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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
至 2019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
上人口约有 2.54 亿，占总人口
的 18.1%。面对人口老龄化严
峻形势，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
这一 国 家 战 略 与 国 家 发
展、个人生活有怎样的关系？
“积极应对”与以往有何不同？
如何满足人们进入老年期的多
样化需求？在中国老龄科学研
究中心近日举行的座谈会上，
专家就此作出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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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跻身
国家战略，
有何深意？
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人口老龄化不只是
“老年人的事”
“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已经超过 0 至 15 岁人口数
量，实际上进入了‘少子老龄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
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军说，在我国，将人口老龄
化问题局限于老年人事业甚至老年人问题领域的现象还比
较普遍。
李军说，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国民储蓄率、减弱经济增长
潜力，同时对应着劳动力稀缺性提高，劳动成本增加，对经济
运行产生复杂的影响，关乎每个人的现在和未来。
《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更指出，人口老
龄化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
乃至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深远影响，挑战与
机遇并存。
根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预测数据，我国人口
老龄化程度将持续加深，
到本世纪中叶，
60 岁及以上人口将达
到 4.87 亿，
约占总人口的 35%，
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比例
双双达到峰值。不过，
2019 年至 2022 年人口老龄化速度较此
前十年有所放缓，
有利于我国做好应对的各项战略准备。
全国老龄办党组成员、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吴玉韶认
为，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与科教兴国、乡村振兴、健
康中国等并列的最高层级的国家战略，使之成为党和国家的
中心工作之一，这是党中央科学研判我国人口老龄化新态
势、深刻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审时度势作出的重
大战略部署，具有里程碑、划时代意义。

“积极”
体现在哪儿？
“这一次上升到国家战略，关键词是‘积极应对’。”吴
玉韶说，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政策和行动来应对人口老
龄化，整个公共政策体系都要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视角。然而，我国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法律只有一部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而且该法侧重于保障老年人权益；国
家层面也没有专门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行政法规。
“这与我国人口老龄化严峻形势、与亿万老年人美好
养老生活新期待、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要求
相比很不适应。”吴玉韶说，建立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法律法规体
系，是实施这一国家战略的首要战略任务。此外，全社会
还要在整合协同、全面发展、全民行动、科学精准等方面
形成共识。
他认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项战略性、全局
性、综合性的宏大系统工程，应充分调动政府、市场、社
会、家庭和包括老年人在内各方面力量的积极性，形成积
极应对、全民行动的新态势。
“我国之前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具有民生保
障和社会建设的思维，
但缺乏经济建设、
文化建设、
生态环
境建设、
社会治理等领域的思维。
”
在中国老龄协会政策研
究部主任李志宏看来，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仍应坚持应对
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坚持满足老年人
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

关注
“老年期”
需求
满足老年人需求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方面。
对此专家认为，首先要关注当下老年人的需求，同时还要考
虑未来不同时期老年人口的需求。
“要更加发挥有为政府作用，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
行。”吴玉韶说，政府要在制定政策规划、保基本、兜底线、提
供基本养老服务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减轻全社会对人口老
龄化、对养老预期的焦虑，着力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现阶段养老服务重点应当聚焦在解决最困难、
最需要帮助的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上。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经济产业所副所长王莉莉认为，
培育老龄消费市场，要在满足多样化、个性化、人性化的老龄
用品供给基础上，加快本土创新，并提高老龄用品的有效供
给特别是方便老年人使用的“轻技术”产品供给。同时，进一
步针对人们老年期、特别是新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娱乐休闲
需求与生理心理特点，
充分开发市场、培育消费需求。
老年教育是开发老龄人力资源的主要途径，同时越来越
成为人们进入老年期的重要需求。
“目前我国大部分老年大学的课程以休闲娱乐类为主要
内容。
”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社会文化所所长李晶说，
随着社
会经济发展，
我国老年人整体素质不断提高，
学习需求日趋多
元，
对于教育的种类和品质都提出更高要求。老年大学应根据
本地区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和学习需要，
加强基础学习和深入学
习类课程，
引导老年人进行高质量学习。

农村老年人，
谁来扶一把？
——从发展
“互助性养老”
说开去
“互助性养老在农村的优势，首先体现在
农村具有建立在血缘、地缘、亲缘关系上的邻
里守望传统。”华北电力大学老龄科学与政策
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老龄科研基
地负责人刘妮娜说。
刘妮娜认为，村党委领导下的村委会、集
体经济组织、老年人组织属于互助组织，便于
互助性养老服务开展。此外，农村老年人收
入相对较低，对市场服务的购买力和购买欲
望都相对偏低，对互助性养老服务接受度相
对较高。
在一些农村地区，互助性养老在因地制
宜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方面发挥了显著
作用。
北京市密云区山区面积大，村与村之间
距离较远，养老服务很难实现全覆盖。同时，
农村老年人乡土观念重，不愿离家养老，对市
场化养老服务的需求比较弱。当地政府对
990 名老年人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85.96%
的老年人表示生活可以基本自理，不需要日
间照料、助浴助洗等服务。
在此基础上，密云区统筹各镇养老服务
机构和设施组建本镇邻里互助机构，
由机构根
据本镇老年人的分布，在本地招募邻里互助
员，组建若干邻里互助队，形成“邻里互助机
构、
邻里互助队、
邻里互助员”
三级组织结构。
该办法实施 1 年内，为全区 4985 名独居
老人开展电话问候服务 45 万次，入户探视 26
万次，提供代买代缴、卫生保洁、文化娱乐服
务 28 万次，有效解决了农村特别是山区独居
老人的居家养老照料难题。
“对于不少农村独居、留守老年人来说，
精神层面的需求往往大于物质层面的需求。”
贺雪峰说，互助性养老可以让老年人聚集起
来，进行有益身心的文体娱乐活动，这也是其
突出优势之一。

农村养老问题，还有哪些﹃答案﹄？

“互助性养老的基本理念，就是
由低龄老年人照顾高龄老年人，由身
体状况较好的老年人照顾身体状况
较差的老年人，以此完成养老服务的
代际传递。”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
任贺雪峰说。
记者在全国农村养老服务推进
会议上了解到，当前，我国有一亿多
农村老年人，其中特困老年人约有
367 万 ，占 城 乡 特 困 老 年 人 总 数 的
95%。
“每天我都过来跟大家聚聚、说
说话，心情都变好了。”在江西省幽兰
镇桃岭村红溪章家颐养之家，89 岁的
老人余金仙正拉着她 71 岁的儿子章
冬保的手，笑眯眯地迎接着到访的客
人。
村干部告诉记者，桃岭村积极引
导村里的乡贤、群众和低龄老年人积
极开展为老服务，为行动不便、有特
殊困难的老年人提供上门送餐、送医
和探视巡访服务，到目前为止已有 15
名老年人“入家”。
记者看到，在颐养之家的墙上，
党员志愿者值班表从周一到周日排
得满满当当，值班表边上还清楚地写
明了“理发、为老人送餐、陪老人娱
乐”
等服务内容。
“互助性养老的实现形式主要有
三种，即志愿服务、低偿服务、时间银
行。”贺雪峰认为，三种模式都介于居
家养老和市场化养老服务之间，其内
在逻辑是低龄老年人以闲暇时间照
顾高龄老年人，从而换来自己高龄时
的被照顾。

﹃互助性养老﹄为什么尤其适合农村？

﹃互助性养老﹄是什么？

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
会文件起草
过 程 中 ，网
友“云帆”所
提 的“ 互 助
性 养 老 ”建
议最终被写
入全会文
件。
什么是
互助性养
老？为什么
农村适合互
助性养老？
农村养老服
务还有哪些
痛点和难
点？近日，
民政部在江
西南昌召开
全国农村养
老服务推进
会 议 ，记 者
以此为契机
展开了调
查。

新华社记者 孙少龙

数据显示，全国农村地区目前已有养老机构
2 万多家，养老床位 194 万多张，幸福院、颐养之家
等互助养老设施 10.8 万个，多层次的农村养老服
务网络已初步形成。
然而，面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挑战及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农村养老服务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
形势。
“我国人口老龄化总体呈现出‘城乡倒置’局
面，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
‘ 未富先老’
等问题在农村表现尤为突出。”民政部有关负责
人介绍，家庭养老能力弱化、农民养老保障不足、
养老服务设施不健全、养老服务运行可持续性和
监管偏弱等问题仍然制约着农村养老服务水平
的提升。
“失能老年人是农村老年人中亟须帮助的一
个群体。”贺雪峰认为，政府应加强互助式养老服
务中心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无偿或者低偿
为失能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必要时可委托社会
力量管理运营。
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少不了资金和制度的支
持。
刘妮娜建议，一方面应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募
捐、村集体投入、老年人自付等多渠道筹资，增加
农村养老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应因地制宜确立组
织形式，包括村两委、农民合作社、老年协会等，
促进农村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参与自助互助。
相对于城市，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更为
陈旧落后，管理服务更为粗放，安全隐患更加突
出。
从全国养老服务推进会透露的信息来看，坚
守服务质量与安全红线，强化农村养老服务综合
监管将是接下来农村养老服务工作的重点之一。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0 年是为期 4 年
的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收官之年，
各地将对照专项行动目标任务进行一次大盘点，
把问题隐患全部整改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