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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

COVID-19疫情背景下老年人的
社会隔离与孤独—全球新挑战
吴

蓓

纽约大学罗伊迈尔斯护理学院（美国纽约州纽约 NY 10010）

【摘要】随着 COVID-19 疫情在全球肆虐，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具有挑战
性的历史时刻。COVID-19 疫情的暴发将会对老年人的健康和福祉产生长期而深刻的影
响，社会隔离和孤独可能是其中最严重的后果之一。社会隔离和孤独是与不良身心健康
状况相关的主要风险因素。本文探讨了应对老年人社会隔离和孤独的若干方法，包括：
通过面向公众的公共卫生信息促进社会联系；开发以创新移动技术为基础的干预措施，
以调动家庭成员之间和社区网络之中的资源，从而增强社会联系；建设开发用于识别医
疗机构中老年人社会隔离和孤独的手段和方法，完善医疗保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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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史无前例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老年人由于免疫系统薄弱并且患有心脏病、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在全球的暴

糖尿病、肺部疾病、癌症等慢性疾病的可能性更

发，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性时刻。截至 2020 年

高，成为了 COVID-19 疫情中最为易感的人群。

4 月 21 日，受疫情影响，在共计 89 个国家中已

患有以上任何一种慢性疾病都是导致 COVID-19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全球人口正在接受防疫隔离管

并发症的风险因素。全球范围来看，养老机构

控。在纽约、东京、巴黎这些最繁华的都市，绝

中的老人受到的影响最大，他们被感染的可能

大多数商业活动都停止了。新型冠状病毒以毁灭

性更高，死亡率也更高。在英国，接近一半与

和致命的速度迅速席卷了世界各地，由于感染人

COVID-19 相关的死亡发生在养老机构。在美国，

数急剧增多、医疗救援人员不足、个人防护物资

约五分之一与 COVID-19 相关的死亡发生在养老

缺乏等原因，全世界已有 20 万人死亡。根据美

机构 [1]。因此，几乎所有正在与 COVID-19 抗争

国国家疾控中心统计和发布的死亡数据，在美国，

的国家中，老年人都会被要求进行自我隔离，从

78% 以上与 COVID-19 有关的死亡均为 65 岁及

而避免与可能感染他们的人接触，以切断感染源。

[1]

以上的老年人口 。

在长期护理机构中，一种常见的做法是禁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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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朋友的探访，以尽可能将病毒传播风险降至最

关的主要风险因素，增加了高血压、心脏病、肥胖、

低。虽然这些限制在这个特定的危机时期一定程

免疫系统功能受损，抑郁、焦虑、认知功能差的风

度上是合理的，但这些限制可能对老年人的心理

险，增加了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及死亡率 [4-5]。例如，

健康状况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其中包括社会隔

社会隔离会使患老年痴呆的风险增加近 50%，患

离和孤独。

突发冠心病的风险增加 29%，中风的风险增加

1 COVID-19疫情背景下的社会隔离
和孤独
社会隔离是指个人的社会关系很少或者与他
人的社会交往很罕见的客观状态，而孤独则是一
种感到被孤立的主观感受。社会隔离和孤独是非
常严重的公共卫生风险，影响着相当一部分老年

32%[2]。我们必须认识到，那些为了尽可能减少
COVID-19 传播而采取的相关措施，可能同时导致
社会隔离这样的负面结果，无形中对老年群体的
健康和福祉产生深刻的影响。

2 缓解社会隔离的多种途径
2.1 公共卫生信息：维系社会联系

群体，却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美国，约四

当各国都在呼吁人们保持社会距离，这一关

分之一的社区老年人口被认为处于社会隔离的

于社会距离的信息可能具有误导性。事实上，向

[2]

状态，并且有 43% 的老人感觉到孤独 。由于

公众传递避免身体近距离接触但仍然保持社会联

COVID-19 疫情的蔓延，许多国家发布了居家限

系这一公共信息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

令并且禁止探访养老院，这使得处于社会隔离状

要。研究表明，社会支持能够缓解社会隔离并且

态的老年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其中既包括居住

促进人们的心理健康状况 [6-7]。调动来自于家庭

在社区中的老年人，又包括居住在养老机构中的

成员的资源、社区的网络和资源等各种力量来缓

老年人。

解老年人的社会隔离和孤独是至关重要的。

在疫情暴发之前，大部分社区老年人活跃于

老年人很有可能成为志愿者，为那些被隔离

各类社会活动之中，例如参加老年活动中心、宗

的人提供急需的同伴支持。在我们早期的研究中

教活动、旅游，以及许多其它社会活动等。以社

发现，许多老年人，包括最年长的老年人（85

区为基础的长期护理服务在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

岁以上），都曾积极地向其家人、朋友、邻居提

中国家十分普遍。虽然家庭成员是有功能和认知

供过诸如陪伴、安慰，帮助他们烹饪或购物等帮

障碍的老年人的主要照顾者，以社区为基础的长

助 [8]。在养老机构中，家庭成员和工作人员完全

期护理服务对许多体弱的老年人同样起着重要的

可以通过使用视频和社交媒体等技术发挥至关重

作用。这些社区服务和护理项目包括老年人日间

要作用，帮助老年人维系良好的社会联系。

看护、临时看护、家务照料、送餐服务和家庭健

2.2 移动技术干预：减少社会隔离

康服务等。对于体弱的独居老年人，送餐人员可

为了促进老年人的社会联系，开发以创新移

能是其日常唯一可以接触的对象；对于长居于养

动技术为基础的干预措施势在必行。手机等移动

老机构中的老年人，家庭成员的探访是他们感到

技术具有巨大的潜力，正如它正在改变我们与

与社会相联系的重要途径，家庭成员是他们与外

他人互动、查找信息、获取资源、传递服务的

部世界联结的纽带。然而，由于疫情防控的隔离

方式 [9]。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92% 的低收入和

政策，所有的社区服务、护理项目以及相关的探

低学历的美籍华裔老年人都拥有一台智能设备，

访都被中止了。这些限制无疑会加重老年人的社

并且 72% 都会使用在中国人口中最常用的社交媒

会隔离和孤独。在 COVID-19 疫情背景下，社会

体软件——微信。实例和观察都表明，美籍华裔

隔离对家庭照料提供者尤其有害，因为他们中的

老人通过使用微信这类社交应用软件与远距离的

大多数人本身就是老年人，并且已然面临着更高

朋友取得联系，从而缓解社会隔离感。随着老年

[3]

的压力、焦虑和抑郁的风险 。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隔离严重危害个
体的健康和福祉。包括我们的研究在内，相关研
究发现社会隔离和孤独是与不良身心健康状况相
http://www.jnewmed.com

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更多的通过社交软件联
系，开发更多以老年人为中心、更为人性化的专
业应用程序迫在眉睫。
通过发简讯或视频来创建老年人所需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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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可以以现有的针对老年人的具体干预措施

提供更多获取医疗保健服务的便利，有利于促进

信息证据作为基础。此外，来源于社交媒体的同

对于社会隔离的筛查、诊断和治疗。

伴支持可能会增强诸如信息资源、健康促进和咨
询、以及问题解决等基于证据的专业支持的成
效。需要注意，与涉及医疗保健的其他领域一样，

3 结语
COVID-19 疫情的暴发将对老年人的健康和

当移动技术被运用于缓解隔离和孤独的干预措施

福祉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社会隔离和孤独可

时，必须特别关注对于伦理和法律界限的考虑。

能是其中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许多策略可以被运

2.3 医疗保健体系：应对社会隔离

用于各个国家，以应对社会隔离和孤独。这些策

在全球范围内 , 相较于年轻群体，老年人更

略包括：提高医疗保健从业人员、社会公众对社

为频繁和大量地使用医疗保健资源。目前的医疗

会隔离和孤独及其对人们健康和福祉影响的认知；

保健体系已经具备了有利条件，可以用于开发识

开发基于移动技术的干预措施，以调动来自家庭

别医疗保健机构中的社会隔离和孤独。通过识别

成员和社区网络的资源投入，缓解老年人的社会

高危人群，以及他们病情的急慢性情况，医疗服

隔离和孤独；将医疗保健资源投入到识别医疗机

务提供者或许能够为患者制定适当的临床和公共

构中社会隔离和孤独的手段和方法的开发。

卫生干预措施。然后，这些干预措施还可以被采
纳并实施于其它具有高需求的国家 / 地区和服务
对象。医学专业院校以及一线护理工作的培训项
目应当在其教学与培训过程中设置有关应对社会
隔离和孤独的教学内容。此外，开发更多智能化
远程健康监测手段可以为老年人及其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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