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年人现状和问题（译文）

一、平均寿命和生存率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人口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世界最高水平。根据 2002 年 WHO 的
统计数据，日本人口的平均健康寿命为 75 岁（男性 72.3 岁，女性 77.7 岁），也达到世界最
高水平。2006 年日本人口的平均寿命为男性 79.0 岁，女性 85.8 岁。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日本以其他发达国家未曾经历过
的速度向人口高龄化社会迈进。2000 年，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发达国家。
2004 年日本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负增长，现在已经进入人口减少时代。
根据日本统计局的资料，2007 年 9 月 15 日（敬老日）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老龄化率）达到 21.5%，而 75 岁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 9.9%。2008 年年中（7 月 1 日）这
两组数字分别达到 22%和 10%。

表 1 和图 1 显示了日本人口的平均寿命以及到特定年龄的人口生存率。
历史上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从未超过 50 岁，长期以来被视为“人生 50 年”
。然而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 1947 年进行的临时人口普查中，日本人口的平均寿命第一次超过了 50 岁，
其中男性为 50.06 岁，女性为 53.93 岁。在其后的 25 年间，男性、女性人口的寿命均提高了
约 20 岁；而在此后的 35 年间，男性又增长了约 10 岁，女性又增长了约 12 岁。
从日本老年人口的生存率来看，1947 年男性中可以生存到 75 岁的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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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女性为 29.0%。到 1965 年男性为 39.9%，女性为 57.1%，18 年间增长了约 1 倍。2005
年，日本 90 岁女性人口的生存率为 42.7%，对于女性来说，
“人生百年”也不再是梦（表 1、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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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20 年前，日本的厚生省将老年人口区分为低龄老年人（65 岁以上）和高龄老年人（75
岁以上）
。但是，在 2008 年 4 月实行《高龄老年人医疗制度》之前，可以说日本国民几乎没
有意识到对老年人口的年龄区分。日本人都知道在东亚文化圈中流传的 70 岁为“古稀”
，77
岁为“喜寿”
，但是连老年人自己都没有“高龄老年人”意识。
《高龄老年人医疗制度》建立
于两年之前，但是国会议员也很少有人理解这一制度的内容，以至影响了现政权的支持率。
因为，通过这一制度日本政府对 75 岁以上人口开始征收保险费。

二、老年人劳动就业状况
2007 年夏，日本政府提出推广“工作到 70 岁的企业”
，众多大企业提高了退休年龄，
并积极推进退休后的再就业。2007 年很多二战后“婴儿热”时期出生的“团块世代”
（
“婴
儿热”时期人口出生稠密的一代人）迎来了 60 岁退休年龄。由此日本社会可能会出现劳动
力减少、经验技术流失等问题，被称为是“2007 年问题”
。但是这一年由于企业实行了延长
就业等措施，这些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
从近几年的老年人就业状况来看， 60～64 岁男性人口的就业率不到 70%，65～69 岁不
到 50%（但是未就业者中约半数希望就业）； 60～64 岁女性人口的就业率约为 40%，65～69
岁约为 30%（未就业者中分别约有 30%、20%以上的人希望就业）。
在 20 世纪 70 年代，退休年龄一般为 55 岁，60 岁花甲之年被认为是晚年的开始。现在，
人们希望工作到 65 岁后领取养老金，或能工作到 70 岁（老年人口就业调查等）。然后怎样
度过从古稀之年的 70 岁到“喜寿”的 77 岁这一人生的收获时期，这是现在老年人普遍关心
的问题。可以说，60 多岁年龄段的主题是生产性老龄化，而 70 多岁年龄段老年人的主题即
为所谓成功老龄化。二者的共同点是追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
关于老年人生活意识的调查已经持续进行了 25 年，而每隔 5 年内阁府进行几项调查。
包括其他的相关调查，其结果显示老年人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业等社会活动的目的逐渐由
“经济目的”向“保持健康”或“发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转变。领取养老金的 65 岁是老
年人人生的转折点 ，然而随着今后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变化，70 岁或 75 岁将成为这一转折
点。

三、老年人家庭构成
关于老年人家庭构成情况，可以通过 2005 年人口普查数据了解，而《国民生活基础调
查》（2006 年）的资料更为详尽。图 2 显示了分性别、年龄的老年人家庭构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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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 25 年间，日本老年人口的家庭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0 年，老年人独居
的比例为 8.5%，夫妇二人居住的为 19.6%，与子女居住的占 69.0%。但是现在，老年人自己
生活的比重增长了约 1 倍。独居的老年人，1980 年男性约 19 万人，女性约 69 万人；而到
2005 年男性增长到约 105 万人，女性增长到约 281 万人。
根据内阁府《独居老年人意识调查》
（2005 年）数据显示，回答“对日常生活感到满足”
的老年人所占比例为 74.0%；回答“有所担心”的占 63%，而其中 30.7%的人回答是“没有
可以依赖的人”
。在 2002 年进行的同类调查中，回答“有所担心”和“没有可以依赖的人”
的比例分别为 41.2%、16.8%。什么原因导致在此期间老年人担心的事情增多，是相关工作
者和学者们需要研究的课题。

四、老年人经济状况
根据《老年人经济生活相关意识调查》
（内阁府 2007 年）的数据显示，回答“经济上有
担心”的人为 37.8%，与 5 年前的 2002 年该项调查（27.9%）相比，增长了 10 个百分点。
2005 年，日本老年人家庭（老年人为户主的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为 301.9 万日元，人
均年收入为 189.0 万日元，与日本整个家庭的人均年收入 205.9 万日元相差不大。但是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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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在 10 年以来有所减少，1996 年为 206.6 万日元。
从老年人家庭收入的来源来看，
“养老金·退休金”
为 211.9 万日元
（占总收入的 70.2%），
其次为“劳动收入”54.5 万日元（18.0%），其他为 35.5 万日元（11.8%）
。
另外，从老年人家庭的年收入分布情况来看，年收入不足 100 万日元的占 15.7%，年收
入 100～200 万日元占 27.1%。年收入不足 100 万日元的家庭较以往相比有所增加（图 3）。

在以往的调查中，老年人无职业家庭的家庭收支状况一直为赤字，而随着老年人无职业
家庭的增加，赤字家庭的数量也有所增加。这些老年人主要依靠子女的贴补来弥补赤字，但
是这些家庭所占的比例很小。所以从老年人生活费的相关调查中现在已经取消了子女贴补这
一项内容。目前主要依靠储蓄和资产来弥补赤字（图 4）。
根据最新的 “住宅·土地统计调查”结果（2003 年）
，65 岁以上老年人中 84.0%的人
拥有住宅，租房居住的人为 15.9%，而独居的高龄老年女性居多。由于养老金微薄，加之积
蓄不多，需要利用房屋·土地等资产获取生活费的资产担保型养老贷款，但是这一制度尚未
得以普及，所以不少老年人经受着固定资产税以及日常生活费之苦。
“老年人经济生活意识调查”
（内阁府以 3000 名 60 岁以上男女为对象，自 1995 年以来
每 5 年进行一次调查）结果显示，从这 10 年间“老年人经济生活动向”来看，能够“安心
生活”的老年人所占比重从 19.4%下降到 11.5%；
“生活中并无太多担心”从 55.3%下降到
49.2%；回答“不担心”的人所占的比重从 74.7%下降到 60.7%。相反，
“家计困难，非常担
心”的人从 5.1%增加到 10.6%。事实上，2003 年以来依靠生活救济的老年人（65 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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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一直超过 2%。

五、老年人健康状况
根据 2008 年的《高龄社会白皮书》（内阁府）、
《厚生劳动白皮书》（厚生劳动省）等资
料，从 2004 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结果来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老年人中约半数的人
（49.31%）多少具有自觉症状；对日常生活有影响的人约占四分之一（24.61%）
”
。对日常生
活有影响的老年人按性别、年龄情况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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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府自 1986 年以来每五年进行一次“关于老年人生活和意识的国际比较调查”
（60
岁以上男女，各国 1000 名）。在 2006 年的这项调查中，日本老年人口中“认为自己健康”
的人所占的比重较高（图 6）。

从医疗服务的利用程度来看，其使用频率也非常高。
“每月利用 1 次以上”的人占 56.8%，
“一年数次”占 17.7%，
“几乎不利用”的占 25.4%。然而，日本的国民医疗费占 GDP 的比重
在发达国家中最低。
关于在患病或需要护理时“希望由谁来护理”这一问题，根据“老年人护理的民意调查”
（内阁府 2003 年）结果，回答“配偶”者为 57.8%（男性 78.5%，女性 41.5%），
“女儿”为
19.3%，
“儿子”为 5.6％、
“儿媳”为 5.2％，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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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显示了需要护理的老年人情况。另外，需要护理的老年人对各项护理服务的利用状
况为，利用居家服务的为 72.3%，利用各种护理设施服务的为 27.6%。

六、日常生活情况
关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情况，可以通过总务省统计局“社会生活基本调查”
（每 5 年进
行一次）的数据进行了解。根据 2006 年的该项调查，老年人的睡眠时间随年龄的增长变化，
年龄达到 70 岁以上时，老年人的平均睡眠时间与 10 岁以下儿童一样，达到 8.8 小时以上。
由于上班、上学的通勤时间以及工作、学习时间的减少，家务和自由时间变得非常多。利用
自由时间学习、钻研的老年人所占比重，65～69 岁为 27%，70 岁为 17.5%。尤其明显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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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上网人数的剧增，60～64 岁为 35%，65～69 岁为 26%，70 岁以上约为 11%。在十年前的
该项调查中这一比例几乎为零，但是包括用电脑文字处理在内近五年间这一数字增长了一
倍。相反，卡拉 OK 以及门球等娱乐项目在减少。参加志愿者活动的人数则略有增加。

七、参加社会活动情况
日本社会被称之为是“纵向社会”
（中根千枝）。尤其是在二战后经济增长期培养起来的
企业共同体意识很强，而与此相反地域社会几乎崩溃或消失。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八成
以上的劳动者都成为雇佣者，几乎都成为企业或组织共同体内的雇佣者。其收入自然不用说，
就连家庭成员的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也从企业共同体中得到补贴。有些企业除了退休金以
外，还追加发放养老金。因此，即使退休以后也离不开企业共同体，并归属企业设立的社团
法人、财团法人等非营利组织，参加社会活动并开展学习等活动。有很多老年人和退休之前
一样，与社区的联系仍然很淡薄。
近年很多老年人退休以后仍依靠工作时的人际关系，为追求新的归属地，组建各种 NPO
机构进行活动。尤其是“团块世代”退休以后，众多老年人开始制定自己退休后的新生活计
划，参加各种老年人小组活动。其活动主要有健身运动、趣味活动、社区活动、生活环境改
善活动等，并通过这些活动增强与社区的联系。
为了反映老年人的这些动向，内阁府和“高龄社会 NGO 联合协议会”提出“推进老年人
参与社会活动”的口号，并于 2008 年 7 月举行了“老年人与社区”为主题的“老龄社会研
讨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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