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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 年轻时没有工作或只从
事零散工作、 从未缴纳过养老金的老
年人被划入低收入阶层。 只要家里有
符合这种低收入的老年人， 子女可为
其申请一间免费公寓。 公寓大楼一般
是社区里的高层建筑， 有电梯、 后勤
人员、 会议室等基础设施， 但标准只
是维持正常使用。 加上政府给这类老
人每月大约600美元的食品补充卡， 基
本够一个老年人的生活开销。 医疗也
有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提供双重医保 ，
看病不用花大价钱。 这类老年人如果
在康复期间行动不便需要护工， 也同
样可申请到免费护工。 但就目前情况
来看， 申请免费公寓排队的时间越来
越长， 很多年也轮不到， 政府也有些
力不从心。

为了弥补老年人免费公寓的不足，
近十年， 政府开始允许民间开设面向
这类老人的免费养老中心。 养老中心
又分为两种： 一种是日间的， 一种是
全天的。 日间养老中心是指， 老人不
住在养老院， 早晨有车到老人家门口
接， 傍晚再送老人回家。 白天， 老人
在养老中心可享用三餐、 水果、 点心，
还有各类文娱活动。 这些民间免费养
老中心怎么赢利呢？ 据了解， 按照每
位老人在养老中心全年365天计算， 一
天一人政府补助79美元给养老中心 ，
如果这类老人不选择去养老中心， 那
么79美元也不会发到老人手里， 就等
同于白白浪费了， 所以这样的养老中
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全天养老中心
与日间养老中心的唯一不同是包括了

住宿， 费用上享受政府每人每天79美
元补助外， 老人还要适当交一些钱。

有养老金的老年人是没有资格享
受上述政府福利的， 他们要么在自己
家里养老， 要么卖掉房子进入私立养
老院。私立养老院价格非常贵，月均1万
美元以上，但环境、设施、餐饮、娱乐、医
疗、服务等标准堪比五星级酒店。 看护
或保姆并不包含在免费范围内，可由养
老院提供人选，也可自行从外聘请。 饮
食方面，私立养老院每个星期天为老人
的亲属设立免费自助餐，自助餐标准较
高，牛排、烧烤、烘焙、甜点、冷饮等一应
俱全，而且亲属的人数不限，只是需要
提前三天电话告知餐厅，这给老人的亲
属、朋友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可谓是
亲情牌打出的好广告。

在会务接待方面， 私立养老院可
以为老人的朋友聚会、 家族讨论事务、
举办讲座交流会等， 免费提供多功能
会议室、 酒店式豪华大厅和咖啡茶点
等， 老人作为东道主非常有面子， 这
也是社会高层人士退休后愿意多花钱
选择私立养老院的原因。

有一些私立养老院会与附近高中
学校结盟， 提供高中生做志愿者的场
所， 这些高中学生每周来养老院一次，
一次两个小时 ， 分组开展交流活动 ，
比如： 教老人使用脸书、 推特、 Tik鄄
Tok等现代信息软件 ， 或与老人一起
做手工书 ， 帮助老人整理回忆录等 ，
这些青少年做志愿者的时间将计入高
中毕业达标所需的时间数， 一举两得。

摘自 《环球时报》

酒店式老年公寓是近年欧洲热门
的养老方式。 荷兰生命公寓基金会旗
下的生命公寓养老项目是其中最著名
的一个。 记者曾到鹿特丹的生命公寓
采访过。 它位于当地一个热闹的住宅
区， 对社区居民开放。 公寓设计充分
考虑了老年人的身体特征， 采用无障
碍设计， 例如： 厕所门均按照能放入
一张床的尺寸设计等。 即使失智、 失
能老年人也可以方便地使用公寓内的
各种设施。

生命公寓建筑内部有一个中庭 ，
连接公寓走廊， 便于大家交流。 中庭
内还有酒吧、 餐厅、 超市、 美发沙龙
等服务设施。 平时， 这里还可以组织
很多活动， 创造 “泛家庭” 氛围。

生命公寓按照入住老年人生理特
点大致划分为三个区域： 完全不能自
理区域、 半自理区域、 自理生活区域。
完全不能自理区域主要面向失智、 失
能老年人， 可以得到特别护理。 半自
理区域的老人多患有老年疾病 ， 在
医护人员帮助及引导下， 保持简单的
生活自理能力。 自理生活区域不支持
对老年人的过度护理， 而是注重引导
和激发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和自主生
活。 生命公寓采用企业主导模式运营，
住在这里价格不菲， 每月费用在 5000
欧元以上， 但可以获得一定的政府补
助。

相比较而言， 北欧的自助合住养
老更为经济。 这种养老方式是在普通

公寓的基础上增加一些专门为老年人
使用的公共设施， 老年人可以单独住
一间公寓， 也可与其他老人合住。 坐
落于芬兰赫尔辛基的 “家园港湾” 就
是这种模式 。 其建筑内完全无障碍 ，
轮椅可畅行无阻。 除了63套舒适的公
寓房间， 这里还配备了装备齐全的公
用设施， 如DIY工坊、 健身房、 图书
与棋牌室等。 住户除了要打扫自己的
公寓房间， 还要结队组成家务组， 轮
流打扫社区会所。

奥地利等国家则推出 “多代公
寓”， 目标是把各年龄段的人吸引到一
栋公寓里居住， 公寓里有孩子， 有年
轻人 ， 还有老年人 ， 大家相互帮助 ，
如同一个大家庭。

异地养老在欧洲也越来越受欢迎。
这意味着， 老年人离开现有住宅， 到
外地居住养老。 最受欢迎的居住地是
西班牙、 意大利、 泰国等。 因为这些
国家经常让人想到阳光、 海滩、 棕榈
树， 和友好的居民。 相对西欧和北欧，
这些国家的消费较为便宜， 很多老人
认为异地养老更划算。 异地养老大多
是住在老年酒店中。 这些酒店包吃包
住， 还有24小时护理服务。

当然， 由于费用等原因， “社区
养老 ” 仍是 许 多 欧 洲 老 年 人 的 选
择 。 这种养老方式与居家养老的不
同是 ， 每周都会有护理人员上门进
行护理 ， 社区义工也会定期上门服
务。

日本面向老龄人口的市场已趋向
成熟， 养老服务提供的产品大致可分
为医疗医药产业、 护理产业和生活产
业三大类。

在关注度较高的生活服务产品中，
面向高龄者的 “餐食快递” 尤为普及，
推出了很多价格实惠、面向居家养老的
低热量、低盐、易于吞咽的半流质食品
及口感软烂的素食等分类细致的特需
食品。记者在采访日本制药企业龙角散
社长藤井隆太时了解到，近几年，该公
司推出一款针对高龄者的产品———“服

药果冻”， 以满足因疾病或衰老而吞咽
困难的老人的需要。

临近日本海的鸟取县是日本人口
密度最低的县之一。 当地政府在20年
前就推出了定期向高龄独居者寄送明
信片的服务 ， 以确认他们是否平安 。
收到明信片的高龄独居者， 不仅能感
受到社会的关怀， 还能看到邮递员的
笑脸， 如遇意外还能通过邮递员传递
求助信息。 东京都品川区也有类似服
务活动， 一年仅需600日元服务费， 居
住在附近区域的1400多名高龄者加入

了这一活动。
今年2月起， 冲绳的永旺超市推出

一项 “要买什么， 您说” 的配送服务。
他们针对不擅长电脑或手机下单、 又
不方便外出的高龄者开通了服务专线。
有需要的高龄者可在每周一至周五打
电话或发传真下单， 下单后的三四个
小时内， 商品就会送到指定地址。 每
一单收取330日元运费和110日元手续
费。

据报道， 2050年日本社会65岁以
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35%， 其中约有

1000万人罹患认知障碍症。这些老人不
具备独立生活能力。 更有针对性的、能
帮助失智老人提升生活质量的产品，也
一直在更新换代。一家华人IT技术公司
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他们开发的“高
龄者健康智能守护系统”。 与市场上通
过分析活动视频捕捉高龄者健康状况
不同， 该公司的系统通过高龄者打开
冰箱门的力度及洗衣机、 空调等电器
的使用频率和时间， 第一时间感知高
龄者身体状况的变化， 有效避免高龄
者出现危险的情况。

中国超过60岁的老龄人口已超2.6亿， 多
层次养老服务需求潜力巨大， 可以说是一个
巨大的朝阳产业。 外国企业能给中国市场带
来怎样的养老理念？ 在老龄化严重的发达国
家， 有哪些热门产品和服务方式值得中国企
业借鉴？

国国外外哪哪些些养养老老方方式式
最最吸吸引引老老人人？？

“泛家庭” 氛围温暖银发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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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老年公寓着重创造“泛家庭” 氛围

■ 日本养老看重提供生活服务产品

■ 民间养老联手志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