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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aging rate of our country is speeding up, the data shows that in 2050,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China will account for more than 30%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the total 

amount will exceed 400 million.The traditional three ways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regard the 

elderly as the passive "cared" subject, together with variou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which 

can not fully meet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their function in 

providing for the aged is gradually weakened.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establish a low 

cost and efficient pension model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research 

findings on active old-age support,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were elaborated and discussed:The 

concept of active old-age support,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active old-age support, the policy 

practice of active old-age car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problems andmcountermeasures of 

active old-age support in China respectively.Through the review of scholars’research results, we 

hope to reflect the future direction research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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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近年来我国老龄化速度愈发加快，数据显示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

30%以上，总量将超过4亿。传统三大养老方式将老年人视为被动的“赡养”主体，加之种种主

客观因素，在不能完全满足老年人生理心理需求的情况下其在养老方面发挥功能逐渐弱化。

积极养老尊重了老年人养老的权责主体地位，它的提出对于我国在建立低成本、高效养老模

式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关于积极养老的研究成果，从积极养老概念、影

响积极养老的因素、国内外积极养老的政策实践以及我国积极养老实践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等

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阐述与探讨，并对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以期反映我国未

来积极养老研究的方向。 

1. 引言 

新世纪前后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人口基数大、未富先老等问题使得中国的养

老负担十分沉重,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最亟待解决的就是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受到城市

化兴起、人口流动加快、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近些年4-2-1家庭结构逐渐增多，家庭

功能也逐渐弱化，加之家庭养老专业化程度低以及机构养老正在变革，众多的因素导致我国

683Copyright © 2018,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ASSEHR), volume 237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Science,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HSMET 2018)



现存的三种养老模式服务水平有限，模式和项目均不能彻底满足老年人需求。因此，传统养

老模式在照顾老人方面发挥的作用将逐渐淡化。另一方面，三种传统养老模式养老服务的提

供方都是家庭与政府，接受方均为老年人，这种单一的“给予——索取”模式以及传统文化都

将老年人置于弱势地位，被视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候蔺，2017）老年人的脑力体力随着

年龄的增长逐渐衰退，加之退休后不再继续为社会创造价值，导致不少老年人出现认知偏差

和生理心理疾病。 

综上所述，以往消极“被赡养”的养老方式不仅给与家庭和社会巨大的养老负担，而且也

不适应新时代老年群体的诉求。因此，我们应摒弃玖拾“消极养老”的指导思想，探索新型养

老理念以缓解全球老龄化引发的问题，积极应对“银发浪潮”带来的挑战。 

2. 相关概念界定 

2.1 老龄化 

目前学术界针对于老龄化统一采用联合国的标准，即一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志是

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邬沧萍指出老龄化不是静止

的，而是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动态过程。（邬沧萍，2012）此外，穆光宗在价

值方面对老龄化做出了判断，他将个体的老龄化按发展的态势分为正向与负向，前者指向积

极老龄化，后者指向消极老龄化。（穆光宗，2016） 

2.2 积极老龄化 

国际上，积极老龄化一词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是在2002年的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上。WHO

（世界卫生组织）在《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中提到：“积极老龄化是指老年人不仅能够保

证身体各方面技能和心理层面的健康，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潜能、需求、以及喜好，参与到

社会生活中，为社会创造价值”。我国“积极老龄化”一词最早出现在杨勇1996年的《略论招赘

婚姻对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积极作用》。文中提到了招赘婚姻是老年人积极养老的一种选

择方式。在宏观政策层面，国家对积极老龄化的定义体现在《中国老龄工作七年发展纲要

（1994-2000年）》，文中第十八条规定：“低龄和健康老人在自愿量力的前提下，参与社会

发展，推动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积极老龄化的出现极大扩充了健康老龄化的含义：老年人不再是被动的主体，“被赡养”、

“被养老”而是能够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主体。倡导老年人发挥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来改善

生活，从而更加舒适的生存下去。 

2.3 积极养老 

我国“积极养老”一词最早出现在张运路1994年发表的《老龄问题新策谈》一文中，他将

我国养老道路分成了以积极养老、消极养老两种1。家庭养老为代表的养老方式为消极养老，

他认为“消极养老是一种自发行为”，离退休职工的生活水平会随着物价的上涨而下降。而“积

极养老是一种组织行为”需要“以为促养”来实现。张运路提出兴办老年经济实体是解决老年人

消极养老的关键所在，提倡老年人要老有所为。学者候蔺指出，积极养老与积极老龄化并不

是同一概念，积极老龄化是养老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积极养老则是积极老龄化视角下

的一种养老实践（候蔺，2017） 

因此，积极养老一词包含着“积极”和“养老”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是“积极”，积极一词

是正面、肯定、促进发展的。在积极养老一词中，更多的是代表一种向上的心理状态；而积

极养老则是在这种心理状态指导下，对老年生活的应对措施以及背后的行为方式。因此较于

                                                           
1张运路老龄问题新革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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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养老，积极养老更强调老年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即从消极的“待赡养”到积极主动掌握生

存权。积极养老行为的主体不仅包括老人，也包括老人背后的社会国家。 

3. 国内积极养老的现状 

我国老龄化政策起步时间大致与欧美国家相同。自上世纪第一届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后，

我国就有了五个老有的提法并在十一五规划后新加入了老有所教。世纪末我国成立了全国老

龄工作委员会，这是指导全国老年工作最重要的机构。随后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将“老有”作为老年人的权利固定下来，为我国积极养老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是我国最早的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它鼓励老年人

在现代社会建设中继续发挥余热。随后的十一五纲要提出来要探索老有所为的新形式，加快

老龄事业政策实践。（张一谋，2013） 

陈社英认为我国政府是通过积极的途径去推动老年工作的发展的。政府对老年人的日常

工作指导通过多部门联合进行推进，各司其职由中央统一进行管理。而政策工具则主要依靠

各级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和专门的法律法规。（陈社英，2015） 

4. 影响积极养老的因素 

关于积极养老的影响因素，学者们主要采用是实证研究法。冯春梅、郑洁运用主成分回

归法对安徽省居民积极养老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她们将影响因素分为了个人特

征因素（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子女数量）、社会因素（到老年能够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

养老、月收入、性别、户口所在地）、生活习惯因素（包括老年人是否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

方式、老年人能够继续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三方面，下设九维度。研究表明老年后较好的

经济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对积极养老呈现正面影响；常住城镇的居民中，拥有农村户籍的人口

积极养老意愿更强；越是年轻的群体自我养老的意愿更高。（冯春梅，2016）段功香等学者

在对社区老年人的研究中发现，老年人的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运动休闲2程度、自我发

展水平越高越利于老年人积极养老。（段功香，2016） 

苗元江学者尝试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全市积极养老的影响因素，他指出老年保养、社会

阶层、压力源、成熟防御、适度烟酒使用、身体运动、受教育程度均为影响因素，除了上述

学者研究结论之外，他还指出压力源会影响到积极养老；拥有成熟防御机制的老人更能摆脱

疾病困扰；过度的烟酒使用严重威胁积极的养老。（苗元江，2013） 

5. 国外积极养老政策实践 

5.1 英国 

学术界对英国积极养老方面的研究很少，贡献突出的是鲁恩·艾尔维克。以艾尔维克为代

表的学者们研究了英国与瑞典两国积极养老观念及政策的差别，这体现在他们的研究成果《挪

威与英国积极养老观念与政策》中。 

英国的积极养老探索起步于上世纪末，时任首相布莱尔签署《欧盟社会议定书》。议定

书承认1989年宪章，遵循着英国市场经济发展轨迹，而不推行德国或欧洲模式。(鲁恩·艾尔

维克,2007)这一举措实质上变相的为英国积极养老的政策设置了预算红线。他指出英国关于积

极养老政策的起步于“绩效和创新中心(PIU)的报告《打赢代际之战:提高50-65岁人员参与工作

和社区活动的机会》中”。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Unit这份报告充分尊重老年人的角色和

社会价值。报告中给到的积极养老的措施建议有：引入反年龄歧视法，加强对残病人员的帮

助；国家志愿计划为老年失业人员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将最低工资提高到可以支付养老金的

                                                           
2段功香指出运动休闲是指个人在学习和工作之余自由参加的体能性运动，包括太极拳、散步和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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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审核公务员退休年龄;鼓励优秀雇主提高更多样、灵活的工作等。这些举措为英国之后积

极养老政策的实践奠定坚实基础。 

自2005年政府发布《机会年龄：迎接21直接的老年化挑战》之后，英国的战略开始集中

于政策观念与决策层面。这份报告有意识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旨在建立一个大的网络将各

部门联系起来，其中“涉及大量社会部门和政府机构:就业和劳动市场、养老金、医疗、住房、

交通、预防犯罪、学习、休闲以及志愿者活动”在此过程中，政府着力帮助50岁以上人员更灵

活地继续就业；使老年人以足够的收入和体面的住房为条件充分参与社会；让所有老年人有

更多的自主权。这实际上是从保障老年人就业机会和保障老年人住房等方面来推动积极养老

发展的。 

在保障就业方面，英国的措施可谓稳准狠，一方面，政府明文规定就业服务机构的岗位

中心不得辞退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在职业技能方面培训员工与企业主，帮助五十以上的失

业者二次就业。另一方面，“50岁以上新政项目”鼓励人们在退休后继续工作，将领取养老金

的年龄延后。(OECD,2004)住房补贴属于英国福利制度下属的津贴补助的一种，政府认为其可

以大大降低老年贫困状况:“自有记录以来,养老金领取者第一次不再比其他人群收入微薄”。

(DepartmentofWorkandPensions，2005） 

英国积极养老政策相对而言比较广泛，将多方面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比如《机会年龄报

告》是不同领域的综合体。在英国，积极养老政策是许多公共政策中的一种，大都指向特殊

人群优先照顾到不会花费纳税人的钱的公共领域。赵建彬在其《英国保守的政府时期的老年

人住房政策研究》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工党希望增加公共开支来保障中低层收入的老年

人，保守党则偏向用市场“看不见的手”来引导，政治博弈的后果就是双方均都不敢贸然对老

年人的住房开支进行削减 

5.2 荷兰 

荷兰是全世界老人所向往的养老天堂。荷兰政府十分重视国民的社会福利。前些年的希

腊债务危机中，希腊、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的养老保障体系相继崩盘，引发一系列社会危机，

未被波及到的荷兰体系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欧盟成员国纷纷效仿，开启欧洲养老金保障体

系的未来模式。（贺瑛，2010） 

首先是住房保障方面。荷兰是是西欧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利用社会住房化解住

房短缺的问题为我们提供了新思路。学者史薇提到荷兰在住房设计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

独特生活，还尽力确保住房权重明确化，分清政府与住房协会各自的责任。政府给予经济支

持即社会住房担保金（WSW），该基金在提升了住房协会的贷款能力的同时也降低了社会住

房的开发成本（史薇，2014）可以说在解决老年人住房的问题上，荷兰与日本的积极养老政

策上具有某种相似性。 

其次是荷兰享誉全球的“生命公寓”。生命公寓在极大程度上代表了荷兰在老年积极养老

在老龄产业方面的尝试。它是荷兰老年产业教父汉斯·贝克的成果之一，该模式在2012年被评

为世界上最好的养老项目，生命公寓包含生活、养生医疗照护等；选址在以社区为基础的同

时注重加强联系，住宅设计上也讲究艺术感和舒适感。在荷兰，生命公寓与康复中心和医疗

机构是大不相同的，生命公寓里尽量避免一些医疗机构特有的标示和设施，不为老年人增加

心理负担。不同于国内老人们被照顾的幸福院，生命公寓给与老人更多的自主权、参与权“提

供大量机会让老年人自理生活，并保持独立和自尊”。（李克纯，2014）较于医疗药物救助，

积极心态更有助于老人减轻病情。可以说，荷兰的生命公寓在引导老年人树立积极养老的心

态方面独树一帜。 

5.3 日本 

日本人在养老方面做出的努力有目共睹，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共始终走在亚洲国家的前

列。从宏观体系层面讲，日本社会保障体系主要由居民收入保障和医疗保障两方面组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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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养老保障体系也同样如此。从微观法规层面讲，战后日本政府也出台了年金法、厚生年金

法、福利法、介护保险法等诸多法律来保障老年人的权益（彭莉莉，2011）日本积极养老方

面探索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在晚年收入方面，日本政府对现行的一系列法规做以修正以积极应对老龄化。日

本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是老人们最重要的收入保障，它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战前战后多次变革，

最近的一次关于改革的讨论是在2006年底，“旨在实现厚生养老金与共济养老金的一元化”。

（赵毅博，2014）至此，日本的公共养老金制度由国民养老金、厚生养老金、共济养老金构

成。其中作为日本最为普适的养老金，国民养老金在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所面对的

对象是20-60岁在日拥有居住权的居民，连续缴费不少于25年。这可以保证老人们即使在退休

丧失劳动能力后，也可以定期领取一笔稳定的退休金来保证生活。超过七成的的人把公共年

金看作是退休后最重要的保障（田香兰，2017）在对公共养老金方面的改革主要集体现在《国

民年金法修正法案》中。修正内容一方面是保险费的收支：缴费层面“控制保险费的上涨幅度”；

支付层面则“给予标准长期保持在平均收入的50%。”另一方面是“国库负担比提高到二分之一”

（田多英范，2007)。作为老年生活第二、三道屏障的企业年金与共济金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

用。为了确保老年人退休后的收入，日本政府也做了适时对其进行修正。延长退休年龄以保

证部分老年人希望继续工作到65岁的意愿，对于实行延长退休政策的企业进行政策奖励。此

外，日本政府出台的老年人雇佣安定法要求老年人才中心有针对性提供一些轻松、临时的就

业机会。一些信贷公司为创业的老年人减免保证金，提供贷款优惠。 

其次，在健康与福利方面。政府出资修建的特殊养老院专为失能老人提供照料。千禧年

推出的老人介护保险法要求国民从40岁开始交纳老年介护保险金，在40—65岁之间的特殊疾

病或者65岁以上需要照护时可以享受保险（彭莉莉，2011） 

再次，在老年人社会参与方面，日本提倡终生学习，为此，日本制定了《振兴终身学习

的措施》，重视实用技能而不单单是书本上的知识。制定学习成果评价制度；允许学位授予

机构授予学位证书。充分尊重了老年人的受教育权利。此外，政府在大力支持老年人终身学

习的基础上也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鼓励在公益活动中实现人生价值（田香兰，2017） 

最后，住宅方面有专门的老年人居住住宅设计方针、老年人居住法，面向老年人提供无

障碍租赁住宅。建设无障碍住宅的公司可以申领优惠贷款，为老人解决居住的后顾之忧。 

6. 国内外积极养老实践给我国带来的启示 

虽然国外高福利国家与我国的国情千差万别，但其成熟养模式，积极养老路径的探索对

我国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保制度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尤其是为我国积极养老的路径发展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许多学者在研究国内外外社会政府以及个人在积极养老方面的实践经验，为

我国积极养老的探索提出建议。 

6.1 构建可持续性的积极养老模式 

随着老龄化加剧，老年群体不断扩大，老年需求也在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传统三大

养老模式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应该建立一套区别于传统模式的，可以充分发挥老年人主

观能动性，充分利用现代化新技术的可持续、灵活、自主的新养老模式。近些年兴起的智慧

养老模式以互联网为依托，以大数据平台为载体，综合运用物联网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

通信技术、智能控制与管理技术和养老服务技术，为老年人提供现代化的养老服务模式。其

本质上是在对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实现智能服务。这与其他养老服务相比，具

有成本较低、覆盖面广、服务方式灵活等诸多优点，它可以用较小的成本满足老年人的服务

需求。这为我们构建可持续性的养老模式开发了新的路径。 

除此之外，作为亚洲最早关注老年问题国家之一的日本，其在养老产业的实践值得我国

学习。在战后经济低迷时期就已经着手解决筹措资金，重视相关制度的建设。日本在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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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经将“医疗和看护产业”作为新兴的服务业产业，政府予以重点关注，以拉动未来经济发

展。尹文清认为可以以此战略为切入点来推动老年产业的发展。（尹文清。2015） 

6.2 保护老年人权利，提倡老年共享 

共享时代，不仅要求老年人可以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更强调要保证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平

等进行社会参与的权利即机会平等。候蔺提到现代社会中传统的养老模式片面强调老年人的

消费性，从而被不正确的视为社会、家庭负担。积极养老视角下要改变这一不科学的消极定

位，就要充分保障老年人的权利。（候蔺，2017）穆光宗认为老年福祉的增进离不开老年共

享，他在1999年和2016年两度提到应“共建、共融、共享”，他指出老年共享包括发展资源、

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果的共享。为此，在完善社会保障养老保障的同时，也要保证老年人对各

种资源如照护医疗等养老资源的公平享用。（穆光宗，2016） 

6.3 构建灵活的政策改进机制 

作为欧洲养老体系的雏形，荷兰模式有三大闪光点：覆盖面广、公平的收入与分配、完

全累积的补充养老金。老年人退休后的收入对积极养老方面起到了决定因素。因此，在养老

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金层面的改进也是亟需的。借鉴荷兰的经验，学者史薇对其进行规划并

将新制度分成了三个层次：最底层的养老保险起基础作用，由政府主办，作为养老保底的保

险，面向全体。中间层的企业年金将养老金与工作绩效相挂钩，由政府直接管理。最后一层

是政府支持兴办的商业性质养老保险，多样化的保险形式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以补充社会

养老保险。（史薇，2014） 

7. 研究评述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近十年学者们在老年人养老相关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尤

其是近些年，学者们对积极养老的研究热情不断攀升，相关研究成果呈现井喷式增长。纵观

近些年的研究进展可以发现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国家层面的政策框架与实践探索、存在问题、

影响因素等，且能够跨学科跨领域进行合作，例如社会学、社会保障、心理学、护理学等不

同学科的交叉领域进行研究，“术业有专攻”提高了研究背景的专业性，拓宽研究视野和渠道，

为积极养老提供了全方位的思路。另外，学者们在社会参与与老年教育的研究方面投入的力

度比较大，与我国提倡的老有所为和终身学习的步伐保持一致。 

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在研究方法上面，目前的研究方法

主要是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研究方法不够多元化。一方面，学者们大都集中于理论性强的

定性研究，不少研究只有结论而缺少数据作为支持；在制度的设计和政策的制定上，很多学

者都是泛泛而谈，提法缺乏具体性和针对性。另一方面，实证研究较少，已有的实证研究覆

盖区域相对较窄，研究样本数量少且代表性不高。在研究的对象上，大部分学者将目光放在

城市老人身上，针对农村老人的积极养老研究很少；以性别视角进行划分的研究也极少。这

些研究方面的缺陷有待学者们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弥补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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