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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红利时代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战略视野及其行动框架
陆杰华 林嘉琪

[摘 要]中国进入了长寿时代，中国人寿命的延长既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进步的重要
成就，也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资源。立足长寿时代的战略视野，从老龄化本身寻求社
会经济发展新动能，探索老龄社会不同于年轻型或成年型社会的发展逻辑，从转疾病为健
康、转依赖为参与、转消耗为积累、转负担为红利等方面积极审视老龄化，促进形成与长
寿时代相协调的社会经济循环，既是开启长寿红利时代的关键，也是积极老龄观的重要体
现。构建个体、家庭、市场、政府等多元主体行动框架，对思维理念、制度安排、技术支
撑、行为模式进行前瞻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行动调整，全面构建适应于长寿时代的社会
经济循环，能够有效激发和释放长寿红利，最终实现积极应当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宏远目
标。
[关键词] 长寿红利时代；积极应对老龄化；战略视野；主体行动框架

一、引子
中国已经进入了长寿时代。最新统计数据和研究测算显示，2019 年中国居民平均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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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已经达到 77.3 岁，预计在 2030 年可能达到 79.2 岁。 与此同时，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和
相对比重持续攀升。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 2.64
亿，占总人口比重 18.70%，65 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 1.91 亿，占总人口比重为 13.50%，二
者占比较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别上升 5.44%和 4.63%，预计“十四五”期间老龄人
口将超过 3 亿人，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 20%，从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毋庸置疑，居民寿命的延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成就，但是老龄人口尤其是高龄老人
规模及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势必会对经济社会运行全领域产生深远影响。随着老龄化进程
的加速，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所产生的发展问题将逐步凸显。传统
理论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紧缺、资本消耗多于积累、社会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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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养老金可持续差、养老照料资源减少等，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然而，这种
负面影响多大乃至是否产生，依赖于诸多外部性和制度性因素。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
（20ZDA32）。
[作者简介]陆杰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林嘉琪，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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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老龄化既是长寿时代的重要命题，同时也是一项国家战略。2021 年 11 月 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显
示了我国政府全面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决心和信心。
《意见》特别强调，
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对
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要求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
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推动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走
出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中国老龄化道路。
从老龄化本身寻求经济发展新动能，是开启长寿红利时代的关键。所谓长寿红利，即是
指由于老年人口特别是高龄人口规模和比例提高所产生的消费需求和老年人口社会参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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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 立足于长寿红利时代的战略视野，辩证认知老龄化及其
影响，协调个体、市场、政府多元主体行动，全面构建适应于长寿时代的社会经济循环，能
够有效激发和释放长寿红利，最终实现积极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宏远目标。
二、立足长寿时代的战略视野，积极审视老龄化及其多重影响
立足长寿时代的战略视野，要求从老龄化过程本身转向未来长期相对稳定的人口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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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新均衡， 探索不同于传统年轻型或成年型社会的发展逻辑，形塑老龄人口作为生产主
体、创新主体、消费主体的角色内涵，构建符合长远发展需求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才能真正
积极审视老龄化及其多重影响，充分利用长寿红利。
（一）转疾病为健康，提高健康预期寿命占预期寿命的比重
人类疾病类型的流行病学转变与长寿时代同步到来，衰老导致的慢性退行性疾病取代
传染性疾病成为主要疾病。在老龄化、高龄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下，带病生存成为长寿时代的
普遍现象。老年人口及其额外延长的寿命是处于健康状态还是疾病状态成为关键性问题。如
果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加主要源于带病生存时间的普遍延长，那么无疑会直接增加社会
医疗养老照料负担，对社会治理形成系统性压力；反之，如果额外寿命的获得更多来源于健
康生存时间的延长，那么长寿对于社会就是巨大的潜在财富。
根据 2018 年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我国平均预期寿命是 77 岁，健康预
期寿命仅为 68.7 岁，平均带病生存的时间将近 9 年，仍然存在较大落差。把握当下轻度老
龄化的机遇期，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将健康
干预关口充分前移，推进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完善促进全民健康的制度和保障体系，能够
提高健康预期寿命占预期寿命的比重，使健康与长寿的关系从疾病扩张状态转向动态平衡
乃至疾病压缩状态，不仅将推动形成保健养生产业繁荣、人口健康素质全面改善、社会医疗
养老照料负担整体减轻的良性循环，而且为长寿红利最终的激活和释放奠定根本性的人力
资本基础。
（二）转依赖为参与，释放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意愿与能力
在现行的劳动年龄人口定义下，老龄人口占比提高必然会导致社会整体劳动参与率的
下降，加上超低生育率的影响，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逝并由充足转向紧缩。长寿时代下，
需基于人口预期寿命普遍延长、健康水平普遍提高的现实，突破年轻型或成年型社会视角下
老龄人口作为依赖性人口的传统思维定式。面向以健康预期寿命延长为主导驱动的长寿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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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健康低龄老人规模将大幅扩张，人力资本折旧明显放缓，大量老龄人口具备劳动参与的
活力和能力；与此同时，个体为延长的寿命增加财富储备的需求以及终身学习创造、自我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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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更新的“多段式非线性人生”愿景， 也使劳动参与意愿和人力资本积累不再严格以生物
年龄为限。因此，重新审视劳动年龄人口与老龄人口之间的边界定义，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
习的教育培训体系和年龄友好的就业工作环境，提高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改善各年龄段尤
其是老龄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机会和积累水平，推动劳动力市场年龄结构达到新的平衡，是
保障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启动长寿时代高质量经济社会循环的重要抓手。
（三）转消耗为积累，形塑全生命周期资本积累与财富规划理念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老龄阶段的消费、储蓄激励不同于年轻阶段。因此，人口的老龄化
和高龄化可能会导致储蓄率下降，对资本形成率产生负面影响，提高经济增长成本。除此之
外，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老龄人口过早退出劳动市场、家庭内部存在向下的转移支
付压力等制度安排与社会文化特征下，老龄人口尤其是高龄人口人力资本和财富储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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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制约其消费需求的实际形成与释放，弱化社会整体的消费能力。 对此，普遍树立面向长
寿人生的全生命周期资本积累与财富规划理念，引导个体和家庭理性调整消费和储蓄行为、
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劳动力供给行为，延长养老财富积累期、增加财富积累总量，积极应对
自身及其家庭成员延长的寿命所需，不仅能够对冲老龄化对储蓄率的下行影响，使资本形成
率保持在必要水平，同时能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所驱动的合理水平投资回报率强化人力资
本基础，为老龄人口消费能力及其需求释放提供足够的财富支撑，促进形成长寿时代储蓄、
投资、消费的良性循环过程，为实现长寿经济的市场愿景构建框架性基础。
（四）转负担为红利，创新长寿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
在长寿时代，人口年龄结构新均衡将从需求端和供给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形成和改
变市场情境。在需求端，大规模老龄人口形成庞大的新消费市场，除养老照料服务等基础性
消费外，还有适老化环境建设、医疗健康与科技、养老金融服务及保险、多层次终身教育、
心理咨询等发展型消费。在供给端，劳动力供给缩减和资本密集化将激励企业推进自动化和
智能化生产，延长劳动供给年限的老龄人口也会继续参与社会生产和创造过程，以人力资本
为支撑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增速将替代低成本要素投入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
虽然劳动力老化以及劳动力供给年限延长后年长者对年轻人的代际挤压可能会对社会创新
活力及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年长劳动力具备更多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积累，年龄友好与代
际公平的工作环境建设将促进开发不同年龄段劳动力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并发挥其比较优
势。总而言之，长寿经济能够为不同年龄的人口提供创新、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新机会。
三、围绕长寿时代的战略构想，构建多元主体的行动框架
在长寿时代，要求个体、家庭、企业、政府等全社会各层次的行动主体，对既往的思维
理念、制度安排、技术支撑、行为模式进行全方位的重新审视，进行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和
战略性的行动调整，共同推动形成与长寿时代相协调的社会经济循环，才能真正有效激发和
释放长寿时代红利，实现积极老龄化。
（一）个体：审视长寿人生的生命过程，重新规划人力资本和收入财富的积累与消费
微观个体决策理性及其行为模式的调整，是整个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根本动力。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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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重新审视长寿的生命过程，对人生的发展和规划作出调整，才能真正有效启动中观宏观
层面的转型过程。面向有活力、有质量、有保障的长寿人生愿景，人们至少需要意识到在健
康、财富、教育这三方面的长远需求，持续积累人力资本，更早开启财富规划。具体而言，
一要持续强化健康管理以有效延长生命质量；二要不断完善财富规划以为预期延长的寿命
做好物质储备；三要持续学习新知识以适应在长寿的生命历程中劳动参与所需知识和技能
的变动。
毋庸置疑，个体层面的需求变动将对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就业等各领域的供给侧
结构提出挑战。而只有市场和政府合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对需求侧变动进行真实有效的回应，
才能实现乃至诱发个体层面的发展和规划调整，从而导向储蓄率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增加、
劳动参与率及生产率提升、公共及家庭医疗养老负担减轻、社会创新活力增强、代际关系和
谐等宏观层面的重要结果，有效缓冲、抵消人口老龄化的负面效应乃至形成长寿时代红利，
最终形成与长寿时代人口新均衡相协调的社会生态系统新均衡。
（二）家庭：围绕家庭成员的长寿需求，赋能家庭全过程全周期全方位的支持系统
家庭在老龄社会中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促进家庭系统良性运行不仅关乎生育、养育和
养老等各类民生问题高效的一体化解决方案，也会对长寿红利的释放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
响。从中国国情出发，家庭仍是未来中国老龄社会生育、养育和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是各
类照料风险的第一道安全网，其生活依托、社会功能和文明作用不可替代。面对家庭成员寿
命的普遍延长，家庭内部将持续面对不同代际成员的教育、照护、健康、工作、生活、经济
等方面多维度需求之间的冲突和协调问题。除了“一老一少”的问题，中年人的双重代际挤
压也越来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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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需要构建赋能家庭全过程全周期全方位的支持系统，为家庭功能的正常运行和家
庭负担的合理减轻提供来自不同主体的经济支持和服务支持，才能真正使家庭内部少儿、中
年、老年 “三代人”各得其所，在和谐合理的代际互动中共同成就，不同代际微观个体的
生命潜能、追求和价值才能得到充分可持续的培育、发展和释放，宏观层面人力资本积累开
发强化、劳动参与率及生产率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等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在落地时的
具体阻碍才能得以清除。
（三）企业：立足长寿经济的市场愿景，推动生产组织形式和产品服务结构的转型
长寿时代下，企业发展必然面临市场供需情境转变的冲击，也将承担其为长寿社会全面
赋能的时代责任。在产品服务上，要面向长寿时代的市场情境，精准捕捉和挖掘各年龄段人
群及家庭单位在健康医疗、财富管理、家政服务、养老托幼、学习培训等全领域真实的需求
痛点，开辟适应和赋能老龄社会新形态的新消费领域和新商业模式。在生产组织上，积极面
对长寿时代劳动力供给规模和年龄结构特征的变动，在发挥自动化、智能化等技术的替代作
用，加强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推动适老化工作环境建设和适合老龄人口的岗位
形态与工作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和探索。这不仅是为老龄人口作为劳动主体和创新主体参与
供给侧的价值创造活动中提供充分条件，更是在劳动力年龄结构新均衡下维持乃至改善劳
动生产率水平的长远之需。总而言之，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企业行动关乎市场机制在积极应
对老龄化中作用的实际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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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健全长寿社会的保障体系，做好全方位的制度安排和服务保障工作
要充分有效地释放长寿时代红利，政府不仅要承担好兜底保障的基础责任，还要发挥
好引领者、助推者和服务者的角色。除了通过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增加社保缴费年限以及
发挥市场补充作用等改革措施维护好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的稳定和高
效，为老龄社会保驾护航外，更关键的是将积极应对老龄化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立足对长寿时代社会经济循环系统性的战略构想，凝聚全社会及政府各部门的理念共识，
在统一的整体性框架下对教育培训、劳动就业、家庭支持、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卫生医
疗等全领域进行制度调整和政策设计，统筹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要有效引导和帮助
个体及家庭建立并实现面向长寿人生在教育、财富、工作、健康等方面全生命周期不同阶
段的理性规划和资源配置，激励资本和社会机构积极主动、公平有序地参与到新的社会经
济循环塑造进程中来，同时扫除诸如多层次全民终身教育培训体系不完备、就业形态及就
业方式对老龄社会适应不足、就业市场年龄歧视严重等较为突出的具体障碍，合力推动人
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问题的整体性解决。总而言之，通过全方位的制度安排
和引导服务克服缺激励、缺机会、缺认可的窠臼，让长寿时代红利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
用。
四、结语
人口年龄结构转型确实会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直接和长远的冲击，但其中往往是机遇
与挑战相随，负面影响并非不能控制或避免，积极后果也都不是完全自动实现，整个社会在
思维理念、制度安排、技术支撑、行动模式上应对的及时性和合理性才是决定其最终社会经
济影响的关键性因素。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确实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年轻型
和成年型人口下庞大低成本年轻劳动力人口供给的支撑以及低抚养比下高速的资本积累，
这种既往优势的逐渐消逝也对经济增长带来了消极影响，使经济发展面临历史性的阶段转
型。然而，社会发展进步同样孕育了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只要适应和调整得当，就能实现经
济发展动能的转型升级，迈向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由社会经济和医疗卫生进步带来的长寿
时代红利就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资源。
立足长寿时代的战略视野来看老龄化问题，就是要求首先在思想心理层面承认和接受
老龄社会到来的不可逆性，进而能够建立面向老龄社会形态整体性、全局性的愿景构想，依
此愿景再建立统一框架下全方位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激励、引导、协调各层次多元主体
的行动，最终推动形成与老龄型人口相适应的社会经济新循环，有效释放长寿时代红利。
对由健康和教育构成的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开发以及长寿社会的生产投资消费转型升级
是长寿红利时代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两大核心。因此，虽然老龄人口作社会参与主体角色内涵
的重塑是长寿红利时代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内容，但是在政策应对上却需全面统筹对老
中少各年龄段群体、个体家庭企业政府多元主体、教育健康就业养老收入分配等各个领域，
才能形成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未来，还需要对各个领域政策设计及衔接进行更加深入和精细
的研究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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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strategic vision and action framework of actively
coping with aging in the era of longevity bonus
Lu Jiehua and Lin Jiaqi
[Abstract] China has entered the era of longevity. The extension of Chinese' life expectanc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edical and health
progress, but also an important resource to actively cope with aging. Based on the strategic vision
of the era of longevity, seek new driver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aging itself,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the aging society different from the young or adult society, actively
examine the aging from the aspects of turning disease into health, turning dependence into
participation, turning consumption into accumulation, and turning burden into dividend, so as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social and economic cycle coordinated with the era of longevity, it is not
only the key to open the era of longevity bonus, but also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positive
concept of aging. Building a multi-agent action framework for individuals, families, markets and
governments, making forward-looking, overall and strategic action adjustments to thinking idea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echnical support and behavior patterns, and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social and economic cycle suitable for the era of longevity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and release
longevity dividends, and finally achieve the grand goal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actively coping
with aging.

[Key words] Longevity bonus era; Actively respond to aging; Strategic vision; Main action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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