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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亲友离世、疾病来袭与退休落

差，家人的陪伴与鼓励最能安抚老人的

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小余表示，除

了增加亲人陪伴时间、积极参加社区活

动，政府要充分发挥公共卫生服务角色，

比如：采取集中的形式开展心理评估和

心理健康宣传，了解和掌握老年人心理

健康状况与需求，做到疾病早发现、早治

疗，切实改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同

时，加强老年人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制定

老年人心理健康服务法规，广泛开展老

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心理

健康支持。

另外，记者从石狮卫健局获悉，在今

年的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中，石狮市卫

健局组织全市9个镇（街道）及相关部门

共同开展“提升健康素养、乐享银龄生

活”2020年石狮市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

同时要求基层卫生健康职能部门和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重视老年人心理

健康，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记者 刘晓娟）

采访中，记者发现，其实不止老

戴，许多老人在面对伴侣或好朋友

的离世时，心理上都会遭受一定的

打击。

“此前我一直没当回事，这次

国庆节回家，我才发现问题有点

严重。”家住狮城帝苑的小蔡向记

者介绍，今年5月份，她的父亲因

车祸不幸去世。父亲去世后，她

接母亲在自己家中住了一段时

间，后来母亲说住不惯，又一个人

回乡下住了。虽然市里到乡下也

就20多分钟的时间，但因为要工

作还要照顾孩子，所以平均下来，

小蔡一个月也就回家一两次。今

年国庆休假期间，小蔡回娘家的

时候，发现母亲状态不是很好。

“起初，我以为是母亲身体不好，

就带她去医院作了检查，可检查

结果显示身体没什么问题。”直到

晚上，小蔡撒娇要跟母亲一起睡，

与母亲夜谈时，母亲才道出了心

声：“白天忙家务时还好，到了晚

上闲下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胸口

闷闷的睡不着，然后就拿出手机

翻看你爸的照片，这一翻就是一

晚上。”与母亲夜谈后，小蔡这才

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母亲还没

有从父亲离世中走出来。于是，

与丈夫商量后，小蔡一家决定搬

回娘家住，希望用亲情的陪伴帮

助母亲尽快从悲伤中走出来。

在面对亲友离世，还有些老人

会刻意回避。他们认为，有同龄人

去世，就证明自己快走到死亡这一

步了。年近七旬的老林在妻子去世

后不久，就跟儿女交代了自己的财

产情况，“就怕突然有什么事，来不

及安排。”

亲友离世，心理打击大

疾病来袭，害怕遭人嫌弃
“比起死亡，最怕疾病来袭，遭

亲人嫌弃。”年过六旬的蔡阿姨向记

者介绍，大孙子出生时，她就开始了

带孙生涯。刚开始那几年，她身体

好，儿子儿媳十分放心。儿子儿媳

是做生意的，比较忙，经常一周才回

来看孩子一次。“别人都觉得儿子儿

媳把孩子交给我是不孝顺，我却特

别享受这种感觉，一方面我特别喜

欢孩子，另一方面，我觉得能帮助儿

子儿媳带娃，不止是替他们分忧，更

多是证明我还不老。”蔡阿姨说，可

是直到去年，她被查出了高血压和

糖尿病。“自那以后，儿媳就把工作

辞了。”蔡阿姨告诉记者，之后，只要

儿媳在，就拒绝她参与照顾两个孩

子饮食起居。“我觉得儿媳对我产生

了歧视，她让我有了很深的自卑

感。我觉得我还是能照顾孙儿的，

可儿媳却不愿意再让我照看了。”蔡

阿姨说。

采访中，同样因身体原因而害怕

遭人嫌弃的张阿姨告诉记者，患脑

梗前，她喜欢骑游，每个周末都会跟

着骑游队一起骑行锻炼。可是，自

从患了脑梗后，张阿姨想再次参加

骑行活动时却遭到家人的反对。不

仅如此，过去的玩伴也都纷纷劝她

不要骑了。虽然玩伴是出于关心才

这么说，但也让她感觉不是滋味……

相比死亡与疾病对老人心理产

生的影响，退休落差也成了时下不

少老人难以克服的心理问题之一。

某国企退休人员老刘告诉记

者，上班那会，每天忙进忙出，虽然

累但觉得很充实，觉得自己是公司

里不可缺少的人。可是退休后，这

样的忙碌生活不见了，突然觉得自

己一天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内心十

分迷茫。与老刘有着同样感受的老

王向记者介绍，退休前，家务事一直

是老伴一个人张罗，有时，看到老伴

在做家务，他也想帮忙，却不知该从

何处下手。有一次他主动提出帮老

伴择空心菜，结果把茎都给去掉

了。老伴气得当场就数落他不会过

日子，说那个茎可以配上肉炒一盘

好菜。被老伴数落后，老王也不敢

上前帮忙，每天不是外出锻炼就是

在家看书。他直言：“感觉自己就快

变成一个‘废物’了。”

退休落差，内心空缺又迷茫

■相关链接

谁来守护
老人心理健康？

对于许多人来说，只要天气

晴好，一天的心情也会很好，但最

近一段时间，看着持续晴好的天

气，一些菜农却忧心忡忡。

“你看这葡萄，种植三年了，

长势一直很好，但现在许多叶子

已经枯萎落下了。再这样下去，

估计这些葡萄都会枯死掉。”在石

狮市锦尚镇奈厝前村洪堀埔仔

山，菜农老吴指着一片葡萄地告

诉记者，往年葡萄要等到冬至前

后才落叶，而今年，由于雨水少，

加上菜地旁边用来蓄水的两个水

塘都没什么水了，得不到浇灌的

葡萄出现了枯萎现象。

“喊渴”的不仅是葡萄地，还

有旁边连片的菜地。老吴带着记

者在菜地里转了一大圈，入目所

见，许多菜都是“蔫”的。记者抓

一把菜地里的土块，用劲一揉就

成了细碎的土粒，未见其中有湿

土。

这片菜地属于石狮市合顺蔬

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这是石狮第

一家注册的农业合作社，经营着这

片5.33公顷的菜地。十余年来，菜

地的灌溉用水都来自菜地里的两

个水塘。11月19日，在菜农的带

领下，记者来到水塘边看到，这两

个水塘已经见底，放在塘底的抽水

机也露出半个“身影”。

在水塘边有个用倒置的塑料

瓶保护的电源开关，那是抽水机

的电源控制处。菜农老吴接通电

源后，记者看到，放在水塘中的抽

水机周边泛起水波，但菜地那端

却未见水管有出水。看着“鼓胀”

的腕口粗的水管，记者用脚踩了

几下，却发现“硬邦邦”的，似乎里

面是实心的。

“一直没水，每次抽水，估计

水管里很多都是泥浆。”合顺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先生告

诉记者，这个合作社已经经营了

十多年，此前都没遇到过像今年

这样缺水的情况。据其介绍，往

年这水塘的水一般都是满的，即

便夏天用水量大的季节，水塘里

最少也有半池水，十余年来，从未

看到过“水见底”的情况。

由于抽水机用不上，几位菜

农每天只能在水塘底部弄个深一

点的坑，从中“捞”些水装到水桶

里，能浇多少菜地就浇多少。“这

些菜地，原本每天要浇三次，现在

都没法全部浇一次了。”虽然挑水

比较辛苦，但眼巴巴地看着菜地

里的菜没水灌溉，菜农更是心急。

在这片菜地周边走访时，记

者注意到，其他不少菜农也面临

“缺水灌溉”的问题。就此问题，

记者向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作

了反映。工作人员表示，今年石

狮降雨量少，许多农田都面临缺

水的问题。针对此，该局已经要

求各镇对缺水严重的农田、菜地

进行摸底、统计，在寻求解决办法

的同时，也争取向上级申请一些

补助经费。 （记者 林春凯）

（上接一版）

免检“扩容”：
有你车子的份吗？

在此次推行的12项新措施中，“扩

大机动车免检范围”无疑是最受群众关

注的。在市交警大队车辆管理中队服

务大厅内，记者注意到，许多群众在展

板上看到这项措施后，有的大为高兴，

有的则对自己车辆是否还可享受“免

检”，以及可享受的“免检”次数表示疑

惑。就群众关心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

了车辆管理中队相关业务负责人。

“以前我们就有推行‘六年免检’，

从11月20日起，‘免检’的范围扩大

了。”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改革在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方面的变化主要

有两点：一是可享受免检的车辆范围扩

大了。以前的“六年免检”，针对的是6

座以下的非营运小微型客车，现在，6年

以内的7—9座非营运小微型客车也都

被纳入免检范围，即9座以下的非营运

小微型客车（面包车除外），新车登记6

年内均无需到检验机构进行安全技术

检验，只需要每两年凭交通事故强制责

任保险凭证、车船税纳税或者免税证

明，申领一次检验合格标志即可。二是

年检周期调整了。对于9座及以下非营

运小微型客车（面包车除外），如果新车

登记超过6年不满10年的，检验周期由

以前的“每年一检”调整为“每两年一

检”。当然，如果车辆发生造成人员伤

亡的交通事故，或者非法改装被依法处

罚的，其年检周期就不能享受“每两年

一检”的待遇。至于10年以上的非营运

小微型客车，则和原来一样，仍然每年

检验一次，15年以上的，则是每半年检

验一次。

针对免检车辆年限计算中，一些群

众不清楚的地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免

检”新措施是11月20日开始实施，所以

在11月份是否已经年检过对可享受的

免检次数有所影响。“如果今年已经年

检了，且是第7年的车子，那么明年可以

免检，而后年、大后年，也就是第9年、第

10年需要正常参加检验。如果今年已

经年检的是第9年的车辆，则不再享受

免检政策，明年需要正常参加检验。”

据统计，截至11月20日，石狮机动

车拥有量超过24万辆，其中汽车数量达

146760辆。在这些汽车中，非营运小微

型客车（不包括面包车）的数量达

127158辆。随着机动车免检范围的扩

大，这些车辆都将从中受惠，比如，许多

市民家中的商务车、七座SUV等。

异地通办：
摩托车转籍好便捷

石狮是个外来人员较多的城市。

一些外来人员来到石狮后，想将老家的

摩托车换成石狮的车牌，或者有的人在

石狮购买小车，便想将挂石狮牌照的摩

托车改成老家的……这些涉及摩托车

转籍的事情，在以往办起来较为麻烦，

摩托车车主要两地跑才能办完手续。

而从今年11月20日起，随着“摩托车转

籍异地通办”新措施的实施，车主们便

不用再“两地跑”了。

“现在摩托车转籍很方便了，申请

人想转到哪里，就在哪里的车管部门申

请即可，不需要再回迁出地提取纸质档

案、办理验车等手续。”相关负责人举例

说，如果有人想将挂石狮车牌的摩托车

转籍到老家江西，以前需要先到石狮办

理转籍手续，然后再自己拿着纸质车辆

档案去江西办迁入手续。现在不需要

这么麻烦，车主本人只要在江西车管部

门直接申请，即可将摩托车转籍到江

西，车辆的档案信息将通过网上转递到

江西。这样一来，车主便可以节省往返

所需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当然，想要享

受这种“异地通办”，迁出地的车主与迁

入地的车主必须是同一个人。

采访中，相关负责人提醒市民，申

请摩托车异地转籍，车辆必须要在检验

有效期间内。也就是说，必须是“有年

检”的车辆，申请转籍时“未年检”的车

辆是无法办理的。另一方面，如果车辆

还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录未处

理，或者涉及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

也无法申请转籍。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1月20日，石

狮共有摩托车98786辆。“摩托车转籍异

地通办”新措施的推行，将大大方便许

多想转籍的摩托车车主。为落实好这

项便民措施，市交警大队车辆管理中队

提前对窗口工作人员及相关民警进行

业务培训，并采购好办理业务所需的配

套设备。同时，提前按照档案电子化管

理要求，前段时间已开展摩托车档案电

子化工作，对新注册登记摩托车档案资

料全面实行电子化管理。

对摩托车车主来说，除了“摩托车

转籍异地通办”外，此次公安交管推出

的12项新措施中，还有一项值得关注，

那就是“摩托车驾驶证全国一证通

考”。所谓“一证通考”，即只要凭身份

证件即可考摩托车驾驶证，具体规定

为：对内地居民和取得港澳台居民居住

证的港澳台居民初次申领、增驾摩托车

驾驶证，只审核居民身份证或港澳台居

民居住证。但不包括持有军队、武装警

察部队、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驾驶

证。

限制放宽：
你支持“老司机”吗？
“老司机”真的要来了！在此次公

安交管12项优化营商环境新措施中，

“放宽小型汽车驾驶证申请年龄”是一

项备受社会关注的措施。据市交警大

队车辆管理中队一些窗口工作人员介

绍，在11月20日新措施实施之前，就已

经有市民从网上看到相关消息后前来

咨询。从咨询的内容来看，不少市民对

于“放宽申请年龄”有些误解，认为70周

岁以上的老人也可以和年轻人一样去

考驾驶证。其实，新措施对于70周岁以

上老人申请驾考还是有所限制的，那就

是，申请者必须先通过“三力”测试，即

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测试，只有这

“三力”合格了，才能参加驾考。而

且，70周岁以上老人并非什么类型

的驾驶证都可以考，仅限于C1、

C2、F类，即只适用于初次申领、增

驾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轻

便摩托车驾驶证或者临时驾驶许

可。

“70周岁以上可以考驾驶证，你

会同意家里的老人去考吗？”就此问题，

记者在车辆管理中队服务大厅内随机

采访了几位市民。一位姓黄的市民表

示，其父亲已经72周岁了，身体还比较

硬朗。不过，他并不支持老人去考驾驶

证，在他看来，“老司机”的交通安全让

人担忧，毕竟，开车不仅需要依靠体力，

还要求驾驶人对道路状况有一定的判

断能力和反应能力。另一位姓蔡的市

民则表示，如果其已经71周岁的父亲有

想去考驾驶证，只要“三力”测试会过，

他还是会支持的，“如果老人自己会开

车的话，有时想出去转转也比较方便。

要不然现在出去时都是骑电动车，我觉

得还不如让他开小车更安全些。”

从一些市民回答的情况来看，他们

对于“老司机”现象大都持谨慎态度，一

方面，他们认为放宽小型汽车驾驶证申

请年龄，可以让许多老人出行更方便，

特别是对于那些子女没在身边的老人，

自己有了驾驶证后，出行时就多了一个

选择。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70周岁

以上的老人毕竟年龄较大，身体的各项

机能比不上年轻人，对其申请考取驾驶

证前的“三力”测试更应严格把关，即便

拿到驾驶证，开车上路时也应谨慎驾

驶，避免长途驾驶。

（记者 林春凯）

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惠及民生
优化营商环境12项新措施11月20日实施

持续无雨，菜地“喊渴”

本报讯 11月21日，石狮市第

五实验小学爱心志愿服务队走进

石狮市慈爱老人福利院，开展以

“敬老爱老，让爱传递”为主题的爱

心敬老服务活动，与老人共度温暖

时光。

活动中，志愿者们将冬季保

暖衣物、生活用品等慰问品，亲手

交给老人。随后，志愿者们还为

老人精心准备了形式多样的表

演，给老人们留下温暖美好的回

忆。

采访中，第五实验小学爱心志

愿服务队负责人表示，此次为老人

送温暖活动，既是同学们尊老敬老

的一种体现，也是宣扬雷锋精神的

一次实际体验。

（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王女士刚结婚没多久，对于小

家还缺乏基本的认识，甚至觉得生

活状态改变不大，依然会在周末回

娘家蹭饭，甚至逢年过节还要长

住。在王女士看来，结婚后的生活

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本以为这样的快乐时光能持

续下去，但娘家的父母似乎察觉出

了什么，没等王女士的丈夫开口，

两位老人就先把女儿说了一顿：

“你都嫁人了，就别总往娘家跑，

成什么样子！”

这话让王女士心里很委屈，觉

得父母重男轻女，难不成“嫁出去

的女儿真的是泼出去的水”？面对

王女士的疑惑，家有女儿的您，又

是怎么看的呢？

很多娘家人站了出来，表示自

己也曾这样对待出嫁的女儿。李阿

姨就是其中一位。她认为，王女士

娘家的建议是为了女儿未来的生活

着想，毕竟小两口将来是要跟婆家一

起过日子的，若是频繁回娘家会引

起婆家人的不满，到时候日子不好

过的还是女儿。还有的老人认为，

倘若娘家成了避风港，那王女士永

远不会成熟，更不懂得婚姻中磨合

的重要性。所以本着为了女儿好，

他们也会劝出嫁的女儿别总往娘家

跑。 （娟子）

石狮学生开展爱心敬老服务活动

家长里短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人心理健康问题日渐凸显。家住长福社区的老戴前不久听到一
个噩耗，多年好友突患心梗离世，老戴很伤心。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老戴连着好几天都做噩梦，
不是梦见自己出车祸，就是梦见自己生病了。其实，这是老戴的心理出现了问题所致。而连日
来，记者走访发现，不止是朋友的离世，还有退休落差、疾病、伴侣离世等因素都会对老年朋友的
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会打破老年人的心理平衡。

敬老爱老

父母劝女儿别总往娘家跑
背后的用意却是为女儿好

伴侣或朋友离世、疾病、退休落差……

这些会打破老人的心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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