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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
老龄文化产品和服务

老年人群体对美好精神文
化生活的需求增加

一楼有乒乓球室、 卡拉 OK
厅，二楼有舞蹈、保龄球、台球
厅，三楼有羽毛球馆……这不是
某个健身房或体育馆，而是位于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利泽中园的
老年活动中心。 老人们在这里边
聊天边开展文体活动，“忙”得不
亦乐乎。

记者见到李芳兰时，她刚打
完一场比赛，正背着羽毛球拍下
楼。“这里场地不错，收费合理，
有人教打球，中午可以在楼下吃
饭，非常方便。 我基本上隔天就
来运动一下。 ”

像李芳兰一样，越来越多的
老年人在退休后积极参加各种
文体活动，追求“老有所乐”。

与“坐在摇椅上摇啊摇”的
刻板印象不同，如今的老年人退
休生活很精彩。

“随着我国养老保障制度逐
步健全， 老年人的基本物质生活
得到保障， 开始有了更多的精神
文化需求。 ”中国老龄科研中心老
龄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李晶表
示，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
不长， 目前老年人中一半以上为
年龄在 60—69 岁之间的“低龄老
人”。 他们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
有一定的养老储备，有钱有闲，被
称为“新老年人”。“新老年人”愿
意参与更具拓展性的文化活动、
购买品质较高的文化产品、 享受
更具个性化的文化服务。 同时，他
们中大部分人能学会使用电脑和
智能手机，并且能接受知识付费、
网购、网络社交等新观念。 因此，
未来老龄文化产业“年轻化”的趋
势会越来越明显。

2020年 3月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为全
国各老年大学免费开放在线学习
平台。“网上老年大学”小程序和
APP上线后，受到学员们的喜爱。
2个月内总用户数已超过百万，人
均学习 21 分钟。 其中，排名靠前
的课程———《声乐教程》《服装搭

配》《中医学基础》《电子琴》《葫芦
丝》等等，每门的浏览量都超过了
200万次。 一位 61岁的武汉阿姨
通过网上老年大学小程序， 学习
了 160多门网课。

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马俊
今年 65 岁，喜欢用智能手机拍摄
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每次精心修
图发到微信朋友圈后，朋友们的
点赞、转发，让她心里美滋滋的。
马俊的老伴儿告诉记者，他最近
也在手机 APP 听有声书。“年轻
的时候没这条件， 现在老了，享
受一下科技红利，仿佛又年轻了
一回。 虽然需要付费，但对我这
爱看书的老花眼来说， 太方便
了！ 这钱花得值！ ”

“我身边 60 多岁的朋友们，
宁愿在其他方面节省，也要留出
一部分预算进行旅游、阅读等文
化类消费。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于海表示，“老人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一点不比年轻人少，他
们舍得投入，也乐意为之；希望
老有所养，也期盼老有所乐。 ”

老龄文化市场尚待细分
市场培育和监管有待强化

老年人渴望更丰富多彩的
精神文化生活，但整体上看，“文
化养老” 仍面临很多现实困难：
广场舞源自老人的自发组织，但
因场地和音响扰民问题引人非
议；老年大学本意是让老人继续
学习，但在很多地方变成了活动
中心，缺乏靠谱的师资力量和课
程设置……

传统文化活动不能尽如人
意，新型文化产品也存在市场细
分不够、监管力度不足、资本意
愿不强等问题。 不少老年旅游团
没怎么用心琢磨客户的文化需
求特点，有老人抱怨“花大价钱
去国外旅游， 仍是上车睡觉、下
车拍照”； 一些打着文娱活动旗
号的手机 APP 掺杂网购、直播卖

货，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
团伙也蠢蠢欲动；文创产品
或影视作品缺乏老年视角
……

专家认为，出现上述问
题的原因很多。

一方面，由于经济社会
发展具有阶段性特点，以前
致力于解决老年人最基本
的养老和医疗保障问题，在
“未富先老”的情况下，对老
龄文化产业的培育不足。 同
时，我国的老龄化进程还与
城乡二元结构、文化资源分
配不均衡等问题连在一起，
较为复杂。

“以老年教育为例，目
前绝大多数老年大学归属
各级组织部门管理，其他则
由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
所、社会组织等开办。 由于
各部门和单位工作职能、 权责范
围的限定，以及活动场地、工作人
员等方面条件的制约， 大部分老
年大学完全向社会开放在短期内
还难以实现。 ”李晶说。

另一方面，面对快速到来的
银发潮，市场“文化养老”供给能
力不足，体现为对老年文化需求
缺乏准确判断和深度挖掘，简单
照搬国外经验，产品服务水土不
服等。 北京安馨养老（集团）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鄂俊宇表
示， 老龄文化产业仍处于探索
期，缺乏成熟的运作模式和盈利
模式，资本进入意愿有限。“前两
年在全国老龄办和北京市老龄
委指导下，安馨联合其他机构拍
摄了反映老年人生活状态的电
影《一切如你》。 但目前市面上以
老年人为主角、以老龄生活为主
题的影视作品，仍不够多。 ”

不过，老龄文化产业经历的
探索、试错和磨合，是任何一个
产业从初始到发展壮大的必经
之路。 鄂俊宇表示，随着政府和
社会对老龄人口的关注度越来

越高，文化占老龄事业的比重将
越来越大。“未来，我国互联网产
业的发展会催生层出不穷、丰富
优质的老龄文化产品和服务，并
且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拥有更
多元化的品类细分。 ”

激发老人自主意识
相关方各司其职、各担其责

“虽然常去老年活动中心唱
唱歌打打球，但我总觉得还差点
什么。 ”李芳兰说，自己退休前是
老师，喜欢接触新鲜事物，想趁
着身体硬朗头脑清楚，多学点东
西，“我孙子最近在学英语，我也
想学，可家里人都说这么大年纪
学了有什么用。 我就不爱听这
话，难道人老了，就只能图个热
闹打发时间吗？ ”

李芳兰的烦恼， 很多老人有
同感。“大家对养老有个误区，就
是把重点放在了养身体上。 但实
际上， 应对老龄化的关键不仅在
于养好身体，还要养足精神，鼓励
老年人追求独立、自尊、自主、丰

富的生活。 ”于海表示，老有所乐，
除了享受由别人提供的热闹，还
得激发老人寻找自己的兴趣。“例
如广场舞， 其实是老人自发寻找
的锻炼、社交方式。 社会管理不应
对此‘一刀切’制止，而应考虑如
何为他们提供更合适的场地。 ”

“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虽
然体力不占优势，但在智力上并
不落后， 还拥有丰富的经验，依
然能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创造
独特价值，实现老有所为。 ”鄂俊
宇表示，真正的老有所乐，要切
实尊重老人意愿，让老人有选择
权，如果退休后想去旅游，那么
市场就能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
务；如果还想在其他工作岗位发
光发热，那么从国家政策到社会
观念，都应提供相应的便利。

“老有所为，才能更好地老
有所乐。 我们不应消极被动地迎
接老龄化，而要积极主动地走入
老龄化。 老龄化确实会给全社会
带来压力，但同时也充满了新的
机遇。 ”鄂俊宇说。

为释放老年文化事业活力，
需激发各方面的积极性。 政府、
社区、机构、企业和家庭缺一不
可，要各司其职、各担其责。

首先， 国家在做好顶层设
计、推动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的同
时， 可以下放一定权力到社区，
鼓励基层锐意创新。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无论顶层有多少条政策线，最后
的组织者和实施者， 都是社区、
街道等基层组织。 ”于海表示，真
正的创意来自民间，要充分调动
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积极性。 顶
层创造硬性条件，提供资金和场
地；具体到活动方案，可以让基
层去执行落实。

其次，与老人相关的事业产
业，需公共服务兜底，企业积极
参与。“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明确
提出，要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
业协同发展， 培育养老新业态。
李晶认为，比如我国老年人学习
需求愈发多元化、个性化，可通
过发展老年教育产业弥补公共
事业的不足，鼓励企业参与政府
项目以及独立承办老年教育。

最后，有关老龄化的知识仍
需科普，行业标准仍待规范。 鄂
俊宇表示，要面向全社会进行持
续、有效的科普宣传，让各方面
理解、支持老年人的文化生活追
求。“同时，要严格行业标准。 文
化养老问题会越来越热，要从源
头上规范市场，扶持有公信力的
品牌企业，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
展。 ”鄂俊宇说。

李晶认为，随着老龄文化产
业的进一步发展，老年人不仅是
消费者，还可能是供给者。 例如
老年人参加有偿文艺表演、商业
演出等， 既能满足兴趣爱好，又
能获得一定收入，有乐亦有为。

（据《人民日报》）

丰富老年人精神文
化生活 、 推动老

年人参与社会文化活动，是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
要方面。 实现‘文化养老’，
对个人 、家庭 、社会和国家
而言都有重要意义。 目前，
我国老年人文化生活是否
充实？ 老龄文化市场供给是
否充足 ？ 为了更好地实现
‘老有所乐’，政策顶层设计
如何完善？ 家庭、社会、组织
机构如何协同发力？ 记者对
此进行了采访。

“

2020 年 11 月 24 日，兰州老年大学的时装模特老师正在为老年人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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