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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 年 11 月， 在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新钢街道含笑社区，“敲门
嫂”志愿服务队在社区里陪一名老人聊家常（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 � 2021 年 9 月， 在甘肃甘南夏河县拉卜楞综合社会福利中心，护
理人员给老人输液（新华社记者冯亚松/摄）

把握 “窗口期 ”，审时度势
作出重大战略部署

河北承德， 滨河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 秋日和煦，桑榆
非晚。

点开信息平台， 老人的健
康档案一目了然。 上门配送药
物、打扫卫生、心理辅导……
中心提供固定服务，从社区向
周边辐射。 政府一年拿出 120
万元购买服务， 为老有所养
“托底”。

让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美满
的晚年！ 千门万户的关切，是“家
事”，也是“国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已
经进入老龄社会，让老年人老有
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是我
们的共同愿望。

一系列新理念、 新决策，尽
显使命担当。

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到印发
《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
期规划》， 再到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这是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

来自全国老龄办的数据显
示，“十三五”时期，我国 60 岁及
以上人口年均增加 840 万，预计

“十四五” 时期年均增加 1150
万。 老年人口增长第二个高峰即
将到来。

“要积极看待老龄社会，积极
看待老年人和老年生活。 ”国家卫
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
说， 人口老龄化的国情要素将融
入各领域、 各行业的政策和工作
中， 大力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
设，深化老年健康促进行动，努力
让老年人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
病，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这是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
供必要保障———

解决老年人“长寿不健康”问
题、 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
危机中育新机，“银发浪潮” 也能
变出“长寿红利”。

“人口老龄化既是一个摆在
面前的挑战，也是寻找经济增长
新动能的一个突破口。 ”中国社
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
所所长张车伟说。

这是确保中华民族世代永
续发展———

据联合国测算，本世纪上半

叶， 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的上升速度，比世界平均速度快
一倍多。

“人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帮助今天的老年人，也是帮助明
天的每一个人。 ”中国老龄协会
副会长吴玉韶说，“走出一条符
合国情的养老之路至关重要。 ”

政策筑地基， 中国特色应
对老龄化路径正在成型

上海市虹口区，35 个市民驿
站。 就餐、日托、医疗保健、文体
活动……家门口有望“一揽子”
解决老年人的民生需求。

调查显示，我国九成以上的
老人倾向于居家养老。 但另一方
面，全国空巢老人多、困难老人
多、老年抚养比高。

一边是“未富先老”，一边要
“老有颐养”。 如何平衡天平两
端，考验大国智慧。

从重点发展居家养老服务，
到依托社区发展以居家为基础
的多样化养老服务，再到加快建
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
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健
康支撑体系……应对老龄化制
度体系的“四梁八柱”日渐清晰。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和
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努力实现
老有所养。

来自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截
至 2020 年底， 全国各类养老机
构和设施总数达 32.9 万个、床位
821 万张，床位总数比 2012 年增
长了 97%。

在 203 个地区开展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实施普
惠养老城企联动行动，连续 4 年
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
行动……“十三五”时期，政府
“挑大梁”，社会共参与，大力推
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公交车踏板高、住宅台阶多、
厕所没扶手、 红绿灯太短……老
年人如何不再“举步维艰”？ 2020
年 7 月， 九部门联合发文加快
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
程，加装电梯、无障碍环境等适
老化改造加快提上日程。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 10 亿
人；出台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办
法， 发展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
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
补贴制度实现省级全覆盖；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扩大到 49 个
城市……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
建设持续推进，努力满足不同群

体的养老保障需求。
———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全

力确保老有所医。
约 4000 万老年人失能或部

分失能，78%的老年人至少患有
一种慢性病……“长寿不健康”
背后，是一些家庭面临的困境。

从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
出台《关于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
展的若干意见》、 制定医养结合
机构管理指南，到建立完善老年
健康服务体系、加强老年人居家
医疗服务、推进“互联网+护理”
试点工作、开展老年友善医疗机
构建设，“十三五”时期出台的一
系列政策，旨在为老年人提供健
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
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等
老年健康服务。

北京累计为 20 多万名老年
居民提供脑健康筛查服务； 上海
市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项目的参
与者中老年人约占八成； 江苏苏
州建立家庭病床服务团队为老年
人开展居家护理和上门诊疗服务
……各地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
系，创新医养结合服务模式，将医
疗卫生服务延伸到社区和家庭。

———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
大力提倡老有所为。

在四川，一群低龄、健康老
年人组成志愿服务队， 与高龄、
失能老年人和其他有特殊困难
老年人进行结对帮扶。 在湖北谷
城，31 名退休教师重返工作岗
位，自愿为师资力量不足的学校

“补血”。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正在实

现老有所为的期待。
制定实施《老年教育发展规

划（2016—2020年）》，全国各级各
类老年大学（学校、学习点）8万多
所（个），逐步健全老年人社会优
待制度体系， 不断优化养老、孝
老、 敬老的社会环境……一项项
激发老年人活力的惠民政策密
集落地，全社会正在共同参与到
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中。

回应新期待， 打造高质量
为老服务体系

“怎么能在手机上听《可可
托海的牧羊人》？ ”在浙江杭州
的“智能手机长者公益课堂”
上， 朱美菊老人举着手机向志
愿者发问。

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老年
人不能排除在外，要共享数字时
代红利！

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
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 全国
老龄办提出，用 3 年时间，推动
老龄社会信息无障碍建设，促
进全社会推进适老化的改造和
升级……

要跨越的不只有“数字鸿
沟”。 快速老龄化背后，是每个人
的感同身受：我们该怎样有尊严
地老去？

促进健康老龄化，让高质量
健康服务体系“呼之欲出”———

“十四五” 规划纲要提出，
未来 5 年人均预期寿命要提高
1 岁。 如何健康地享受这 1 岁
的寿命？

加快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建
设， 建设一批区域老年医疗中
心；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
师数提高到 3.2 人， 拥有注册护
士数提高到 3.8 人； 养老机构护
理型床位占比提高到 55%……
一个个具体指标的设定，为高质
量健康服务体系“添砖加瓦”。

以养老为轴心，“养老+”思
维不断破题———

近 1000 万人， 这是目前我
国养老护理人员的缺口。 留守老
年人就医困难、老年大学“一座

难求”……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
尚未得到充分满足。

着力打造“互联网+养老”服
务新模式， 实施“养老服务+行
业”行动，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积极培育老年人用得上的产品
和服务； 开始探索智慧养老，形
成“一对多”模式，让家政、物业、
餐饮、物流加入其中……养老不
再是“一家之事”，而是全社会的
责任共担。

充实“钱袋子”，夯实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

夯实财富储备，是应对人口
老龄化的重要基础。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
出，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合
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
基础养老金标准； 发展多层次、
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提高企业
年金覆盖率，规范发展第三支柱
养老保险……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新征程中， 中国秉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正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践行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更
好满足亿万老年人对美好生活
的新期待。 （据新华社）

“� �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64 亿。 预计‘十四五’时期这一
数字突破 3 亿，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三个‘最’字，勾勒出我国当
下及未来一段时期人口结构的基本国情。

我们将怎样走出一条及时、科学、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道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发展全局和亿万百姓福祉出发，着眼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擘画老龄工作的宏伟蓝图。 14 亿人民，将共同守护最美‘夕阳红’。

面对 2.64亿人，中国守护最美“夕阳红”
■ 董瑞丰 田晓航 邱冰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