁牙

齿。 
 
幻灯片： 
环境中提供线索的多种形式——使用程序性记忆来提供言语信息。 
左边的人是病人；另外左边的是工作人员。她在夜晚穿着睡衣。这样的程序性记忆得到了支持，即穿着

睡衣意味着时间是夜晚。 
工作人员可以说，穿着睡衣，您得去睡觉了，现在是凌晨 2点。但人们像白天那样着装，他们也希望穿
戴整齐。 
你可以用程序性记忆来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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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 
程序性记忆：技能（熟练掌握不同水平的能力） 
痴呆症患者会失去对于站在马桶边多远距离的概念。事实上，很多男孩在两岁到五岁间就了解到这点，

了解到怎样站着小便。当他们到七八十岁时，患有痴呆症，他们丧失了陈述性记忆，忘记了小便时应该

站离马桶多远。所以我们在地板上贴上脚印的标志，提示他们应该站在哪里。 
 
幻灯片： 
重复形成的记忆 
换句话说就是通过练习，人们可以做得更好。 
即使人们遗忘了曾经习得过某类信息、工作或行为举止。 
他们会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好起来，即使他们不记得曾经习得过。这是痴呆症领域里一件奇妙的事。 
 
视频片段：我们判断一位女士有能力每天更换方向板（orientation board）。如果你希望人们习得某事，
就要给他们 10到 15次机会来做这件事。曾有员工打电话给我说这不管用，但其实问题在于重复次数不
够，这就像一个孩子可能需要更多时间习得某项技能一样。这里面包含很多步骤。这件事花了这位女士

40天时间。她用了 5年时间学会了这项工作。她日益脆弱，但一直到片中那天她还可以每天做到更换
方向板。这是一个奇迹。这是我们工作的神奇之处。 
玛格丽特也学会了怎样自己走到办公室。因为痴呆症，她丧失了这个能力，但她仍能做到换方向板。 
 
幻灯片： 
传统条件 
亚里士多德本来可以把传统条件称为一连串事物的法则，他这样写道：“当两件事情同时发生，一件事

情的出现会提示头脑想起另一件事。” 
 
幻灯片： 
另一个例子： 
每天饭前播放同样的歌…… 
老人们会自动聚在一起，自行来到餐厅。这大概会花上 10到 15次预备练习。你也可以任用一位摇铃人
在开餐前响起铃声。 
 
幻灯片： 
阅读 
 
幻灯片： 
完备环境里的角色 
让每个人承担一定的社会角色，把彼此间的连接和有意义的活动作为每日的固定事务 
 
幻灯片： 
人们被想象所限制。展示人们可以承担的角色列表 
 
幻灯片： 
工作人员会好奇“这样的安排中我要做什么？”事实是你可以省下些时间，而让老人们做力所能及的事

。老人们可以自己铺床，员工们不需要代替。 
视频片段：老人们铺了 3到 4张床。两位女士合作把床铺好了。铺得不完美真的不重要。这让他们的一
天很充实。 
 
幻灯片： 
这位老人曾经是一位职业清洁工。他清洁完所有的椅子和桌子，然后又清洁了窗户。清洁完室内又去清

洁室外。他的世界已经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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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 
一位会计师淘汰了一位工作人员。他本想出去，但不能这样做。他现在有一个计算器，并且处理所有的

书籍和归还地址。 
 
幻灯片：这位女士在换床单时发放亚麻织品。 
 
幻灯片：埃斯特的助行架使用提示卡片：埃斯特，到时间准备饭厅的桌子了。谢谢你。请从厨房取来早

茶。 
 
幻灯片： 
这位先生住在三楼。他收集报纸，使用电梯。按下 G来使电梯向下，按下 1来向上运行电梯。他不再想
要离开家。 
 
幻灯片： 
格拉迪斯。威尔逊给某人发信息。她们花了 10分钟，做出一张漂亮的手写信息。 
 
幻灯片： 
简的商店——一个没有预期到的振奋人心的事情是捐款的增加。人们为所看到的深表感激。我们给一位

失去生存愿望的女士建立了一间商店。她宁可死去。她小时候父母开了一家街角小店。我们因此把洗衣

店的橱柜变成了一间商店。 
 
幻灯片： 
这是利尔。她做了一个模版，示意物品的费用。比如用黄色表示一美元等等。 
她现在营业一小时了。这并不是为了赚钱。我们这样设置只是为了让她每天有个起床的理由。她已经不

记得她的家人了。她会借由蒙特梭利工作来帮助恢复记忆。她会仔细看一美元硬币的样子。她得巩固知

识，因为她年幼长大时用的是英镑和先令。所以这些活动对她运营这个小店是很重要的。 
视频片断：利尔在小店里卖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