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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观察 B05

最近，新京报针对当前北京的养老院问题，展开系列调查和报道，揭示出养老院问题的困境和乱象，引起
社会反响。而北京养老院存在的问题，仅仅是当下中国养老问题的一个缩影。
人口结构老龄化，
同样也是日本要面对的社会现实。同时，
日本又是一个
“福利国家”
，
其养老方面的理念与措
施，
不失为一个成功的范本。日本养老院什么样？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

日本养老院什么样

?

日本养老院的制度保障
日 本 先 后 推 出 了“ 老 人 宪
章 ”、
“ 黄 金 计 划 ”、
“新黄金计
划”等一系列法律，逐步完善老
年服务体系，将养老问题通过立
法上升到制度层面。
被称作“美丽国家”的日本，
也面临出生率锐减，人口老化的
社会问题。2005 年，日本人口
进入负增长，已是不折不扣的老
龄社会。
老龄社会的出现，必然带来
一个问题：老人的终老问题。
明治维新以降，日本社会的
伦理体系是儒教，以家族制度为
核心。但是，作为战后经济发展
的代价，这种制度逐渐解体——
上班族以公司为家，整个国家被

称为“日本株式会社”便是一个
隐喻。
在养老问题上，养老院是观
察一个地区或者国家文明程度
的标尺。对于日本来说，这个问
题已经通过立法上升到制度文
明的层面。
比如，早在 1963 年，日本政
府就推出了倡导保障老年人整
体生活利益的被称作“老人宪
章”的《老人福利法》。经多次修
订，日趋完善，其中有：
——政府出资修建特别养
老院，为痴呆、卧床不起等体弱
老人提供服务；
——组织“老人俱乐部”，吸
引老人参与社会活动；
——强调社会福利的地方

化和一元化，加强地方政府对老
人福利的责任和职权。
再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日本先后推出了“黄金计划”、
“新黄金计划”，完善了以“居家
养老”为中心的社区老年服务体
系，扩大了家庭服务员队伍，新
设为老年人提供休息及特别看
护的短时服务设施、日间服务中
心等，提供各种日间服务（包括
饮食和体育锻炼）。
日 本 著 名 作 家 、护 宪 团 体
“九条会”的创立者之一加藤周
一曾提出过一个“QOL”指数的
概念，意为“生活品质”
（Quali⁃
ty of Life），而日本是很以自
己的高“QOL”为自豪的，因为
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养老院。

日本实现
“按需养老护理”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在
长期调查论证的基础上，数年前
导入了面向全体国民的“国民介
护（看护）保险”制度，与 40 年前
全面实施的旨在使国民享受医
疗保障的“国民健康保险”一样，
当前，根据日本“国民年金” 覆盖全体纳税人。
绝对金额不足的现实，未来的老
这在整个西方国家来说，都
人要长期工作。
不失为一项大胆创举，被称为
2007 年，在被称为“团块世 “家族革命”。
代”的战后第一个出生高峰出生
这意味着对老人的看护，不
的人集体退休之后，状况越发严
复依赖家庭，而通过无血缘关系
峻 ，把 退 休 年 限 提 高 到 70-75
的专业人士所提供的专业服务
岁，已不是笑谈。
来实现其保障。
工作一生的老人，一旦停止
同时，由于日本年轻人的观
工作，便会成为家庭的“负担”， 念上较为西化，结婚后搬出去生
而以家族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伦
活并自己带孩子，老人寂寞、孤
理体系的解体，如果没有新的替
独现象十分普便。
代性制度支撑的话，家庭的负担
日本的养老护理制度已较
会转化为社会的负担，社会将不
为完善，呈现出一种“按需养老
堪其累。
护理”，将需护理程度分成了不
日本的养老护理制度呈现
出一种“按需养老护理”
，
将需护
理程度分成了不能站立、不能步
行、
不能排便等各个级别，
并按照
这些不同的级别，
提供不同服务。

能站立、不能步行、不能脱穿裤
子、不能排便、不能用餐、不能吞
咽食物、不能记忆等各个级别，
并按照这些不同的级别提供登
门访问型、
赴养老机构一日型、
短
期入住型、
入住特别养老机构型、
入住老人福利院等不同服务。
很多人去日本，经常会看到
一个奇怪的现象：不仅街上的出
租车司机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
老人，而且酒店、商场的许多服
务人员也是白发苍苍的老者。
在日本，有一个“30 分钟养
老护理社区”计划，即在距离大
概 30 分 钟 车 程 为 半 径 的 社 区
内，建设配备小型养老护理服务
设施的新型服务社区，推行小规
模多功能型自家养老护理和登
门访问看护。为了帮助腿脚不
灵便的老人，日本还成立了社会
团体“老年人外出介助会”。

日本福冈县福智町的养老院，一位百岁老人在庆祝生日。

■ 相关链接

日本的养老立法
●《老人福利法》

“终老于家”不是梦
作为“民生大国”，日本在承
认传统家族制度崩溃的现实的
前提下，不回避责任，以社会财
富的积累为条件，以保险的契约
方式，为国民的晚年埋单，以“国
富”回馈国民。
“按需养老护理”不仅仅是
在公立养老院，民间养老院同样
如此。
不少日本的企业，也建设个
性化的商业养老院。看护型养
老院主要供身体不便和患病老
人入住，由养老院下属团队为入
住者提供看护服务；住宅型养老
院供身体状况正常的老人居住，
当老人需要看护服务时，企业提
供临时看护服务；健康型养老院
类似宾馆，院方只负责打理老年
人的日常家务。
为保证养老院的良性运转和
避免所谓“虐待老人”现象的出
现，日本还在老人服务机构自我

检查基础上，引入更为客观和公
er）。 但 是 ，还 应 该 注 意 到 ，与
正的第三方评价体系。包括硬件 “普通国家”化的战略议题相平
上的建筑、
设备、
人员配置以及软
行，日本社会其实还有一种不可
件上服务的质量、
老人的评价等。 忽视的社会思潮，那就是彻底反
目前日本全国范围内基本
思、摒弃近代以来“富国强兵”的
上都已经实施了这种评价制度， 国家道路，开创既不诉诸军事能
东京都率先提出了“三年一审
力，也不诉诸经济力量的“第三
核”的思路。
条 道 路 ”—— 民 生 大 国（Civil⁃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ian Power），即通过谋求国民的
就是护工待遇。目前在日本养老
福祉，来实现国家的尊严及在国
护理人员的工资待遇并不高，
平
际社会中的存在感。
均月工资 20 万日元，
而日本国民
该制度创新的实质在于，国
人均月工资标准是50万日元。为
家在承认传统家族制度崩溃的
此，
政府日前给每个养老护理人员
现实的前提下，不回避责任，把
每月增加了1.5万日元的工资。
负担一味推向社会，而以社会财
“终老于家”几乎是所有老
富的积累为条件，以保险的契约
人的愿望，而这需要国家层面的
方式，为国民的晚年埋单，以“国
制度保障。
富”回馈国民。通过这种改革，
众所周知，上世纪 90 年代
哪怕是鳏寡垂病之人，也不复为
以降，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 自己终老担心，颐养天年，终老
日本明显加快了“普通国家”化
于家园，而不是医院，不再是遥
的进程，而所谓“普通国家”，说
不可及的梦。
白了就是政治大国（State Pow⁃
□刘柠（北京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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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日本政府推出了
倡导保障老年人整体生活利益
的《老人福利法》。这部“老人
宪章”迄今有过多次修订，其主
要内容有：政府出资修建特别
养老院，
为痴呆、卧床不起等体
弱老人提供服务；探索和逐渐
确立一种适合于老人居家养老
的方式和体制，强化对居家养
老提供家庭服务人员的专业培
训和组织建设，并在财政预算
上实行优惠政策；组织
“老人俱
乐部”，吸引老人参与社会活
动；强调社会福利的地方化和
一元化，加强地方政府对老人
福利的责任和职权。

●《老人保健法》

了大约 10 万名家庭护理员，负
责看护生活不便的老人。政府
还出资建立并普及托老所，
为有
需要的老人提供短期入住、
护理
和治疗服务，
并开发了一批低价
位的
“三代同堂”
式住宅等。

●“黄金计划”
1989 年，
日本政府制定《高
龄者保健福利推进十年战略》，
即著名的
“黄金计划”
。该计划要
求各地方政府积极建设与完善与
老人相关的各种设施。以此为契
机，
各种老年公寓、
老人活动室、
老人医院更多地开始出现。

●“新黄金计划”

1994 年黄金计划被重新修
订，更名为
“新黄金计划”，
完善
1982 年，日本政府出台了
了以居家养老为中心的社区老
全面推广老人保健设施的《老
年服务体系，
扩大了家庭服务员
人保健法》。
《老人保健法》规
队伍，
新设为老年人提供休息及
定 70 岁以上老人的医疗费由
特别看护的短时服务设施、
日间
医疗保险的有关方共同负担， 服务中心等，
提供各种日间服务
并且强调老人居家养老、居家 （包括饮食和体育锻炼）。
护理。为此，由政府出资培训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