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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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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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 
那个习惯于闯入别人房间里的女士，她喜欢将东西相应地放到一块模板里。 
 
幻灯片： 
为家庭成员的姓名制作的填字游戏。 
 
幻灯片: 
南希，在这些活动中。她有自己的事件报告文件夹。她很容易会非常生气，所以一直呆在床上。工作人

员告诉我无法为南希做任何改变。我说：你总是可以给予一些帮助的，什么能帮她呢？她曾是妇产科护

理教授，曾在世界各地的大学讲授课程。她曾致力于性健康的研究。老年痴呆是她遇到过的最糟糕的事

情了。南希觉得不得不在不断的失败经验中保护自己，因此她一直呆在床上，因为这样她就不会面临

“失败”的体验。我在她身上发现了这一点。 
年长的护士知道如何卷绷带。学生们坐在那里，手臂交叉着眼睛转来转去地看着她。年轻的学生去接孩

子放学，接老公下班。 
 
课程的第二天，当然孩子们不想被拣选出来，他们想看到我改变南希的努力不能奏效。这是下午茶时间

，她的头发都是蓬乱的。我看着她说，“南希，我需要你的帮助，”这是她第一次被请求帮助。她几乎长
高了两英寸。我差不多把我要做的事做完了，但我没有卷我的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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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感到对南希心软了，因为这里有 13个消极的人盯着南希不看好她。她的焦虑会突然增加，因
为她没法完成卷绑带。护理人员们在背后摇头，显示她们早知道是这样。但是有一个声音一直在我脑海

里说，“南希，你可以做到的！” 在尝试第六次时，她卷动了一次，然后紧接着卷动了两次。 
 
视频短片： 
寻求进阶。她在卷绷带。她成功所需要的一切就在她面前。然后她叠好了洗脸巾。我试图帮助她，这正

合我意。因为我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所以她拥有了不同的生活。 
 
将四打假鸡蛋装进鸡蛋纸盒里。 
 
幻灯片： 
她爱孩子们，所以会给孩子叠衣服。为他们叠衣服很简单。这有利于她想起她的孩子们，回忆起孩子种

种。 
 
幻灯片： 
有时我们会提供一些帮他们维持独立的活动。因为手不停地颤抖，他失去自己了吃饭的能力。而这可以

帮助他更长时间地维持自立。这个设计有点像防失败装置。总是要想办法避免正在归类的东西不要掉到

地上。 
 
幻灯片： 
一位正在学会装糖碗的女士。她走上前台，然后可以使用小罐和勺子。 
 
幻灯片： 
Tren – Montessori教的东西是很重要的。这个再次学习自主进食的家伙可以再次完全自主了。看看当人
们在为自己做事时，在自尊方面会表现出怎样的不同。他不会下半辈子都那么做，但是在离开人世前一

周他可以自主进食了。 
 
视频短片：当你看着我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 
 
幻灯片： 
每个当地居民都不想离开她的房间。她是意大利人，喜欢烹饪。她患有智障。我们如何改变她的生活呢

。现在每天她都会为一个员工做饭。只要是意大利食谱。他们不得不在那里设置了一份登记薄，因为他

们每个人都想尝尝她的厨艺。 
 
幻灯片： 
认知刺激——推动大脑去工作。我们和一个会计师共同参与了 Monty数学大师活动。 
 
幻灯片： 
对人们来说在社区团体以外继续拥有一个角色是十分重要的。这位居民每周去一个幼儿园呆一小时。他

们会一起阅读，一起玩拼图游戏。这位特别的女士将要在孤儿院谈论这些孩子们。你们想问她是谁呢？

她会说他们也不知道这位女士是谁，但是知道她在孤儿院工作。那是她的世界中的学校，这并不重要。

她认为那么小的孩子不应该自主生活，但事实那只是在课堂上自主而已。唯一能解释孩子们独立自主的

莫过于他们是孤儿。 
 
幻灯片： 
另一个两代间的节目是焦虑的已逝青春。这一天和西奥共同工作一小时试图给他成就感，并树立起独立

自主的意识。他们一起画自行车。然后西奥用下午的剩余时光擦拭自行车。注意一下这个男人从开始到

最后时的面部表情变化。你看，自尊可以多么大地改变人们面容的变化啊。 
 
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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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站的 Y型互动墙空间。在这个地方，居民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有意义的事情去做。 例如，折叠
茶巾，配对袜子，分类或者堆叠物品，或者阅读，擦拭鞋子。请叠起毛巾。我们怎么能防止人们侵犯他

人，防止他们猛击房门，大声呼喊。不会做更加有意义的事，只是撞击房门。 
 
幻灯片： 
请擦拭刀具 
 
请擦亮鞋子 
 
幻灯片： 
互动墙空间。一位德国女士正在将动物和它们的名字匹配起来。首席执行官设计了这个墙空间。 
 
幻灯片： 
澳大利亚地图。对于一位在篷车上拜访过澳大利亚的女士来说，这打开了她对澳大利亚的记忆。 
 
幻灯片： 
零和十字的游戏被放置在通向休息室的路上。这不用花许多时间但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幻灯片： 
更衣区域 
 
幻灯片： 
带上帽子和围巾，就像指示牌上面写的那样“请自便” 
 
幻灯片 
玩具对人们学会养育很重要。特别是对男人们来说。 
使用玩具也是孩子们典型的心理疗法。 
 
两个规则：我这么做会有什么不好吗？对这个人有什么效果呢。 
 
幻灯片 
插花 
 
每天都做一瓶新的插花。架子上的花瓶有瓷的和玻璃的。他们没有打坏过这些花瓶。我试图在环境中放

置一些瓷器。他们因为身患智障而去疗养院。 
 
幻灯片 
互动墙壁空间是由磁力板做成的。 
 
幻灯片 
 “生活因我们所做的而拥有意义”。许多地方没有好的服务，但他们是否提供好的生活呢？房屋因为提
供了好的服务而获得资助，但是为了提供好的生活，他们要摈弃他们已知的，和他们对智障的本来认

知。 
 
我们需要评估我们如何看待和诊断他们的。 
 
幻灯片 
我们是我们的所为：小行动 x大群众-=-大改变 
 
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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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怎么做呢？ 
每次进行一步！我们能做的真的是每次进行一步... 
 
不要说你只是一个照顾者。将”m” word (?)挂在嘴边持续改变生活。 
 
幻灯片 
我们也改变了一些员工的生活。 
 
视频短片 
卡蒂的故事.我们给员工和居民播放数码录制的故事。一个新员工必须要做的事是看 30分钟的数码故
事。谁是老年痴呆背后的人？ 
 
幻灯片 
创造蒙特梭利环境训练 
经过认证的课程 
0066NAT 课程在发展蒙氏教育环境中致力于关爱老年人 
两日研讨会——第一天提供理论“为什么”，第二天提供操作“怎么办”。 
评估作业——将课堂上的知识和技能转化到工作环境的应用中。 
请在脸书网站关注蒙特梭利有关老年痴呆和老年人的内容。 
 
我们正在举办我们第二届蒙特梭利老年人支持项目 2015大会 
我们正在谈论一场变革 
 
谁知道呢，也许有人会喜欢一场艰难的旅行，希望学到更多关于关爱老年人的坏境的内容。 
 
幻灯片 
目前蒙特梭利在痴呆症关爱方面的应用 
研究结果表明益处很多： 
扩展了功能 
增强了喜悦的展现（微笑，大笑） 
提高了交际能力 
减少了破坏行为（游荡，重复提问） 
减少了“不参与行为”（睡觉） 
减少了孤僻行为 
提高了家庭成员，来访者的满意度，减少了家庭成员的挫败感。 
 
下面有两个故事： 
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妻子吃饭有困难，丈夫就每天来喂她。护士不想让他喂，因为希望她能够自己吃

饭。如果不喂他的妻子，他来这里可以做什么呢？他们说，“哦，没什么事好做啊”。如果他不在吃饭

时间过来，他依然可以帮忙照顾她。我介绍了自己，说你知道吗你的妻子仍然会自己进食。我向他展示

了一些可以跟他妻子一起做的活动。你可以每天见她时这么做。这会帮助她再次正确地自主进食。现在

他在别的时间看望妻子。当我看见他时，他会说，这真的在帮助她自主进食。 
 
 
一个企业家下了有轨电车去拜访他的母亲，他穿着套装和手拎着六百美金的手提箱，他的妈妈身患智障

晚期。他会问工作人员问题，所有人回答说她根本没有按照这位男士要求的做任何事。我看了很多次他

们的见面，然后我把员工们召集起来，并且指出总是这样做的话，他母亲最后的记忆将是她不知道自己

午饭吃了什么。然后某一次我又见到他来了，我把他带到边上和他说了他看望母亲的方式很不好。他说

我来是因为我太内疚了，她不能告诉我任何事，她有两个孙子在家都不再来看望她了。我说我想和你谈

谈，因为我需要你的帮助。他说他什么也帮不了。我说我想开展一个蒙特梭利读书会，你知道你妈妈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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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识读吗？你知道她还会做些什么，她可以讲一群牛去超市的故事。他说他不知道。然后我说，当你下

次过来看你妈妈的时候你可以和你母亲开展一个读书小组。我说我可以帮助他的，四五个这里的居住者

可以共同参与。他将主持这个活动，听这些故事。这样的话，当这位母亲去世了，那将是他母亲最后的

回忆。如果我们能够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改变，那就是我们在这儿的原因。我们工作的地域并不重要。 
 
幻灯片 
蒙特梭利环境改善了员工与居住者/客人的关系。 
更好的生活 
 
幻灯片 
我们在澳大利亚做了一个新的 DVD视频。我将在视频分享中结束我和大家的时光。视频在 YouTube网
站也能找到。 
蒙特梭利老年人支持服务 
生活的支持与学习 
 
幻灯片 
如果在我们的工作中没有热情，那么你是否真正付出了什么？找到你的热情，不管它是什么，变成这种

热情，让它... 
 
 
问答： 
Kathleen：有一个与创伤有关的认知障碍的问题想问你和 Adele。我们确实已经使用了其中的部分概念
去触发了一点程序记忆。 
A：创伤并不是我的领域。我从事的是 TBI（创伤性脑损伤），它是永久性并且不可自我修复。我们都知
道，一个过去曾经受过（精神）创伤的人如果变得痴呆，那么这种创伤就会被激发出来。这非常让人苦

恼，需要去解决。 
Adele：你们刚才讨论的问题中有很多相似之处。不管是精神创伤还是身体上的病痛，重要的是要用尊
重的心态对待每个人。精神创伤就像你有一个类似火警警报一样乱叫的扁桃体。那声音是你无法想象的

响亮，直达你的头脑中。你可以使用语言把它弄冷静下来。这虽然不能把这件事弄对，但是至少可以让

它变得让人可以理解。 
Adele：我想问你一件事。我们做不同的事情会有不同的方式。我们可以从以前做过的不同事情中学
习。比如在一个地方设置标签能帮助人们摆桌子。比如小孩随身带的手机与成人的手机相连。以马戏团

来举例子的话，我们知道甩棒会用到很多不同的技巧。当你学习甩棒时，你需要先学习怎样横向甩棒。

现在那些自闭症患者可以通过先学习横行甩棒来学习杂耍了。 
Ellen：数据显示，只是照顾好植物就能使个人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 
最后一件事，养动物也会对社区有帮助。养一只狗或者其他的动物都是不错的选择。 
A: 兔子会乖乖坐好，很久都不会跳走J 
 
Q: 你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预防的事情吗？ 
A: 最有价值的事情是利用它或者不管它。如果你会说一种以上的语言你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痴呆的风
险。如果你会说五种语言，就能真的降低这种风险。如果你会跳舞厅舞，就能降低 75%的几率得痴呆
症。 
Q：除了阿尔茨海默氏症，还有其他的痴呆类型吗？ 
A：有很多，但是主要标志是记忆问题。与找不到车钥匙的人相比，正常自然衰老的人们，知道自己要
找的是什么。最好的建议是去寻求比你我更懂的人的帮助。 
我想我们真的已经到一个人们会谈论这些事情的社会阶段了。现在我们可以谈论记忆问题，而不用把这

个话题藏着掖着。现在我们可以得到援助和早期帮助。从事老年护理工作的员工有关于头脑的基本知

识。如果没有这种扎实的知识作为基础，我们在提供服务时是不可能像现在那样提供这些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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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 有一种说法是非有意识活动／非目的性活动（nonmindful movement）对身体有影响。也有一种
说法是血液流通对痴呆有影响。那么，无意识／无目的的步行也对痴呆有影响吗？ 
A: 一周三次，每次 20分钟的一个运动，可以降低痴呆的风险。有一个好消息是医药公司投资百万在这
一领域的研究中，因为有人发现奇迹药将会创造百万收益。当然我们还没看到药物对病人有显著效果。 
虽然没有那么多的认知功能，但是拥有洗澡和穿衣的自理能力对一些人有好处，但只有 30%的人会有
用。所以你要努力，希望你属于这一部分人。 
我觉得阿尔茨海默血管性痴呆症，随着研究的推进，锻炼的重要性就被串联在一起了。目前为止它被分

成 2种类型，但就像路易氏小体病和帕金森与血管和阿尔茨海默氏症相似，因为他们两者有着紧密的联
系。 
Q:为什么你的录像里面女性那么多？ 
A: 在一些研究里女性确实占了多数。因为男性早早地放弃了，他们不愿意多次尝试。很多老年护理中心
都是女性患者。在录像里我们其实有男有女。最近的录像里有 13个男性，这样的话，这些活动不得不
聚焦于男性，这样这个群体才更有意义。 
Adele: 女性往往比男性活得久。 
Q: 室外活动怎么样。 
A: 并没有很多户外活动，但是我们设立了类似室内的室外活动。我们邀请他们到花园，如耙树叶，盆栽
站，等等。 
Q: 自给自足是不是可以减少员工配置的数量？ 
A: 他们在人员配置上已经非常低了。当他们正确配置基本生活状况时，我就不用去帮忙了。一旦他们人
员配置适当，有时他们就会与居民下棋而不是到处跑着去给人们穿衣服。一个女性说，她在她的地方已

经找不到事情做了，不过我后来还是找到了一些可以她可以做的让她生活更容易的一些事。 
她说你现在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帮我每天省了一个小时，因为我有一个帮我补水的居民，现在我可以坐

下来跟我的居民们聊天。 
Q: 我还在想关于预防的事情。 
A: 这里有很多关于风险因素的信息。独自一人或者几乎没有社会联系是一个风险因素。现在有大量的预
防法和研究，我可以为你提供了解他们的途径或者帮你联系。 
Adele: 我真的渴望分享你的幻灯片，但是我又真的希望你写下你的话，因为我不能复制这些，并且与我
将要做研究的人们一起分享。无意识／无目的的有氧运动是没有帮助的。但是增加一点认知工作并不是

那么难。增加一些东西也并不那么难。 
Response: 在希腊，一个与有轻度障碍患者共事的女性，比如那些有轻度额叶痴呆的人。你可以做研究
教她怎么在读、写、听、说、音乐等 6个方面与其他人交流。一周参加她的研究达到两次是最好的，不
需要更多。 
Christine: 他说学习别的语言。工作得久一点也会有帮助，所以我又签了一个 10年（的工作合约？）。
另外就是保持社交，让自己发光。如果你进入一个小组，拥有自己的电脑，与小组成员进行脑力训练来

达到练习的目的，最好的就是融入这个集体，与集体中的其他人共事。 
Victoria: 一个关于推进跳舞的小例子。我们都需要有目的的运动。我知道的一个男性，他的父母都在一
个舞蹈团。他们有 16项措施需要学习。有许多舞蹈动作，他们一周有 2次都在做这些动作。每两周他
们就要学习一套新的动作。在这个舞蹈团里都是 70-90岁的人们。 
Lynne: 
非常感谢。喝茶休息时间。然后让我们回来继续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