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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后步入老龄时代，
谁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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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即将由缓速转向高速

我国自 20 世纪末进入老龄
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数量和占
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长，2000 年
至 2018 年，60 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从 1.26 亿人增加到 2.49 亿人，
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
10.2%上升至 17.9%。

2020 年以后， 随着 60 后开
始进入老龄时代，我国的老龄化
即将由缓速转向高速。

“缓速主要是指上世纪三年
自然灾害时期出生人口少，之后
的 1962 年进入到高增长阶段，
我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也是一
样。 ”全国老龄办党组成员、中国
老龄协会副会长吴玉韶表示。

1960 年，我国的出生人口数
为 1402 万，1961 年为 1200 万。
1962 年的出生人口数则达到
2451 万，增长了一倍。 这种增长
被保持下来，1963 年 2934 万，
1964 年 2721 万……

从 2020 年开始，60 后开始
陆续进入老龄时代，也就意味着
每年增长的老龄人口将是一个
巨大的群体。

养老变“享老”，新时代来临
60 后步入老龄，将为养老工

作带来巨大的变化。
60 后是新生代的老年人，他

们与 50 后及以前的老人不同，
他们有消费实力， 有消费意愿，
有时尚品质追求，有独立个性特
质，有掌握网络的能力。

天猫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
点。 据天猫美妆洗护总经理激云
介绍，中老年用户以前在淘宝的
访问基本上一个月大概三次到
五次，现在提升到每天三次到五
次，并且呈现出以下特征：

他们开始关注升级类的产
品， 这些产品包括电子护理产
品、 具有智能护理功能的产品，
以及天然、进口的产品；他们所
在的区域从原来的经济发达地
区，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沿海地
区向内陆快速扩张；除了对实物
产品以外，他们对服务、相关金
融产品以及相关体验型产品非
常关注。

“养老即将进入新时代，新
时代的养老终将变享老。 养老由
生存必须型向享受型、参与型的
转变，是新时代养老跟过去养老
根本的区别，这是一个根本性的
转变。 ”吴玉韶强调。

迎来六个新的发展趋势

基于这一转变， 吴玉韶认
为，未来养老产业发展将呈现出
六个新的趋势：

第一， 更加注重保兜补强。
保基本：国办发 5 号文件明确提
出“确保到 2022 年人人享有基
本养老服务”的目标。 兜底线：为
困境老年人提供兜底保障服务。

补短板：最大短板是农村。 强弱
项：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矛盾。

第二，更加注重健康服务。
健康是老年人养老的最大刚
需。“有了健康高龄不是问题，
没有健康低龄也是问题。 ”吴玉
韶强调。

国家明确提出了构建健康
服务体系的六大任务：加强健康
教育、加强预防保健、加强疾病
诊治、加强康复护理、加强长期
照顾、加强安宁疗护。

第三， 更加注重协同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设居
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
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这一表述， 从政策角度来
讲，对养老产业规律性认识提高
到一个新高度。 从老年人来讲，
真正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提供
综合连续的服务。 从产业发展来
讲，协同发展是大势所趋。

养老机构未来的发展将会
呈现四个发展趋势：向社区嵌入
型发展； 向康养专业型发展；向
信息智慧型发展；向品质尊严型

发展。
第四， 更加注重跨界融合。

养老服务业不是独立产业，是众
多产业集合，融合发展是必然趋
势。 包括事业与产业融合，市场
与社会融合，与其他产业融合。

要促进旅游、文化、体育、健
康、养老、教育培训等“六大幸福
产业”融合发展。

第五， 更加注重科技支撑。
《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
期规划》明确提出，把技术创新
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第
一动力和战略支撑，依靠科技创
新化解人口老龄化给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的挑战。

第六， 更加注重内涵发展。
养老服务业今后一个重要趋势
是，从外延式数量速度发展转向
技术质量效益的内涵式发展。

谁来满足这些需求

要顺应上述趋势， 满足 60
后等新生代老人的养老需求目
前还有很多挑战。

从产品上来说，现在的供给

实际上是完全不足的，而且不管
是供给的品类、价格分层还是功
能种类来讲都还有非常大的空
间。 市场标准也是非常缺乏的，
非常不利于长期发展。

更令人揪心的是能够提供
服务的人严重不足。 中国社会
福利与养老协会会长冯晓丽表
示：“我们现在真正经过专业培
训的专业护理人员不足 100
万，巨大的缺口，好多养老机构
形成了‘人荒’，核心技术人员
的‘人荒’”。

郭桂芳提供的数据则显示，
目前， 我国虽然有 450 万医师，
但真正经过正规专科培训的老
年医师只有 5000 多；注册护士
超过 400 万， 但优质护理的资
源：主要集中在二级以上医院，
特别是三级医院， 基层护士资
源相对缺乏；《2018 中国民政统
计年鉴》显示，截至 2018 年，我国
鉴定合格的养老护理员只有
44103 人。

养老服务行业是一个由人
给人提供服务的行业， 人对人
的服务不是一个固定化的硬件
产品， 所以人才的培养是非常
重要的。

这种人才需求是多方面的，
仅以养老机构为例，其需要的就
包括护理服务、康复服务、心理
咨询服务、营养服务、健康评估
服务、文化体育服务等方面的服
务人才。

但养老人才的培养面临着
现实的困难。“养老机构里的人
周转率非常高， 干了一年半年
他就走了，尤其是农村来的，回
家结婚生孩子不再回来。 培养
完了走了。 怎么能让她稳定在
这个行业中是非常重要的。 ”郭
桂芳强调。

研讨会现场，志愿者在发言
时也表示：“我接触的养老院，给
我父亲护理的都是一些偏远山
区的四五十岁的护理员，真的没
有年轻人，而且流动量特别大。 ”

“加快养老服务专业队伍建
设，是解决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
关键所在。 ”冯晓丽表示。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就
《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
期规划》 答记者问时明确提出，
要构建为老服务的人力资源队
伍， 加快培养养老护理员队伍，
加快推进老年医学等学科专业
建设与发展，壮大老龄产业从业
队伍，加快培养为老服务的社会
工作者、志愿者队伍。

为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
推进养老事业的发展，《公益时
报》社、天猫美妆洗护、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共同发起了天猫“个
护志愿者”老人关爱计划。 计划
每年组织 100 个志愿者走进失
能老人家庭，通过一对一结对子
的形式，让志愿者与家庭探索实
践如何更加科学护理老人。 个护
志愿者在传播护理知识的时候，
也将对家庭成员进行心理疏导，
缓解他们长期因为照顾老人产
生的负面情绪。

中国养老事业的发展需要
更多公益伙伴、行业、商家的参
与。“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关注老
年问题，我们很快就面临挑战。 ”
郭桂芳强调。

我国专业护理人员不足 100 万，养老机构面临着严重的“人荒”

� � 2 020 年，60 后开始
步入老龄时代。 根

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
略研究的预测，从 2022 年
开始， 我国每年新增老龄
人口都在 1000 万以上。

作为经历了改革开放
的一代人， 他们的养老需
求不再仅是有吃有穿 ，健
康护理、 融入智能时代等
新的需求在不断产生。

据北京大学护理学院
教授、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
学学会护理和照护分会主
任委员郭桂芳介绍， 目前，
我国真正经过正规专科培
训 的 老 年医 师 只 有 5000
多 ，2018 年鉴定合格的养
老护理员只有 44103 人。

‘人荒’已经成为养老
行 业 迫 切 需 要 应 对 的 难
题。 那么，谁来满足新生代
老人的养老需求呢？

8 月 26 日，在 2020 中
老年健康护理产业研讨会
上，与会的专家学者、行业
代表、 企业代表等进行了
深入探讨。

“个护志愿者”老人关爱计划启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