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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

聊健康
根据联合国老龄化的相关标准，一个地区 60 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 10%，或者 65 岁老人占总人口的 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
会”；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 14%，则进入“老龄社会”；比例达 20%，则进入“超老龄社会”。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发展中国家科学
院院士郑晓瑛认为，按照该标准，中国从 1999 年起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速度逐步加快。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老年人口高龄趋势和失能问题日渐加剧，老年慢性病覆盖人群逐渐扩大。预计到 2050 年，我国 60 岁及
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增至 4.9 亿人，占总人口的 36.5%；85 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 5315 万人，占总体老年人口的 10.8%；部分失能和完全失
能的老年人将达到 9750 万人，占总体老年人口的 19.84%。从慢病和残疾来看，到 205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慢性病病例数也将增至 3
亿人左右，残障老年人将增至 2470 万人。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还面临着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面对日益庞大的老年人口群体，尤其
是高龄、患病和残疾失能老年人口，如何有效整合健康服务资源、提供健康友好环境，积极促进他们健康老化、提高他们的生命质量，成为我国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中的重大挑战。

健康老龄化不只是维护个体老年时期的健康状态，而是
维护生命全周期的健康状态。
健康老龄化的实现是一项战略性、全局性的综合系统工
程，应充分调动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和包括个人在内的各
方力量，形成全民参与、积极应对的新局面。

邹晓菁

上，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介绍，
我国目前约有 90%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医养
结合服务的重点还是居家和社区，国家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每年会为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

①

免费的健康管理和健康体检服务。
居家养老是以家庭为单位对老人进行赡养，

②

③

满足老年人的生活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北京
积水潭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张萍看
来，受传统观念及经济条件的影响，很多老年人更

① 在杭州老年生活博览会上，杭州一家医疗
机构的工作人员（左）在展会现场为老年人进行眼
科义诊。
新华社发
②在山东省博兴县吕艺镇老年公寓医养康复
中心，医护人员指导农村老人利用专业器械进行
康复锻炼。
陈彬摄/光明图片

愿意在家中颐养天年，但居家养老有诸多需注意
的问题，老人和家属都要具备一定的疾病预防和
身体养护知识，方能让老年人健康老化。

③安徽省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生为龙山路
街道荣升社区的老年人检查口腔健康。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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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老年人健康要做到预防先行

“身体健康是安享晚年的
基础，越是健康的老人，在家
养老可能遇到的问题就越
少。”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老年医学科工作 7年的主治医
师刘婵认为，老年人免疫力
低、抵抗力弱，是感染性疾病
发病和很多重症疾病的高危
人群。
“ 健康的老年人懂得预
防疾病，不要得了病才去医
院，
不然容易陷入
‘只治不防、
越治越忙’
的怪圈。
”
这是刘婵
工作多年后的感悟。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
中心首席专家王华庆也认为，
保障老年人的健康要做到预
防先行，
其中接种疫苗是有效
的疾病预防措施。
“ 过去我们
打疫苗，
尤其是免疫规划疫苗
应用的对象主要是儿童。”王
华庆解释，如今老龄化加剧，
老年人的疾病对个体生活质
量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
大，
随着科技发展、
新疫苗不断
研发成功，
疫苗作用应覆盖整
个生命周期，
尤其是老年人。
哪些疫苗适合老年人接
种呢？刘婵认为老年人和小
朋友在疫苗选择上不一样，
小
朋友是张白纸，
而老年人已经
产生多种抗体。
“ 我建议老年
人根据自身情况尽早接种流
感疫苗、
肺炎球菌疫苗和重组
带状疱疹疫苗来预防中老年
人最常见的几类感染性疾
病。
”
刘婵说，
接种流感疫苗不
只是为了不得流感，
更可有效
减轻或防止相关并发症。如
流感就很容易合并中耳炎等
病症和一些慢性病，
接种流感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这些并发
症的发生，
降低死亡率。
谈及老年人接种疫苗的
必要性，
刘婵以带状疱疹疫苗

为例解释：
“ 老年人是带状疱
疹的发病高风险人群，
对于带
状疱疹老年病人来说，
最麻烦
的是皮疹愈合后的后遗神经
痛，
很多人病痛可能延续一到
三个月，
甚至数年。这不只折
磨病人，
还会给病人家属带来
很重的精神负担。而且目前
后遗神经痛的治疗效果不
好。所以老年人最好提前接
种疫苗，
尽量不要得这个病。
”
定期体检也是老年人预
防疾病的关键一环。刘婵建
议老年人每年进行一次全面
体检，
她还特别提醒说：
“年龄
大的女性每年体检都要做
HPV 和 TCT 的检查，如果出
现 HPV阳性而 TCT阴性的情
况，
还要再做一个阴道镜的检
查。”她还建议老年人要注意
每年的肿瘤筛查，
最好隔年做
一次胃肠镜检查。
“ 一次高质
量的胃肠镜检查，
可以预防五
年内早期结肠癌的发生。
”
此外，
一些老年综合征也
可以预防。
“ 老年综合征是指
随着年龄增长，
老年人特有的
一些疾病。老年疾病以预防
为主，
预防的目的是尽量不得
病，
或推迟疾病发生。
”
张萍举
例说，
“ 老年跌倒是老年综合
征的一种，
很多老年人患上骨
质疏松，一摔跤可能就骨折
了，一骨折就需要手术治疗，
不能手术的采取保守治疗更
糟糕，需要卧床，并发症及死
亡率都很高。
”
在张萍看来，
预
防跌倒对所有老年人都很重
要。在居家环境上要特别注
意，
“ 我们病房里很多骨折老
人就是被家里卷边地毯、
横拉
电线等绊了一跤，摔成骨折。
一定要安排好老人的居家环
境。
”
张萍强调。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各乡镇医疗机构组织医务人员到
乡村开展健康体检志愿服务。
廖海金摄/光明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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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年人患有三种以上慢性疾病或服用
三类以上的药物一定要找老年科就诊，
咨询评估一下用药是否合理。
”
“要做好健康管理，
光靠老年人自己 患者其实吞咽功能已经很不好了，吃饭
“老年医学主要是研究预防和治疗
是不行的。”张萍建议，老年人不要停留 很慢 ，但家属和老人自己也没特别在 老年疾病 ，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科
在得什么病就看什么病的阶段，而要在 意。结果昨天喂了饭以后，老人一直高 学。我们的原则是让老年人‘老而不
身体发生一些不适先兆症状时就及时到 烧不退。今早来到医院就诊，我们从她 病，病而不残，残而不废’。”张萍说，
“老
老年科就诊，让医生为自己做一个健康 的肺里吸出很多鸡蛋。原来老人昨天吃 年人做好对自己的健康管理，尽量不生
评估或及时检查。
的饭都咽到气管里了。这就是常说的： 病或晚生病，生病了也尽量避免残疾。
老年人的健康评估和及时检查之 吸入性肺炎。”范斌说，老年人发生吞咽 如通过预防尽量让老年人推迟患骨质
所以重要 ，是由老年疾病的特征决定 缓慢的征兆时可以来医院做个评估，如 疏松，一旦髋部骨折瘫在床上，那生命
的。
“不同于年轻人患病后的反应，老年 果医生认为患者已经发生吞咽功能失 很可能时日无多，因为很容易并发血栓
病的特点之一是起病特别隐匿，
不典型， 能，
应加强吞咽功能训练，
必要时建议患 等其他致命疾病。有人称其为人生的
且不易被识别。
”
张萍举例道，
“年轻人急 者加个胃管，
避免食物进入气管。
最后一次骨折。”现在北京积水潭医院
性心肌梗死会发生心前区疼痛，而有些
此外，
老年人往往是多病共存，
如何 老年科会为老年髋部骨折患者进行围
老年人的表现可能只是不想吃饭、四肢 科学用药也需要听从医生指导。
“多病共 手术期评估，保证患者的老年病稳定下
冰冷等，医院检查才发现是心肌梗死。” 存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老年人吃的药 来，尽快进行手术，减少残疾。
“ 以前 80
张萍提示，当老年人说不清楚自己患什 都很多，
每种病都有一把药，
也就是常说 岁的老人骨折了很可能就没法进行手
么病且感觉不舒服时，家属不要忽视老 的‘老年人多重用药问题’，几种药之间 术了，现在我们会为老年患者进行一站
人的主诉。很多没太在意的征兆，可能 很可能会有相互作用。
”
张萍说，
“还有的 式的围手术期管理，稳定病情，尽快手
就是疾病发生的信号。
老年人高血压，
来医院开了药，
但可能过 术，尽早康复。100 岁的老人骨折后也
北京积水潭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 了几天又被亲戚朋友推荐了一款降压 可能及时进行手术，这样骨折后不留残
治医师范斌刚刚收治的一个老年失能患 药，
于是他也买了吃，
两种降压药混在一 疾，生命质量就有了保障。当然，后续
者，就是因为没有在发生相关征兆后做 起吃，
血压一下子就特别低了，
很可能就 抗骨质疏松治疗也非常重要，可以减少
好健康评估，而让老人“遭了罪”“
。这位 会眩晕跌倒，这种属于用药不当。所以 再次骨折。
”
张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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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应及时去医院做健康评估

实老人需要得到家人更多关注。
刘婵认为精神治疗对老年人疾病
的治愈非常重要，因为老年人患病后往
分析了一个病例，
“ 我们前几天收治的 往会变得非常敏感。除了利用一些药
一个老人，半夜上厕所摔倒了，摔倒后 物帮助病中老人舒缓情绪，她还会经常
站不起来，喊老伴儿，可老伴儿耳背听 告诉老人能自理就自理，
“ 不要总觉得
不见。等到天亮了，老伴儿看见她，就 自己是个病人。能自己吃饭就自己吃，
说给孩子打电话。但她说九点孩子刚 能自己穿衣就自己穿，患病了也要自己
上班，先别打电话了，于是拖到中午才 尊重自己。不要赖在床上，要多出去看
给孩子打电话，等孩子把她送到医院， 看大自然。积极的心态也是病愈的一
她的半边身子因为长时间不动都压破 剂良药，也能让老人更健康地老去。”心
了。”张萍说，很多老年人就是这样，总 理上还愿意自理的老人，病愈的可能性
怕给孩子添麻烦 ，小病酿成大病。其 就更大，
这是刘婵多年的经验。

3 积极的心态也是病愈的一剂良药
“ 要 服 老 。”这 是 范 斌 对 老 年 人 的
劝告。
“老年人要从心理上认识到自己
已经进入衰老的状态。根据我们的
经验和研究 ，人类衰老不是一个平缓
的过程，而是断崖式的。有些老人 80
岁时还能爬五层楼，但 81 岁可能很多
身体机能一下子就不行了。”范斌说。
“很多老年人总是怕给孩子添麻
烦，得病了不敢及时告诉孩子。”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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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居家保养的误区和建议

链接

讲述人：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主治医生

刘婵

衣

误区：捂得越厚就越不容易生病。
建议：应该适当穿衣，根据天气适当增减衣物，穿吸汗的衣服。出汗容易
着凉，着凉时人免疫力下降，容易受细菌病毒攻击。

食

误区：天天喝稀饭喝汤对身体好。
建议：血糖不稳定的老年人尽量不喝稀饭和汤，老人如果一直喝稀饭喝
汤，发生血糖异常后很难控制；应丰富饮食加强营养，以优质蛋白为主，多进食
蔬菜水果；注意牙齿保养。

住

误区：只注重保暖。
建议：勤开窗、多通风。

行

误区：为了锻炼身体经常登山爬楼。
建议：多做柔和的有氧运动，少做登山等对膝关节磨损较大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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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瑛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
是，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
应良好和道德健康四个方面皆健
全。著名印度经济学家 Sen 进一步
对健康的概念进行了扩充，提出要
从“人的可行能力”和“自由看待发
展”的视角去认识健康。在该视角
下，
健康被看作人最重要的一种
“可
行能力”以及非常基本的自由。而
这正体现了健康的内在价值。健康
作为一种人力资本、一种社会资源
和一种人类福祉，也是个人生活和
社会发展的直接追求目标。
在当今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
健康不仅关系老年人的利益，同时
也关系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深刻
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学者提
出，人的健康要素可以产生促进社
会经济增长的“人口健康红利”，提
高个人和家庭的幸福水平，减少医
药与医疗费支出，降低社会保障支
出压力，减少贫困，提高学习、工作
与生活质量与效率，提高劳动力资
源的质量和有效性，促进相关产业
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
创新力，提高经济总需求水平。同
时人民健康水平对社会技术创新
与产业结构调整等诸多方面有重
要影响。
随着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高，体力因素在社会劳动生产中的
重要性逐渐被稀释。这让老年人
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体能劣势逐渐
消弭，相反，老年人有着丰富的生
产经验、掌握着先进的技术和丰富
的科学知识，这些要素在现代化的
社会生产过程中将转化成优势，发
挥越发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层面
上，健康老年人作为社会劳动力资
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足以体现老年
人的经济价值。
经济价值不但体现在生产性
的劳动中，也体现在文化性的劳动
中。老年人从事的科学文化活动，
科技咨询、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也
可以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北京
大学亚太经合组织健康科学研究
院（HeSAY）的基础研究报告表明，
健康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后，国民
储蓄率将得到提升，即社会经济增
长潜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而这
种经济增长潜力的提升由老龄健
康的因素产生，因此可归结为经济
增长中的
“老龄健康红利”
。
除了经济价值之外，老年人积
极参与社会文化生活还产生了可
观的社会价值，比如，老年人作为
家庭的核心纽带在社会稳定和发
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一部分
价值难以被测量，往往被忽略了。
此外，健康作为人类发展的最重要
福祉，是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追求
的永恒主题。健康老龄化的推进
与 实 现 ，人 群 整 体 健 康 水 平 的 提
升，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指标能够衡
量 的 ，老 年 人 是 社 会 发 展 的 受 益
者，同时也应该是社会的积极参与
者和贡献者。
老龄化从本质上讲，没有好坏
之分，老龄化问题也绝不是老年人
本身的问题，人口老龄化是生产力
提高和社会发展自然转变的结果，
可以看成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
重 要 标 志 。 所 谓 老 龄 社 会 的“ 问
题”或“挑战”不完全来自于老年人
或者老龄化本身，更多源于变化了
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现行社会经济
架构之间的不匹配所产生的矛盾，
因而需要社会治理理念和公共政
策的调整乃至重构来适应。在社
会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可
以从两个方面实现健康老龄化的
路径规划。
一是立足人的生命历程角度
把握老龄化规律。
从时间维度看，健康老龄化体
现了一种贯穿生命始终的健康加
权过程，个体的老龄化也是伴随全
生命周期的持续过程。同样，健康
老龄化不只是维护个体老年时期
的健康状态，而是维护生命全周期
的健康状态。正因如此，积极倡导
并践行“0 岁防老”工程，健康干预
前移到婴儿期甚至胚胎期，以求实
现全生命周期的健康老龄化。根
据生命历程理论，在每一个生命阶
段，人们应当发展与这一阶段相适
应 的 健 康 行 为 习 惯 、健 康 身 体 素
质 、健 康 知 识 素 养 与 健 康 维 护 功
能，如果个体未能在特定生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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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特定健康任务，那么他未来的
健康状况将受制于以往的健康负
债。因此，老年时期的健康状态是
其生命历程中不同年龄阶段健康
存量不断累积和消耗的结果，只有
从全生命周期角度出发，将个体和
群体发展的各个阶段整体考虑，才
能夯实健康老龄化的政策基础。
二是以整体“协同治理”理念
推进实现健康老龄化。
老年健康促进不是单一个体或
者主体所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整
合政府、
社会组织、
个人等多元主体
为老年人提供多维度、全方位的健
康支持，从而有效改善老年人的健
康质量。具体来说，需要社会、行
业/市场、
个人协同促进；
个人行为、
国家政策、
社会环境协同治理；
政府
机关、医疗机构、社会组织协同配
合。健康老龄化的实现是一项战略
性、
全局性的综合系统工程，
应充分
调动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和包括
个人在内的各方力量，形成全民参
与、
积极应对的新局面，
才能真正有
效推动健康老龄化进程。
因此，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
手，
促进中国健康老龄化。
第一，要明确以健康中国战略
为指导，强化健康老龄化支撑保障
体系，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为我
国健康老龄化树立了目标，指明了
方向。进一步推进实现健康老龄
化，需要首先建立国家层面的强大
战略支撑保障体系，建立同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
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法律法规体系。
第二，以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
为 抓 手 ，助 力 健 康 老 龄 化 实 现 进
程，针对老年人的特殊需求，要不
断加强相关药品的研发与供给，鼓
励创新，结合疾病领域的供给短板
加强重点领域新药和技术手段的
研发。同时要加快老年康复辅器
具和适老化产品产业的发展，进一
步发挥中医药技术在实现健康老
龄化中的优势作用。
第三，以提高老年生活质量与
福祉为目标，优化社会资源的利用
与配置。从生命历程角度，加大对
生命早年和围老年期的健康投资，
扩大人群健康储量，整合资源，加
强老年健康投入，进一步提高老年
健康服务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关注
老年残疾和慢病人口，积极建立阻
断病-残转归的干预机制，在老年
服务方面，要加大力度培养长期照
护等老年健康服务人才，建立可持
续、
可负担的筹资机制。
第 四 ，重 视 老 年 人 的 健 康 价
值，营造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经济
建设的良好环境，我国有一半的老
年人为低龄老年人，完全有能力从
事经济生产活动，如何营造老年人
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建设的良好环
境，实现老年人价值转换，显得尤
为重要。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
授、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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