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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根據全國老齡委的統計，截至去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
口約有1.9億，佔總人口的14%。明年，這一數字將突破2億，預計到2050年老
年人口將達到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隨着老齡化速度的加快，中國養老領域存在
的很多問題也隨之凸顯。越來越多的家庭面臨去哪裡養老、如何讓老人安享晚年
的難題。

滬中老年人興起整形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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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首次參加老年合唱節
【本報記者宋少鐸福州二十二日電】22日，以 「永遠的

輝煌」為主題的第十四屆中國老年合唱節在福州開幕。經全
國各省市區選拔推薦，有 67 個老年合唱團隊，合計約 3000
人參加本屆老年合唱節。香港、台灣地區也首次派團參加。

此次合唱節是歷屆規模最大、涵蓋面最廣的老年合唱節
。香港僑友社合唱團和台灣的澎湖文化局合唱團、金門縣合
唱團屆時都將參加第十四屆中國合唱節，與大陸合唱團隊切
磋技藝、相互交流。

這項全國性的老年文化活動凝聚了大量老年群眾，豐富
和活躍了老年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有力促進了老年群眾歌
詠活動的開展，充分體現了 「永遠輝煌」的主題，受到了全
國老年群眾的熱烈歡迎。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二十二日電】在國人收入
水平及生活品質提高的背景下，整容已不再是年輕人
的專利。在上海，一些渴望留住 「青春尾巴」的中老
年人，已衝破了傳統的思維桎梏，走進了整容醫院，
成為上海美容圈中的新生力量。

「中老年人來醫院諮詢或預約整容項目時，並不
會遮遮掩掩，他們對整容的看法也比較中肯，希望通
過整容讓自己煥發新生。」上海伊萊美醫療美容醫院
的工作人員張立新說。

上海時光整形外科醫院此前發布的數據稱，今年
國慶長假，來醫院整形的人數較往年略有上升，中老
年人正成為新力量。該院負責人表示，就長假整容的
年齡構成看，50 歲以上人群佔預約整容總量的 3.8%
，其中有近四成為男性，男性中40至55歲人群佔了
較大比重。

中老年人整容為婚姻
在上海整容整形業者眼中，中老年人整形美容已

不再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新鮮事兒，尤其是女性，她們
或出於婚姻問題，或出於提升生活品質，甚至是增強
個人職場競爭力，而考慮整容整形。

張立新告訴記者，今年來醫院諮詢或接受整容整
形的中老年人數，較去年約增長一成左右，就性別構

成看，女性仍是中老年整容的主力。他補充說，女性
中老年人群對待整容整形的態度較男性更積極，其選
擇的整容項目也更廣泛， 「為年輕化，女性中老年朋
友多選擇抗衰老項目，包括臉型修飾、除皺等，當然
也有個別中老年女性選擇隆胸。」

80歲老太太欲隆胸
「35 至45 歲區間內的群體，仍是當下整容人群

的主力，就中年女性看，隆胸和抗衰老是她們最迫切
的整容整形項目，部分接受上述項目的中老年女性，
希望通過手術，留住丈夫的心。」張立新透露，院方
也曾接待過一個較極端的案例，一名 80 歲的上海老
太太，對方提出要做隆胸手術，並稱 「年輕時社會輿
論壓力不容許整形，並且醫療條件也未達到要求，如
今時代開放了孩子們也支持，因此希望諮詢一下」。
他補充說，由於隆胸手術需要 「全身麻醉」，處於
安全考慮，醫院最終並未建議老太太做這樣的大手
術， 「50 歲以上人群，我們通常不建議她們選擇
『全身麻醉類』的手術，醫生們通常會給予她們注

射手術」。
較之女性中老年整形美容者，男性對整形的看法

仍較保守，大多數男性選擇的整形項目也僅局限在植
髮及植眉等項目。張立新坦言，45 歲以上女性更多

傾向於除皺項目，而同年齡段的男性中，多數人青睞
植髮，也有少數人希望接受 「除眼袋」的項目， 「不
少事業有成的中老年男性，因工作壓力過大，而早早
出現了脫髮的現象，為擺脫 『霸王謝頂』的窘境他們
會來醫院諮詢植髮，醫院會按照其脫髮程度，進行相
應的治療」。

男性鍾情植髮 女性熱衷抗老

▲整容醫院近年來接待了相當一部分中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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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省瀋陽市 74 歲的空巢老人宋敬
文近來變得很忙碌，每天打球、打撲克、
下棋，甚至還會不定期接受專業人員的心
理諮詢。這些變化，緣於她所在大東區政
府今年初成立的 「老人日間照料站」。一
批像她一樣的空巢老人得到關照和呵護，
逐漸擺脫了孤寂感。

今天是中國的重陽節。在老年人中存
在一個空巢老人群體，空巢老人一般是指
子女離家後的中老年夫婦。隨着中國社會
老齡化程度的加深，空巢老人越來越多，
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

遼寧省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最近編
制完成的《遼寧省 2011 年老年人口信息
和老齡事業發展狀況報告》顯示：去年，
全省空巢老人較前年增加 74 萬人，達到
304萬人。

瀋陽市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
張亞權告訴記者，空巢老人多數過着 「出
門一把鎖，進門一盞燈」的寂寥生活，他
們最需要三大保障，包括生活保障、醫護
保障和精神保障。

在空巢老人當中，因不堪孤獨煎熬而
自殺的例子屢屢出現。

中國醫科大學盛京醫院心理門診教授
王旭梅表示，發生在老年人身上的這種悲
劇，屬於典型的老人心理感冒，又稱心理
抑鬱症，但是，人們對它缺乏認識，並不
認為老人心理問題是疾病。 「人們往往只
關注他們的物質生活，很少與他們進行心
理溝通，對空巢老人來說，這種心靈孤獨
感、空巢感更加突出，他們也更需要精神
慰藉。」

面對空巢老人的日漸增多以及他們需
求的相關保障，中國各級政府尤其是老年

人工作部門一直在尋求解決良策。張亞權說，以瀋陽為
例，已經逐步探索出 「有償＋無償」的養老服務新
模式。

據悉，從 2005 年起，瀋陽市政府每年都要拿出數
百個公益性崗位，安排一批下崗大嫂、大叔等人員上門
為空巢老人服務。同時， 「小手牽大手」、 「愛心對講
電話」等活動持續推出， 「老人日間照料站」等機構設
立，這些舉措不僅令空巢老人減少了孤獨感，更重要的
是建立了與他們定期、定時聯繫的制度，避免了空巢老
人發生緊急情況時無人在場的不幸。

遼寧社科院研究員侯小豐認為，空巢老人的現狀有
喜有憂。憂的是在他們中還存在自殺、自殘現象，喜的
是社會各界越來越重視該群體的權益問題，各方竭盡所
能，為他們提供必要保障。

「當關懷、呵護春風般輕拂過來時，空巢也變得不
再那麼淒涼了。」她說，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新華社）

據新華社報道：北京老人王淑芬（化名）四
年前入住了一所毗鄰大醫院的民辦養老院，希望
減輕子女的負擔。然而經過幾輪漲價，每月6千多
元的總費用讓她開始重新考慮自己的養老方式。

高消費VS排長隊
「現在一張床位已經漲到了2800元；再加上

伙食費 600，護工費 2500，奶費 200 元……我自
己的退休金遠遠不夠，還要兒女補貼。」王淑芬說。

除了費用高，養老院的伙食也讓王淑芬萌生
去意。 「為了照顧沒牙老人，所有飯菜都煮得稀
爛，只能指望兒女每周來看望時帶些好吃的」。

王淑芬渴望能進入一家價廉物美的公立養老
院，卻被告知需要排隊等候很多年。

王心（化名）的母親幾年前入住了北京朝陽
區寸草春暉養老院，15平米的雙人間配有傢具、
電視、空調和衛生間。由於她屬於失能老人，每
月的各項費用高達7千多元。

該養老院是朝陽區社區養老院的樣板工程，

也是朝陽區第一家專業護理型養老院，雖然環境
良好，服務也不錯，但高額的費用也把工薪階層
的老人擋在了門外。

據悉，北京最好的公辦養老院北京第一社會
福利院，目前已有9千多人排隊候位。而在公立
的北京第五社會福利院，十多層高的大樓也已住
滿了老人。

民營機構舉步維艱
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們觀念的轉變，很

多家庭逐漸拋棄了在家養老為孝的舊傳統，為老
人選擇設施、環境相對較好的養老院養老，許多
老人由於子女工作生活繁忙、出國不在身邊無人
照顧，也主動要求到養老院安度晚年。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認為，養老
院應當成為老年人，特別是失能老人，最合適的
養老場所。

中國社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所研究員、社
會保障研究室主任張展新認為，公辦養老院排不

上隊等問題反映出中國養老服務供求的矛盾。當
前，由於立法和政策制定滯後，民間資本投資積
極性不高，而公辦養老機構受益於政策優惠，但
數量十分有限，最終導致公辦養老院供不應求、
民辦養老發展不起來。

2009年，北京市民政局等部門曾提出 「9064
」養老服務模式，即到2020年90%的老年人在社
會化服務協助下通過家庭照顧養老，6%的老年人
通過政府購買社區照顧服務養老，4%的老年人入
住養老服務機構集中養老。

張展新表示，政府部門應該制訂規劃和政策
，做好服務和監督，借鑒國際經驗，發展適合中
國國情的投資多元化的養老機構。另外，政府需
要制訂社會養老服務機構的運營管理條例，形成
有利於民辦養老事業發展的制度環境，把公共政
策與市場機制有機結合起來。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老年學研究所
所長杜鵬認為，「政府需要完善民辦養老機構的管
理體制，包括投入和補貼機制等，提高民辦養老
院的服務水準，規範民辦養老機構的人員管理」。

【本報訊】據中新社鄭州二十二日消息：軍用水
壺還是那個綠，搪瓷缸是老媽的最愛，千層底布鞋給
老爸散步穿……剛剛過去的這個周末，河南鄭州的古
玩市場十分熱火，不少內地 「80 後」淘得六七十年
代流行的 「古董」送爸媽，為 23 日的重陽節獻上一
份心意。

重陽節又稱 「老人節」，除了帶父母登高、賞菊
、品美食，送父母一份禮物也是這個節日裡的 「重頭
戲」。

21 日，在鄭州市一古玩市場，31 歲的沈越彬看
到一款帶有指南針的軍用水壺後當即付款， 「如今父
母什麼也不缺，希望這個 『古董』能讓爸媽重溫年輕
時的美好。」

沈越彬說，65歲的老爸在軍隊度過了18年的青
春歲月，如今雖已是古稀老人，但在生活中還是會時
不時流露出軍旅情結。 「這款水壺和三十年前的款式
一模一樣，老爸肯定喜歡。」沈越彬笑言，老爸帶上
它出門，肯定能找回當年在軍隊的感覺。

「去年花了我半個月的薪水給爸媽買了保健品和
衣服，卻換來他們 『禮節性』的高興。」29 歲的李
彥潔為媽媽選購了一個印有 「我運動我健康」的搪瓷
水缸。她說，在媽媽的記憶中，兒時一直用這種茶缸
喝水， 「希望這個 『土玩意兒』能讓媽媽喜歡。」

一項來自網絡 「父母最愛孩子買什麼禮物」的調
查顯示，大部分老人懷念盛行於七十年代的千層底布
鞋、雪花膏、黃底綠邊的洋瓷碗等。

66 歲的高玉銀老人對老式護膚品至今讚賞有加
： 「老牌的護膚品在包裝上不及當下流行的時尚，但
卻透着經典的韻味。」

「事實上，兒子每次過節買的衣服和保健品，我
們並不喜歡。」64 歲的劉翰祥對 「送 『古董』咋樣
」的問題直言， 「其實老年人更想 『穿越』，能用上
年輕時用過的東西，是對美好記憶的重溫。」

「老人最愛懷舊，這是一種 『回歸心理』，即迷
戀過去，喜歡沉浸於過去的回憶及某些物品中。」70
歲的退休教師孫繼如表示，老人懷舊是人之常情，擁
有幾個老物件，可以給晚年的生活增添一些詩意和色
彩。

在走訪中記者還得知，除了精心準備禮物外，還
有不少的 80 後要在重陽節當天帶父母去知青村、地
鍋村等懷舊飯店品嘗「過去的滋味」。周口市 30 歲的
趙陽說，他的母親就是在上山下鄉的特殊年代插隊到
當地的。 「母親常說，如今生活條件太好了，什麼都
能吃到，但任何一種食物都沒有當年的地鍋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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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後淘古董作重陽禮

22日，20多位老人住進河北省邯鄲市肥鄉縣東杜堡
村新建成的幸福院。今年 2 月，河北省總工會駐村工作
組來到該村，在走訪中得知該村急需一座養老院，經多
方協調，籌資80多萬元蓋起了新幸福院，解決了村民的
燃眉之急。在新幸福院裡，除寬敞明亮的臥室外，圖書
室、衛生室、洗浴室、菜園等設施也一應俱全。 新華社

鄉村老人入住幸福院鄉村老人入住幸福院

重陽節前夕，吉林圖們市公安邊防大隊民警帶着朝
鮮族第二小學的孩子們來到圖們市敬老院，為老人們表
演文藝節目、陪老人嘮家常、給老人洗腳，以此表達孩
子對老年人的尊敬，同時送去節日祝福。 新華社

童心暖夕陽童心暖夕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