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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1 9 9 9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 1 0.01％;2001 年,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到总人口的 7.10％。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我国开始进入老年型社会。此后,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提高,到
20 1 5 年,60 岁及以上和 6 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分别达到总人口的 1 6.1 5％和 1 0.47％。据此预测,老龄

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并长期处于高位。因此,老龄化是未来中国社会的一种常态。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全球性现象。然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有别于他国。

30 多年来,在经济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持续执行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导致了中国人口状况的特殊性。当

前,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已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一系列复杂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一切公共政

策的制定乃至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都必须注意到这一基本国情。为此,国家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
并提出“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有先进的理念、科学的理论和有效的制度与政策,对此,学界责无旁贷。长期以

来,浙江大学社会保障学科将老年保障服务作为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

成果和决策咨询成果。近几年来,又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口老龄化与长寿风险管理的理论

与政策研究”(13&ZD1 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代际均衡与多元共治———老龄社会的社会支

持体系研究”(7149073 3)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12JZD35)。《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专此搭建平台,开辟“中国老龄化问题研究”专栏,欢迎海内

外学者惠赐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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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老龄化理念及其政策蕴意

林　卡　吕浩然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 1 005 8)

[摘　要]在老龄化问题研究中,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成功老龄化和生产性老龄化,这四种理念

具有不同的内涵。在结合地方养老服务创新案例分析四种老龄化理念的相互关系及其政策蕴意的基础

上,运用“生活质量—社会质量”视角,评估健康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在提升老年群体生活质量方面的效

用,探讨生产性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对提升社会质量的意义,从而深化人们对各种养老理念的理解,将老

龄化的问题延展至老年照顾之外的参与和增能方面,丰富养老政策的内容和内涵,为发展老年友好型社

会提供政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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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友好型社会



Four Ideas of Aging Strategies and Their Policy Implications
Lin Ka　LüHaoran

(School of Public Affasrs,Zhej 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 1 005 8,China)

Abstract:Studies on how to address aging problems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care and nursing for
the elderly,but also on a wider range of other issues,such as the elderly empowermen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Hence, in studying aging strategies, we should look at all these aspects
holistically.Discussions on aging strategies involve ″healthy aging″ and ″successful aging″
concepts.Of course,other concepts or theories will also be covered in efforts to explore more
development approaches.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tudies four aging concepts,and carefully
compares their contents,featur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In analyzing policies,″healthy aging″
and″successful aging″concepts tell us that efforts should be devo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aterial base of the society and enhance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as we promote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s.″Healthy aging″ focuses on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whereas the″successful aging″
emphasizes the increase of their sense of happiness and satisfac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discussions on aging issues should go beyond the elderly nursing,home-care,

and community-care.The contribution potentialities of the productive activities and services that involve
the elderly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The concept of″productive aging″ stresses the
″output″of the elderly,while″positive aging″focuses on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These two
concepts all encourage the elderly to integrate themselves into the mainstream society,participate in
social activities and reform the society in an active and positive way,and thus live a better life.This
paper looks at four elderly-care cases,which demonstrate the policy connotation of these four concepts.
It also encourages all walks of the society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ocial endeavor and jointly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lderly-care undertakings.

After analyzing these concepts and effects of relative policies,we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these elderly-care concepts from the prospective of″life quality and social quality.″Life quality
theory gives prominence to measurements of maj or indicators and levels of happiness;social
quality theory looks at social relations,social systems and other social criteria.Emphasizing″life
quality″and″social quality″is conducive to th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and focuses of
the four aging concepts mentioned above.This approach reveals the living and social conditions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individual and society.

Based on these discussion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licies that aim at building a″senior-friendly″
society.Promoting healthy aging and successful aging on the basis of quality life enables the
elderly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mselves and pursue their life visions.Encouraging productive
aging and positive aging on the basis of quality society means to include the elderly in social
activities.The four aging concepts, therefore,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analysis
frameworks for studies and policies aiming at building a″senior-friendly″society.Analyzing these
concepts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aging problems,find coping measures,and foster a sound and
inclusive social environment for the elderly where they can be fully respected.
Key words:healthy aging;active aging;successful aging;productive aging;life quality;society

quality;elderly-care policy;senior-friendl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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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在进入新阶段,经济运行状况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变[1],经济下行

压力增大。与此同时,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也日益凸显。2014 年,全国 6 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

人口 1 0.1％①,已达到国际通行的老龄化社会界定标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老年群体的养老诉求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使养老服务需求不仅仅停留在健康和照

顾的层面[2],而且扩展到提高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增进他们的幸福感等方面。
面对社会变化所带来的养老压力,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应该采取怎样的发展理念来应对老龄化

社会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在各种有关老龄化问题的讨论中,健康老龄化、
成功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是四种基本理念。每种理念都有其独特的理论背景和政

策含义,都能形成独特的政策指向,成为政策制定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在对养老理念展开深入探讨的基础上,我们也要寻找实现这些理念的政策手段和途径。对社

会创新案例和项目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探索养老服务政策的发展途径拓宽思路,因为社会创新致力

于通过新手段、新途径来解决社会问题,从而满足社会需求[3]。显然,在老龄化的挑战面前,传统的

养老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实践的需求,我们亟须探索新的养老理念和途径。

一、四种养老理念及其政策倡导

近二十年来,健康老龄化(healthy aging)的理念在发达国家十分流行。这一概念最初是 1 9 90
年由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被定义为达成老年人群的健康长寿以及身体、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完

美状态的目标。2001 年,联合国大会进一步将健康老龄化界定为从整体上促进老年人的健康,使老年

人在体力、才能、社会、感情、脑力和精神等方面平衡发展。在国内,邬沧萍等也强调健康老龄化是指

老人处于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健康状态[4]。在政策层面,这一理念倡导发展和改善老年人生活保

障及医疗服务,与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纲要提出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相互呼应。
健康老龄化理念的核心内容包含两方面:一是为需求老人群体提供医养结合的服务;二是通过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和相关政策来满足普通老人的福利需求。在第一方面,我国目前失能老人已突

破 4 000 万人[5],慢性病患病老年人数量也已突破 1 亿大关[6],因此,发展对需求老人群体的长期照顾

服务已十分迫切。在第二方面,针对普通老年人群,健康老龄化理念要求大力发展公共的以及非公共

的养老服务体系,采用包括有偿照顾服务、家庭健康护理和家政服务等形式来满足养老需求。
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是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的又一理念。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

Rowe 等就对成功老龄化展开过相关研究[7],随后又把成功老龄化的要素表述为低疾病率、高体

能/智能和积极参与,并对这些因素进行测量[8]。在测量模式的建构中,Baltes 等设置了考察成功

老龄化选择补偿的最优化元模型[9]。张小兰等也讨论了从健康、社会功能和幸福感的维度来衡量

成功老龄化的模型[10]。在一些情况下,健康老龄化与成功老龄化的界定存在重叠交叉的复杂关

系,因而有些研究认为成功老龄化是健康老龄化的一个基本因素[1 1],或将健康老龄化视为成功老

龄化的要素。但不管怎样,两者在政策倡导中的重点仍然有很大差异。
生产性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理念则强调老龄群体是一种社会资源,可以在生产和生活中

发挥重要作用,并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到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去。对这一理念的深入讨论势必会涉

及劳动力市场和服务市场。正如一些学者所倡导的,老年群体的生产性参与能够缓解劳动力市场

的压力,也有助于保持老年人健康。这些生产性活动可以发生在社会经济领域中,也可以体现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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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服务和社会产出(志愿服务、照顾和教养孙辈)方面。从根本上说,生产性老龄化将老年群体视为

家庭的支持者和社会经济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依赖者、消费者或服务的对象。
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理念将健康、保障和参与看成一体,强调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12]。在一些国际组织的文件中,积极老龄化被理解为老年人“享有充实、健康,具有保障

和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中积极参与的生活”[1 3]。基于这一认识,一些学者对老年人参与社会生活的

效应进行了分析,包括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14]、对缓解老化的积极贡献[1 5]、对老年人晚年幸福

的影响[1 6]等等。在国内的研究中,苗元江等也强调积极老龄化的实施需要考虑社会关系资源、积
极的心理状态、健康的身体状况以及社会参与因素的相互影响[1 7]。这些都要求把积极老龄化的理

念落实到政策实践中,需要讨论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以及各种社会参与的情况,包括社区参与、文体

活动组织以及公益活动参与。

二、老龄化理念的实践与地方社会创新

理念倡导要通过政策实践才能体现出来。在大力推进养老服务的今天,各地都在进行政策创

新和社会管理创新,总结这些社会创新案例对我们理解老龄化问题具有积极意义。在此,我们援引

浙江省出现的四个养老服务创新案例来展现及探讨上述四个老龄化理念。浙江是全国老龄化程度

最高的省份之一(2014 年底全省 6 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1 9.4％),也是全国人均

GDP 最高的省份(除三个直辖市外),其良好的经济基础和人们较高的生活水平为发展养老事业奠

定了较好的基础,也为探索各种养老项目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医养结合与健康老龄化:浙江省兰溪市的“网络养老院”

健康老龄化的理念要求我们构建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服务和医疗服务体系,以提升老年群体

的生活质量。为了便利老年人获得各种养老服务资源,浙江省兰溪市在 20 1 5 年初依托 9 6 345 家

社会公共服务中心建立了“网络养老院”。这既是一个养老服务中心,又是一个信息交流平台,被称

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该平台将老人的个人信息、健康状况、服务需求以及家庭主要联系人等信

息输入平台数据库,并且与有关医疗机构衔接。在收到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后,该平台会指派就近的

加盟商为其提供上门服务。目前,这一平台的服务项目涉及 1 4 大类 1 3 7 个小项,包括为有特殊福

利服务需求的老人开通 GPS 定位服务,防止失智或半失智老年人走失。这一虚拟养老院利用现代

通信、网络技术打造了智能化的养老服务模式,整合当地各种社会资源,将线下服务与互联网相结

合,将日常照顾与医疗服务相结合,使老年人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得到相应的服务。

(二)文化养老与成功老龄化:浙江省杭州市转塘街道的“颐乐养老”项目

文化养老也是增进老年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基本途径。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老年群体(特别是城市老年群体)对“文化养老”的需求不断增长,文化品位和需求层次的提升使

休闲、学习和享受生活成为他们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这些需求,杭州市转塘街道积极开

展“文化养老”项目,建立了“颐乐养老”服务工程,形成了“品质养老”、“文化养老”、“科学养老”三位

一体的养老服务新模式。当地社区积极组织文化学习课程,使老年人老有所学;同时也组织各种唱

歌、跳舞、摄影、书法、健体等娱乐活动,使老年人保持积极的心态,乐观面对晚年生活,将追求幸福

感作为其晚年生活目标,实现成功的人生。这一养老项目既丰富了当地老年人的生活,又回应了成

功老龄化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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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助养老与生产性老龄化:浙江省金华市的“时间银行”

生产性老龄化理念倡导老年群体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这种贡献既可以发生在劳动力市场

中,也可以发生在服务领域中。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服务市场的劳动力缺口日益增大。低龄老

人照顾高龄老人已经成为应对老龄化压力的一个基本出路,这为老年人发挥其生产性功能提供了

广泛的空间。为了激励老年人进入服务市场提供劳动并确保他们的劳动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发
展“时间银行”可以作为一种基本途径。为此,浙江金华市乐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 20 1 3 年底创办

了“时间银行”项目,有 1 300 多位老年人参加。该机构记录或存储老人提供服务的时间,以便他们

在需要服务时能够“消费”这些时间。这一机制促使老人成为当地社区养老服务的重要人力资源,
从而实践了生产性老龄化的理念。当地社工机构也为该中心指派有经验的援助人员进行管理,专
业社会工作者采取周访或月访的形式回访老人,以核实“存储”和“支取”的具体情况,确保该项目的

有效运作。

(四)社会参与与积极老龄化:浙江省“银龄行动”

自 2003 年起,全国老龄委组织东部城市的退休知识分子向西部地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智

力援助行动。在此活动中,浙江省老龄办也组织了各行业的退休专家和知识分子开展“送医、送文

化体育、送服务技能下乡”的活动。在当地,2014 年杭州市志愿者协会组织了“银龄互助”分会,组
织低龄老人在街道、社区或社会组织中开展帮扶活动。这些活动为许多老人提供了帮助他人的机

会,使这些老人能够发挥余热继续为社会做贡献,也使他们在参与过程中形成社会影响并保持活

力。这些活动也改善了当地的生活环境和社会质量。
综上所述,为了应对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挑战,我们可以采用健康老龄化、成功老龄化、生产性

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这些理念,从整体上推进老龄事业的发展。上述各个理念的内容可以相互重

叠,也可以各自不同但相互支持。这些理念的实践需要各种探索和试验,有的来自政府和各地组织

的推进,有的来自专门项目的设立,每一种探索和试验都会在某些方面或以某种途径来回应理念的

需求,并可能衍生出一系列创新型养老政策和养老服务方式。

三、从“生活质量—社会质量”的视角看四种老龄化理念的特性

在界定了四种政策理念并通过一定案例展示其所包含的意义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四种

老龄化理念的特点,并从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的视角进行分析。生活质量理论常常采用社会指标

来反映人们的生活状况。它聚焦于个人生活的质量并通过收入水平、就业状况以及衣食住行各个方

面来反映;同时也采用主观指标来揭示人们在心理、情感和幸福感方面的状态。社会质量理论则关注

对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体系和社会环境等条件的分析。它与生活质量理论不同,强调对社会环

境和社会结构的分析,聚焦于社会整体而不是个体。不过,这两种理论可以相互补充[18],结合两者构

成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从个体和整体两个方面把握人们的生活状态。
把“生活质量—社会质量”这一视角运用到四种老龄化理念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健康老龄化、成

功老龄化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对老人群体来说,身心健康和医疗条件对提高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这使健康老龄化的策略成为提升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基本路径。当然,仅有健康这一条件并不能

确保老人生活的高质量,还需要对生活环境良好的主观感受[2],而成功老龄化正好回应了这一需

求。因此,在考察老龄化理念时,我们要在生活质量的视角下强调健康老龄化与成功老龄化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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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生产性老龄化理念鼓励老年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继续发挥作用,具有很强的

社会导向。例如,近年热议的延迟退休和发展互助养老都与这一理念有关,强调老年人在市场和服

务体系中的生产性能力,要求为老年群体向他人提供服务给予一定的社会空间[1 9]。积极老龄化则

主张营造良好的氛围来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到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中去[1 7],其理念及相关政策的

着力点都在于社会条件和环境的改善。这两个理念都强调在老龄化过程中人与社区和社会之间相

互依存的关系,从而将老龄化与社会质量提高联系起来。
当然,上述四个老龄化理念虽然各具特点,但也相互支持。例如有些学者认为,成功老龄化战

略包括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这三个部分[20]。尽管这种观点有待商榷,但它强调

各种老龄化理念可以作为整体来发挥作用。由于这些理念的相互关系十分复杂,难以划分边界,因
而在很多研究中是混用的。这些概念在互助养老这种形式中既可以反映积极老龄化的特点,也是

实现健康老龄化的一种途径。不过,由于这些理念所倡导的政策发展导向和关注点以及理论支撑

点具有明显差异,它们可以为不同的养老发展战略建立理论基础,并为我们讨论如何实现“老年友

好型”社会提供思路。

四、政策讨论:走向“老年友好型”社会

倡导四种老龄化理念,可以为发展 “老年友好型社会”指出四种可能的途径。它要求政府、社
区、市场和个人都发挥作用,沿着不同的路径去实现“老年友好型社会”这一目标。在以往的研究

中,许多学者从改善生活条件和发展公共服务体系的角度来探讨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的问题。例

如 Alley 等认为老年友好型社会要具备交通、住房、医疗、安全和社区参与等方面的社会支持内

容[21];Lehning 则认为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建设需要一系列物质条件的改进,包括保障性住房,多样

化的交通方式和便利性,可支付的医疗保健和服务以及社区参与[22]。这些讨论与健康老龄化、成
功老龄化的理念相关,要求我们在推进养老服务事业时要加强物质基础和福利体系的建设,超越传

统的居家养老及社区养老方式,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然而,在这些讨论中,我们也注意到社会环境的改造、社会参与和社会质量的提升这些方面的

内容相对缺乏。采用“生活质量—社会质量”的视角,我们可以通过对生产性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

理念的讨论,触及老龄群体对正式或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和对社区生活的参与这些议题。这

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不可或缺的内容。譬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在谈及“老年友好城市”时就

强调,要给老年人创造足够的机会,促进健康发展和他们的公众参与以及增进社会安全[23],使老年

群体能积极地融入社会生活。同时,建立老年友好型社会也需要建设尊重与包容老年人的社会环

境,构建代际共享、和谐的价值理念,使老年人和年轻人共同努力来发展老年友好型社会。
研究四种老龄化理念也有助于我们明确各方社会主体在推进老龄事业发展的不同路径中所发

挥的作用。以政府而言,本文提及的浙江兰溪网络养老院就是由政府机构建立和推进的。健康老

龄化要求我们大力发展政府公共卫生服务,并将它与社区养老服务结合起来,形成有效的医养结合

模式来支持老龄群体的健康生活。目前,中国医养结合机制的建设已经起步,但在此发展过程中,
政府在公共设施和医疗服务方面的投入还不多。由于以往的社区组织在老人服务工作中把重点放

在“养”上,与主要由公立医院负责的医疗系统存在脱节情况,因而倡导健康老龄化理念可以促使政

府加大医疗资源投入的力度。
当然,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不仅取决于其生理状况,更要考虑个体生活所具有的幸福感和对生活

的主观感受。在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中,我们要大力倡导成功老龄化的理念,支持老年人自立生

活,大力发展包括旅游、教育、老年服务在内的老龄产业,为实现其自我发展和生活目标提供各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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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这方面,主要推动力来自老年人自己,而社会所能做的主要是为他们提供机遇和宽松的发展

空间,使他们拥有较高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
倡导生产性理念要求我们发展养老产业,强化市场作用,使社会服务和市场服务因素能够结合

起来,共同推进。对此,我们要将老年群体视为社会中的宝贵资源而非负担,让他们通过参与社会

生产性活动继续为社会做贡献。这种活动可以发生在生产领域和服务领域,或经济领域和社会领

域。正如上文所展示的,通过发展“时间银行”实现相互照顾,是生产性老龄化所包含的内容之一。
通过企业、民间组织、社会非营利机构、社区组织等多种主体来组织老人从事生产和服务活动,有助

于鼓励民间力量和市场力量共同参与、共同推进养老产业的发展。
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也要倡导积极老龄化理念。个人与社会环境是互动的,我们对养老问题

的讨论要结合社会质量的视角,鼓励老人通过各种途径进行社会参与。积极老龄化的理念鼓励老

年人融入社会,消除他们参与家庭生活、社区发展和社会公共生活的障碍,努力创造广泛的社会空

间[1 9]。在这一方面,社区组织能够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通过设立各种活动项目(包括社区的环

境治理、文体活动、绿色小区建设)使老年群体在社区和社会范围内积极参与当地事务决策和社会

活动。例如通过开展“老年宜居社区”的建设,强化政府、民间及家庭之间的互动,为构建老年友好

型社会提供社会组织力量。
总之,对四种老龄化理念的讨论可以为推进老龄化事业的发展提供政策启示。这些理念可以

反映在各类政策上,对引导老年人健康生活、提高生活质量、进行社会参与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不

仅仅是为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提供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也为增进老人群体的幸福感、满意度、生
产性、互助性和参与度提供了驱动力。这些理念可以从“生活质量—社会质量”的视角进行评估,从
而将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的探求结合起来。我们可从这个视角对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展开政策分

析,这些分析将超越对养老体系及其项目的讨论,把关于老龄化的问题放到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将
人们关注的议题引向老年照顾之外的参与和增能等方面,进而丰富养老政策的内容及其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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