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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老龄化要建立让个人和社会都快乐的机制

日本福冈描绘
“

岁社会”
的模样

文 / 本报记者 吴宇桢
作为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国
家，日本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多
达 3640 万 ， 占 总 人 口 比 例 高 达
29.1%，其中百岁老人超过 8 万人。
如何创造一个能从容变老的未来？
理想中人生的黄昏又是什么颜色？
这不仅是一道个人选择题，也是一
道社会选择题。
作为日本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九州地区最大的城市福冈正在尝试
给出自己的答案。近年来，福冈市在
老龄经济支持体系、社会支持体系
和公共政策选择等方面积极探索实
践，提出一个具有雄心的目标——
—
到 2025 年，创建一个着眼于“100
岁人生”
的健康社会发展模式。

是全社会，
营造全民参与的氛围，逐
渐培育市民对养老事业的使命感。”

打造温暖的“纽带”

享受100岁的“野心”
▲

▲ 福冈城市景色
世界最长寿老人田中力子庆祝 118 岁生日
福冈市为老人开设护牙讲座
本版图 GJ
▲

福冈市一家养老院里，
118 岁
的田中力子的人生目标是活到 120
岁。她通常每天早上 6 点起床，保持
着有活力的生活节奏：做广播体操、
解数学题和下棋，还像年轻人一样
喜欢巧克力和可乐。
作为福冈市的“长寿名片”，被
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全球在世
最长寿老人”的田中力子常常收到
人们的惊叹与祝福。事实上，
福冈市
一直被认为是日本最适合养老的地
方之一，在有关世界宜居城市的调
查中也常常榜上有名。近日 《福布
斯》杂志评选“2021 年全球生活方
式最健康城市”，福冈市位列第七。
往返中日之间的建筑师金清源
在福冈生活工作近 10 年，认为那是
个与自然和谐相融、城市功能发达
这份清单上的“闯关任务”
包括定期
的宜居城市，当地具有活力的长寿
给高龄者举办上网培训、健康知识
老人也不断增加。截至 8 月，
福冈市
讲座、网络就诊指导、再就业支持、
总人口超过 162 万人，其中老年人
创造社交机会等一系列具体措施。
口 约 63 万 人 ，
100 岁 以 上 老 人 有
经过几年努力，目前福冈市已经完
1500 多人。虽然这有令人鼓舞的一
成清单上的 88 个任务。
面，但也是老龄化社会的鲜明注脚。
马利中曾多次造访福冈市，认
事实上，全日本都面临着深度
为福冈市对自身发展有清晰的定
老龄化的
“2025 年问题”。上海大学
位，以福利理念和政策闻名。以“福
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马利中指出，日
冈 100”行动计划为例，围绕打造
本战后第一次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
“100 岁社会”
，福冈市提出要做到
将在 2025 年全部进入 75 岁高龄老
三大转变：从基于“经验”的养老到
人行列，届时日本将迎来前所未有
基于“实证”的养老，依靠科技和科
的“超老龄社会”：每 3 人中就有 1
学研究的专业性；从制定统一规则
人是 65 岁以上老人，每 5 人中就有
到尊重个体多样性，用更柔软的方
1 人是 75 岁以上老人，将在劳动力
式尽量兼顾每个人的需求；从养老
结构、社会保障、财政预算等方面带
资源分散到有机整合，从更加综合
来一系列挑战。对此，日本作出了一
和融合的视角看待养老问题。
系列应对：修改《高年龄者雇用安定
打造可以享受 100 岁人生的社
法》，支持老年人就业至 70 岁；实施
会，福冈市在“健康先进城市战略”
推迟领取养老金激励机制，缓解社
中明确提出要力争成为日本甚至亚
保和财政压力；加大引进外国人才
洲的先进范本，打造亚洲护理技术
力度；鼓励以技术创新、开发 AI 设
企业和长期护理教育的基地，为老
施和机器人来弥补劳动力不足。
龄化问题的应对提供
“福冈答案”。
福冈市希望应对老龄化的脚步
留住熟悉的“日常”
能更快一些。2017 年 3 月，福冈市
制定“健康先进城市战略”，提出名
日本很早就着手应对老龄化问
题，但如何度过一个有尊严和丰盈
为“福冈 100”的具体行动计划，被
认为是日本第一个在应对老龄化问
的晚年依旧考验着不少老人，年金
问题、
“孤独死”问题、医疗费问题等
题上直接列出“挑战清单”
的城市。
从老人生活的各种细节入手， 无不是日本老龄化社会的沉疴。

对 50 岁的小川雄二来说，没有
什么比 84 岁的母亲固执地在大雨
中打扫院子那一幕，更刺痛内心。7
年前，他意识到母亲患上了阿尔茨
海默症，便辞职照顾母亲。
小川在福冈市开了一家“阿尔
茨海默咖啡馆”，为患病的老人和看
护者提供建议、支持和理解。他在脖
子上挂着一条系有橙色带子的绳
子，表明自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支
援者”，
随时准备提供帮助。
小川的选择并不孤独，官方统
计，福冈市已经建成了 37 家这样的
咖啡馆。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由政府
倡议的咖啡馆面向全社会招募经营
者，政府根据开设年限而给予金额
不同的补助。据调查，福冈市的“阿
尔茨海默咖啡馆”大部分由企业申
办经营，大多数开在社区附近。
这些特殊的咖啡馆，帮助患阿
尔茨海默症的老人留住了在家生活
的
“日常”。事实上，这也是福冈市近
年在发展养老产业时重点考虑的方
面：除了硬件建设，更关注软件建
—关心老人生活状态，构建居
设——
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支撑，在减轻
国家和社会养老压力的同时，尽量
帮助老人维持熟悉的生活方式。
在福冈市的“相聚”养老院里，
护理人员们对待老人就像对待邻
居，该帮忙的时候帮忙，不需要帮忙

的时候就留给他们自己活动的空
间，维持老人的自理能力。日本护理
行业咨询专家小屿胜利指出，护理
业的根本是“人”。
如何守护老人珍视的“日常”？
福冈市给出的答案是，让所有人觉
得这也是自己生活的“日常”。
福冈市着力营造一种全民参与
养老的社会氛围，
“福冈 100”行动
计划的参与者几乎涵盖企业、普通
市民、研究机构、医疗单位等大部分
社会主体。金清源认为，福冈市不是
为养老而养老，而是把养老当作一
份社会整体的健康促进事业。
值得一提的是，大学和科研机
构发挥了重要作用。细致的社会科
学研究和社会调研，为科学制订和
动态调整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在
近 40 页的福冈市“健康先进城市战
略”最后几页列有战略制定和审阅
者，几乎全部是来自大学和科研机
构的专业人士。
此外，
不少大学还为
养老事业普及知识和培育人才。
这样广泛、多元和多角度的全
民参与，让马利中印象深刻。他曾在
福冈市街头看到过“健康福利便利
店”，
一家普通的便利店参与养老事
业后引入了测量血压等保健服务，
有效利用了现有资源。同时，老人作
为一个群体并没有在政策表达中被
过多突出。马利中说：
“他们强调的

打开福冈市政府网站，
“促进老
年人的社会参与”被放在显著位置。
在老人“孤独死”
日渐成为日本社会
一大问题的背景下，制造温暖的“纽
带”成为养老事业的重要课题。
调查显示，福冈市老人约有四
分之一处于独居状态。福冈市多年
来持续推进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
盘活养老资源，整合社会医疗、长期
护理、长期护理预防、住房和生活支
援等方面，形成“自助、他助、公助、
共助”相结合的多主体参与、
多元服
务的养老模式。金清源对这样的
“纽
带”感同身受，他自己就曾是独居的
邻居老太太松本的固定联络人，老
太太有急事时他会去帮忙。
有利于实现代际交流的场景也
不断增加。福冈市政府与福冈大学
建立合作机制，鼓励学生们住在社
区而不是宿舍，要求学生们邀请老
人参加活动，并定期与他们交流。在
闹市区天神商业区，老人只需付一
点象征费用便可购买一杯咖啡坐下
休息的店铺也在增多，这样的细节
设计增加了年轻人与老人的交集。
年轻人被福冈市视作“纽带”的
重要一环。专家认为，来自年轻人的
力量可以在养老事业中发挥重要作
用，不仅能促进城市经济发展，还能
让城市充满活力。在创业加速器
“福
冈成长下一站”支持下，福冈市在创
业创新上推出一系列措施，吸引了
来自国内外的年轻人定居和工作。
“福冈成长下一站”拥有 100 多家初
创公司，其中有 24 家前几年便已获
得总计 71 亿日元的投资。综合支援
中日创业创新加速器“匠新”
的创始
人兼 CEO 田中年一表示，福冈市对
护理领域的创业支援也非常积极，
将医疗健康和护理领域的创业专门
列为“护理科技创业”，
还创立了“护
理科技推进协会”。
对不少日本老人来说，安心的
“纽带”
还来自工作。调查显示，
去年
仍在工作的日本老人有 906 万人，
连续 17 年增加并创历史新高。这些
老人有各自的考虑，有的是为了经
济上的安全感，有的是为了寻找同
伴和归属感。日本今年正式实施修
订后的《老年人雇用安定法》，要求
企业确保 70 岁以内人员就业机会。
福冈市早在 2012 年就成立“70
岁在职应援中心”，据该中心调查，
整个福冈县能让老人工作到 70 岁
的企业今年已增加到 649 家，以服
务业、医疗看护等领域为主。该中心
负责人野田亮子认为，引导老人的
角色意识转变也很重要：
“让他们从
被帮助的人转变为帮助别人的人。”
“福冈 100”行动计划中有句话
引人深思：应对老龄化挑战，
“要建
立让个人和社会都快乐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