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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经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速度最快

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习近平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

要批示中指出，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

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

强顶层设计，完善生育、就业、养老等重大政策和制

度，做到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两个“事

关”，把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战略高度。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顶层制度设计，既要遵循世界人口老龄化的一

般规律，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又要更新理念，以新

理论引领顶层制度设计和应对策略的制定实施。

一、确立和坚持“老年人”不是绝对的而是

相对的理念

根据人体的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和在社会中扮

演的角色，我们可以把人的生命周期划分为青少年

期、中年期、老年期。但是，划分青少年、中年人、老
年人的具体年龄标准，则不是固定的，在不同的人

口预期寿命条件下，划分的具体标准是变化的。目

前，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专家学者都是按照

生理年龄来界定老年人的。
联合国曾经在 1956 年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

经济后果》一书中，提出从老年人口比例、少儿人口

比例、老少比、人口年龄中位数等方面，来判定一个

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一个国家或地区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该国家或地区人口的 10%及以

上，或者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该国家或地区人口的

7%及以上，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

的主要标准。此后，联合国在 2001 年的《世界人口

老龄化报告（1950—2050 年）》中再次使用和肯定了

这一标准。按照这一标准，60 岁以上的人就是老年人，

这一标准也被认为是国际上通用的老年人年龄标准。
但是，各个国家采用的老年人具体标准是不同

的，这在各个国家退休年龄的差异上体现得尤为明

显。实际上，世界各国都默认，老年人的起始年龄就

是退休年龄，年老了退出工作岗位。世界上大多数

国家都对退休年龄作出了具体规定，本世纪初，男性

平均退休年龄约为 60 岁，女性平均退休年龄约为

58 岁。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当然也是为了应对

人口老龄化和日益加大的养老金支付压力，许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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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纷纷提高退休年龄。美国于 2000 年将退休年龄

从 65 岁延长到目前的 66 岁，并将于 2027 年进一步

延长到 67 岁①；德国自 2001 年起至 2012 年，将退休

年龄男女分别由 63 岁和 60 岁统一提高到 65 岁，并

从 2012 年起至 2029 年逐步延长到 67 岁②；英国拟

由现在的男性 65 岁、女性 60 岁退休调整为男女均为

65 岁退休，并进一步提高到男女均为 68 岁退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口的平均预期寿

命只有 35—40 岁。根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详细汇总资料计算，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

达到 74.83 岁。但是，按照我国现行相关制度安排，

男职工年满 60 周岁、女干部年满 55 周岁，女工人年

满 50 周岁即可办理退休手续。这项退休政策制定

时，全国人口平均年龄为 50 岁，而目前我国人口的

平均寿命已经超过 70 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

断发展以及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相应推迟退休年

龄是一种必然趋势。但是，退休年龄的调整是一项

复杂的社会经济政策，涉及人口结构、人力资源供

求、代际关系、社会保障基金平衡等多方面因素。我

国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研究。
老年人也有一个年龄渐长的过程。世界卫生组

织曾经将老年人区分为初老期老年人（60—74 岁）、
中老期老年人（75—85 岁）和老老期老年人（85 岁以

上）。③实际上，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既定的总体人

口预期寿命条件下，不同人群的预期寿命是有差异

的，正因为这样，德国把泥瓦工等重体力劳动者的退

休年龄从法定退休年龄中减去 3 年。
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划分老年人的年龄

标准必须相应调整和提高。这也是国际上普遍的做

法。目前，美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约为 78.6 岁，退休

年龄从 65 岁延长到 67 岁后，平均余命（人口预期寿

命和退休年龄之差）从 13.6 年下降到 12.6 年；德国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约为 81.3 岁，退休年龄从 65 岁

延长到 67 岁后，平均余命将从 16.3 年下降为 14.3
年；英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约为 81.2 岁，按现在的

退休年龄标准计，平均余命为 16.2 年。④参考世界各

国的人口预期寿命和退休年龄之差，我国可以考虑

将人口预期寿命减 15 年作为退休年龄的标准，也是

划分老年人的标准。这一标准不是固定的，而是随

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而变动的。正是从这一角度

讲，在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只有近 75 岁的当下，

60 岁的退休年龄应该说是合适的，但随着人口平均

预期寿命的延长，可延迟退休年龄则不仅是必要的，

也是完全可能的。我国可采取小步慢走、渐进到位，

从 2022 年起每年推迟几个月的时间，经过一个相当

长的时间再达到新的法定退休年龄的目标。这一渐

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建议，既有目前我国部分

人群退休年龄偏低、不同人群退休年龄差异比较大

的现实考量，更考虑到了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每几年

延长 1 岁为延迟退休年龄提供的可能性，而并不是

仅仅考虑到养老金负担问题。所以，确立“老年人”
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一理念是非常重要的。随

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人的年龄起

点是不断提高的。对国家和社会来讲，正是因为人

口平均预期寿命是不断延长的，老年人的年龄起点

才可以提高，这才可以延迟退休。

二、确立和坚持老年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参与者、贡献者，也是发展成果共享者的理念

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迅速壮大的老年人口

规模，对于一个事实上还没有充分做好应对人口老

龄化相关准备工作的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无疑是

一个巨大挑战。一方面，养老金制度虽然已实现制

度的全覆盖，但责任分担失衡、互助共济功能弱化、
多层次养老保险格局还没有真正形成，养老保险基

金的支付压力和国家财政“兜底”的压力增大。另一

方面，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虽然有了很大的发

展，但是养老服务供给，尤其是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总

量不足，供需结构失衡，老年人的人文关怀与精神慰

藉、医疗护理服务需求剧增而难以得到有效满足。
面对数亿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保障需求和其他方

面需求给国家、社会和家庭带来的挑战，积极应对者

自然占多数，但漠视者有之，无所适从者有之，把老

年人看作是负担和累赘者更是有之。漠视人口老龄

化带来的挑战，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无所适从，

既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也会延误有效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有利时机。把老年人看作是负担和累赘，既是

不客观的、片面的，更是对老年人的不公平。老年人

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各方面事业的参与者、贡献者，当

然也是发展成果共享者。
首先，老年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为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贡献，可以把老年人在他们年轻时所作出

的贡献看作是“存款”，他们年老后享受的养老金和

其他社会福利则是“支取”和消费。家家有老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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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会老，尊重老年人首先要尊重老年人过去的贡

献。一个不尊重老年人的社会是不道德、无良知的

社会，也是一个没有未来的社会。
其次，老年人即使已经进入老年期，按照传统的

观点应该“安度晚年”，但是实际上，现在大多数老年

人仍然在以不同的方式、在各个领域和方面继续为

国家发展、经济社会进步和家庭和谐作出贡献。数

以亿计的老年人口是我国一支重要的消费生力军，

是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新动能。相当多的

老年人，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退而不休”，仍然在工

作。在城乡基层社区治理、社会矛盾调处化解、社会

治安维持、扶老助残、幼儿教育、环境卫生，以及文化

传承等各个方面，老年人广泛参与并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美好生活的共建共治共享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

业，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是老年人的基本权利，也

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树立老年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

这一理念同样非常重要。
一方面，现在一些年轻人视老人为负担，特别是

个别年轻人不愿意履行赡养老人的法定义务，一些

老年衣食无着、居无定所，近年来这方面的例子屡见

报端。尽管这是个别现象，但严重背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和社会道德规范，对这种现象进行应有的

谴责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加强正面的引导，要引导

全社会树立老年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者、贡献

者、发展成果共享者的理念，要在全社会培育养老、
敬老、孝老的良好风尚。

另一方面，学术理论界尤其是相关政策制定部

门在反思欧债危机或福利国家的教训时，尽管全面、
客观、理性的分析始终是主流，但也多多少少陷入了

反福利主义思潮的误区之中，把欧债危机的根源归

因于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尤其是老年人福利

过于优厚。客观地讲，“在经济低迷且复苏乏力、人
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剧、改善财政状况的压力持续

增大等经济社会背景下，欧洲主要国家———德国、法
国、英国、意大利以及北欧诸国”，社会保障领域的改

革“出现了一大共性，即通过增收减支等方式来改善

公共财政状况，确保财政稳健，实现财政可持续和社

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⑤但是，绝不能据此推断欧

债危机的发生是因为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尤其是老

年人福利水平过高。事实上，综观世界各国，凡是追

求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国家，都高度重视

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反之，凡是不重视老年社会

保障，或者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残缺不全、老年社会福

利水平低的国家，通常都是社会矛盾尖锐、社会问题

丛生、社会危机不断的国家。
在全社会形成老年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

者、贡献者的理念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创造更多

的机会、条件和平台，更加充分地调动老年人参加经

济社会发展和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为国家经济发展、
社会和谐、家庭和睦作出更大贡献。在社会公共事

务参与方面，鼓励和支持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矛盾

调处化解、社会治安维持、扶贫济困、幼儿教育、环境

卫生，以及文化传承等社会公共事务；鼓励和支持老

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等无报酬的活动，在志愿工作岗

位上作出积极贡献。在劳动参与方面，通过渐进式

延迟退休年龄和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灵活就业机

会，鼓励和支持身体健康且有意愿就业的老年人从

事正规或非正规工作，继续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和贡献者。在养老服务参与方面，要鼓励和支持有

自理能力老人居家养老，尽可能避免或延缓“机构

化”，从而有效缓解养老机构“一床难求”的现实困

境；要通过发展和推广“时间银行”，大力发展互助

养老，尤其是鼓励和支持年轻的老人服务年老的

老人，健康和能够生活自理的老人服务失能失智

的老人。老年人可以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制定，特

别是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社区重大事项的决

策等方面，充分发挥其经验丰富、阅历深厚的优

势，提出合理化建议。

三、确立和坚持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

世界性趋势，但其进程与影响是可以延缓和减

轻的理念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趋势，而且这一趋势是

不可逆的。人口老龄化是“合力”的结果，但其中起决

定性作用的是人口预期寿命和生育率两个主要因素。
一方面，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趋势是不可逆的。

公元前欧洲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仅 20 岁左右，1850
年左右达到 40 岁。也就是说，在漫长的近 2000 年

时间，欧洲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仅延长了一倍，也即

平均每 100 年增长 1 岁。但是，欧洲人口的平均预

期寿命在工业革命以后得到了快速的增长。自 1850
年以来的 100 多年时间，欧洲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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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增加了 30 多岁。根据 1977 年联合国人口年鉴的

资料，当时欧洲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就已经达到 72 岁

的水平。“一般说来，平均预期寿命越高，提高速度

越慢。但随着医药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一些平均预

期寿命已处于较高水平的国家同期提高的速度也比

较快，比如韩国提高 4.9 岁、新加坡 3.6 岁、巴西 3.0
岁、越南 2.9 岁、英国 2.7 岁、法国 2.4 岁、澳大利亚

2.5 岁、德国 2.1 岁等。”⑥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自从

1840 年以来，人类预期寿命的延长是非常稳定的，

而且从来没有出现过下降的迹象，延长速度一直保

持在每年 3 个月左右。⑦

另一方面，尽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

技术的发展和卫生环境的改善，婴幼儿和孕产妇的

死亡率大大下降，但生育率也是同时下降的，生育率

下降对人口增长的效应远远超过婴幼儿和孕产妇死

亡率对人口增长的效应，导致少儿人口在总人口中

所占比重下降，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目前，世界各国总和生育率

超过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只有寥寥几个国家，接近

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国家也不多，大多数国家和地

区的总和生育率都已经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虽

然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提高人口生育率方面作出过巨

大努力，但效果并不理想。
尽管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势，是

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但事在人为，只要应对及时、
科学应对、综合应对，措施有针对性有力度，相关经

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得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是可

以适当延缓的，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是可以尽可能减轻的。在这方面，一些国家的做法

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最主要的是鼓励和支持生育，重

视老年社会保障，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已经可以预见

必将到来时及时做好政策设计、资金储备、人才培养

和养老、孝老、敬老社会氛围的养成等等。
确立和坚持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

势，但其进程与影响是可以延缓和减轻的理念，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如果仅仅看到人口老龄化是不可

逆转的世界性趋势，而看不到我们在面对人口老龄

化进程时是可以主动作为、有效应对，从而延缓和减

轻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经济社会影响，那么只能是

消极以待、坐以待毙、无所作为。在人口老龄化已经

来临且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有所作为，主动

应对。最关键的就是采取各种综合措施抑制生育率

的下降趋势，使生育率尽可能回归人口正常世代更

替水平。我国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人口正常世代更

替水平。过低的生育率，将对我国的未来发展,特别

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成严峻的挑战。一方面，

目前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会更趋严重；另一方

面，人口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第一资

源。过低的生育率，不仅将使我国总体人口规模在

达到峰值后不断萎缩，使我国人口数占世界人口总

数的比重逐步下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

所必需的人口条件将难以持续。党的十九大提出，

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

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⑧。为有效延缓我国人口老龄

化进程，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创造良好的人口条件，必须制定和实施更加积极的

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政策。人口发展战略既是国家

基础性战略，也是国家根本性战略。从近期来讲，针

对我国生育成本越来越高，国民生育意愿下降，生

育率持续走低的现实，应制定和实施与生育政策相

配套的幼托服务、带薪产假和陪产假制度、生育津贴

和育儿津贴制度以及对多子女家庭的税收减免或扣

除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从而实现“全面二

孩”政策的预定目标，促进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四、确立和坚持既要促进健康老龄化，更要

引导和推动积极老龄化的理念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尊老、养老是主流，是绝

大多数民族的良好传统。从整个世界范围看，从人

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一直到工业革命以前，一方面

生育率高，人口预期寿命短；另一方面传统的大家庭

占主体，家庭养老功能完备，因而老年人口总量相对

比较小，依靠家庭成员的互助共济就可以解决老年

人的养老问题。自工业革命以来，人口预期寿命快

速延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老龄化

才逐步成为社会问题。“从历史发生学的国际社会

视角来看，人口老龄化最早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一些西欧国家迅速完成了由低

死亡率高生育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死亡率低生育

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由此，进入了人口

零增长的发展时期，这也标志着这些国家率先开始

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⑨

面对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日益严重

的人口老龄化问题，1987 年 5 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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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首次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理论，这一理论是基于老

年人的健康需求而建构起来的。尽管人们对这一理

论的内涵存在分歧⑩，但其核心要义是清晰的，即它

的目标是整体提高老年群体的生命长度和生活质

量，不仅关注平均预期寿命，还更加关注生命的质

量，既要提高预期寿命，更要提高健康寿命。显然，

该理论暗含着把老年人视为社会负担的消极观点，

虽然关注到了老年人的健康需求，但目的恰恰是通

过提高老年人的健康质量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
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一种基于老年

人社会权利的新的老龄化理论应运而生，这就是积

极老龄化理论。该理论不仅关注老年人的健康需求，

而且强调要关注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权利和需求。老

年人在需要帮助时，不仅能够获得充分的安全保护

和照料，还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参与社

会经济文化和公共事务，“在工作中退休下来的老年

人和那些患病或有残疾的人，能够仍然是他们亲属

亲友社区和国家的积极贡献者”，这一理论的积极

意义，在于改变了以往人们把老年人视为社会负担

的观点，强调“老年人是被忽视的宝贵的社会资源，

他们健康地参与社会经济文化与公共事务，将依然

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发展的积极贡献者”。輥輱訛

积极老龄化是比健康老龄化更全面更概括的老

龄化概念和理论。我们既要促进健康老龄化，更要

引导和推动积极老龄化。老年人不但需要健康长寿，

而且需要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文化和公共事务，老年

人是社会的宝贵资源，他们仍然是社会财富的创造

者和社会发展进步的积极贡献者。进入新时代，同

全国人民一样，广大老年人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日益

广泛，不但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

日益增长；不仅要求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还要

求有更多的机会、在更广泛的领域、更加积极主动地

参与社会经济文化和公共事务。因此，必须适时地

把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政策体系从健康老龄

化转向积极老龄化，这不仅仅是因应国际社会人口

老龄化理论的发展，更主要是因应老年人群对积极

参与社会，从而享有更加美好生活的需要。
坚持既要促进健康老龄化，更要引导和推动积

极老龄化的理念，对发展我国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老年人不仅要老有所养、老
有所依，也要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综上所述，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是确立“老

年人”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一理念的客观基础，

也是延长退休年龄的客观基础，确立和坚持这一理

念是顺利推进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必要前提；确立

和坚持老年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和

共享者这一理念，强调的是要重新认识老年人，既要

在全社会形成尊老、爱老、敬老的良好氛围，又要充

分发挥老年人社会财富继续创造者和社会发展进步

积极贡献者的作用。确立和坚持人口老龄化是不可

逆转的世界性趋势但其进程与影响是可以延缓和减

轻的理念，强调的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有所作为，

要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制定和实施更加积极的人

口发展战略和政策，当务之急是把提高生育率上升为

国家发展战略；确立和坚持促进健康老龄化更要引

导和推动积极老龄化这一理念，既顺应了国际社会

人口老龄化理论的最新发展，又满足了老年人积极参

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事务的强烈诉求，是国家制定

和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必须坚持的重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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