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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 20 年，
你将逐渐丧失对生活的主动权！
宁向东

前几天，我去医院看病，排在我前面的是一对母女。母亲
70 多岁的样子，女儿也有 40 多岁。母亲的心脏不太好，心电图
变形得没法看。医生希望她吸半个小时的氧气，然后再做个心
电图，如果明确没有大事了再回家。女儿却希望母亲回家吸氧，
并且说单位只有她一个人，她必须要及时赶回去。医生用纠结
的目光注视了母女半天，最后还是决定留下这对母女。
我望着目光复杂的母亲，也看到女儿匆匆跑去交费的背影，
在想：作为一个老板，没有人会愿意聘用一个经常离岗的职工。
女儿要回去上班，也是她职业化的表现。但是，如果这个女儿
真的把犯了心脏病的母亲单独留在了医院，那她还算是“人”吗？
这些天，我不时地在想，在未来超老龄化的中国，又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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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陷入这样的纠结之中呢。
我在清华教的一门课是“战略管理”，其中的一个内容是
要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因素作分析。我常常对学生说，
未来影响中国人的最大变数是“超老龄社会的来临”。从这个
话题谈下去，我常常劝学生要“珍惜、并且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特别是对于那些 30 岁、40 岁的学生。我说：“现在你还可以做
自己的主人，还可以做生活的主人；而在未来的 10 年或 20 年中，
你将逐渐丧失对于生活的主动权”。
作为老师，我不能说出什么“及时行乐”的话。但是，作
为一个研究者和过来人，我十分清楚未来二十年之后，对于当
下 30 多岁的这代人、以及他们的儿女们，将意味着什么。过度
老龄社会的来临，将会挑战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甚至挑战我
们的伦理。
当你的父母住院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白天上班、晚上陪
床？你请个护工照顾病人（假如你还请得起、请得到），而自
己只是每天过去看一下，是不是不算孝顺？当你的父母已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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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七十，还要去上班工作的时候，你是否应该阻

面对超老龄社会的来临。也许在他们还没有完全

止他们？甚至，你是否还希望你的孩子在经历残

准备好的时候，超老龄社会就悄无声息地把他们

酷的职场竞争同时，带着一腔疲惫，还要为你再

拖进一场完全无法掌控、无法自拔的艰难时世。

多生一个孙子或孙女？

过去，我们到日本旅行，常常会嘲笑端茶

前几天，我和朋友在外吃饭，席间谈起了老

倒水的都是老头老太，而我们哪有那么大年纪

龄化的问题。有一位年轻的朋友在场。他对大家

还在从事服务行业的。然而，最近几年，你是

说，他爸爸和他闲聊时，讲起如果有一天他爸爸

不是觉得中国的保姆也不好找了，并且，保姆

如果没有了意识，不要插管，不要上呼吸机，只

的平均年龄大了，保姆的工资上升得很快。这

希望能有尊严地走掉。他年轻，完全不能理解父

就是信号。因为与很多行业相比，保姆是刚需。

亲的话，而我们这些有点经历的人却不能给他特

保姆不好找了，老了、贵了，就体现了基本的

别清晰的建议。一些朋友赞同他父亲的话，也有

供求关系，而藏在这种关系背后的就是日益老

另外的朋友反驳说还是要救到最后一刻，并讲起

龄化的人口结构。

自己是如何用呼吸机等手段将父亲从死亡线上拉
回的故事。大家各抒己见，莫衷一是。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一个国家或地区
在 60 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 10%，65 岁及以上

中年总是不期而至。我突然意识到，对于多

的人口比例达到 7% 以上，即可被称为老龄化的

数独生子女来说，他们没有直系亲属和他们共同

社会；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 14% 即可称为

2015 年 12 月 9 日，世界银行发布题为《福寿延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的报告，报告中称东亚地区老龄化速度之快历
史罕见，致使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大幅下降，仅中国到 2040 年前将减少 9000 万劳动年龄人口。在短短二三十年间，65 岁及以上人
口在该地区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从 7% 上升至 14%。从 2015 年至 2034 年，东亚地区 65 岁以上人口 5 年平均增速将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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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社会；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超过 20%，则

父母这 4 个人应该多数人都还健在。然后是下一

可以被称为过度老龄社会。

层，我的学生两夫妻，都在 60 岁左右。下面的

从我国最近的两次人口普查的情况看，某些
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大约在五年前就已经进

形成了第四代。

入到老龄社会的阶段，而且，正在以非常快的速

在这个家庭大约 10 个人中，有收入的 7~8

度逼近“过度老龄社会”。我们说的太宏观。随

个人，所以，如果没有大病之类的问题，只要不

便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你也可以用自己家里

在北上广深买房，正常生活应该不是大问题。但

的情况，作个类似的盘算。

是，这个家庭的年龄结构是有很大问题的，人口

我有个学生今年 40 岁。他这一代都是独生

40

两个孩子，30 岁上下，至少有一个应该结婚生子，

学上叫做“赡养比”，大约是四个人要照顾六个人。

子女，夫妻两个人。上面双方父母都健在，60 岁

最理想的，是最上一层 80 岁左右的人没有

左右。再上面有三个老人，80 多岁，但叔伯舅舅

慢性大病，并且生活能够自理，这是不知道几世

众多，大家共同照顾老人。隔代的事情基本不需

修来的福分。如果退而其次，即使有人生病，80

要他们操心，而且，下一代的两个小孩也是父母

岁的这一辈人能够自己解决，或者在别人的简单

帮助带大。

帮助下可以自己解决，这也是家庭之大幸。不过，

现在是 2016 年。我们把时光向后推 20 年，

一般来说，这一层人总会衰老，有一个无法自理

推想一下这个家庭在 2036 年的场景。我们假定

的阶段。如果有一个人生病、卧床，属于需要他

中国人预期的平均寿命是 80 岁，那么，在 2036 年，

人照顾的状态，这个家庭就会比较困难。困难不

学生的家庭结构就变成了最上面一层、父母、岳

仅仅是经济上的，还在于精力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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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6 年，我学生 60 岁，他太太略小一点。

以上的老龄人口，80 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占到三分

正常的状态下是应该还在工作。请注意，我这里

之一。而最难的时候，是老的很老，小的很小，

说的是应该还在工作，是指他们还没有到达退休

且这些需要被照管的人数超过一半。

年龄。将来会有一部分人，虽然没有到退休年龄，

第二，是未富先老，这也是中国老龄化社会

但已经无法工作了。他们需要回到家庭，照顾家

的一个重要特征。几乎家庭中的所有老龄成员都

庭，因为他们无法找到保姆。过去有一句话叫做：

有收入，但就目前的情况看，只有我学生的收入

21 世纪，什么最重要？是人才。这句话不准确，

高一点。其他人在退休后的收入都不足以请得起

应该改成：21 世纪，什么最重要？是阿姨，是保姆。

一个全时的阿姨。

前几天，一位日本留学生告诉我，每年日本

未富先老，是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人口老

返回家庭的辞职人数大约在 10 万人以上，日本目

龄化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是存在互动关系的。当

前的总人口不到 2 亿人。而 20 年后，中国的高

老龄化的水平低于经济发展的水平，老龄化对于

龄人口大约不会少于 3 亿人。所以，我猜，我学

经济发展的后续影响是相对弱一些的；而当老龄

生两夫妻大约在他们 55 岁之后，也许要花很多

化水平超过经济发展的水平，老龄化会严重制约

时间去照顾他们各自的父母，这个阶段也许会持

后续的经济发展。

续 20 年。

所以，我常说，虽然从曲线上看，中国的老

当我的学生无法帮他自己的孩子带孩子的时

龄化阶段很像 20 年前日本的情况，但中国的老

候，他的两个孩子就要和自己的配偶独自带大她

龄社会和日本的老龄社会将不是一回事。“未富

们的孩子，他们同时还要在职场上拼搏。我不知

先老”和“先富后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道这是怎样的挑战。在那个时候，一对年轻夫妻

一般来说，为了保证国家的人口负红利不至

要独自照管两个孩子的情况会比较多见。我的学

于太大，总和生育率应该接近甚至超过 2，也就

生说，他将尽力保证自己的健康，在 60 岁和 70

是说一对夫妇至少应有两个孩子。2000 年，我国

岁的二十年接受挑战，迎接新生命、送别老生命。

的总和生育率低至 1.3，目前仍在 2 以下。

学生说，照管好最上和最下的两代，是他和太太

第三，就是下一代人的生育问题，也就是目

的共同目标。他说，也许会有人把他的时光记录

前 10 岁左右的那一代人的生育问题会变得非常突

下来，写一本《新四世同堂》。我很敬佩他的规

出。如果这一代人不尽早结婚，不尽早生育孩子，

划和献身精神，但我更祝福他在将来的十年，为

则中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会拖上

自己活一下。

很久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这些孩子们早结

一些家庭可能没有这样幸运，处于中间力量
的 60 岁年龄段的人，主要照顾他们的长辈，这样，

婚，早生子，多生子，则他们养育后代的生活压
力会非常大。

也就较难顾得上帮忙带下一代的孩子，孩子们需

也许我太悲观了。中国有句老话，儿孙自有

要自己想办法。也就是说，会出现像我小的时候

儿孙福，但我总觉得这很阿 Q。最近，老听人说

那样，孩子出生三个月之后就会被送去托儿所或

因为科学进步，未来我们都会活到 120 岁。不知

幼儿园，母亲每天要去幼儿园给孩子喂奶，或者

对于将来过度老龄化的中国社会，这到底该算是

干脆吃奶粉。

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老龄化社会的问题，在我学生的家庭里都有
体现。我的学生一家，可以说是这个超老龄社会

雾霾厉害的时候，我就想，这也许是上天用
来对抗科学进步的手段吧……

的一个缩影。
第一，是老龄人口的高龄化人群比例过大。

（本文转载自宁向东老师的个人微信公众号

以我学生的家庭为例，有一半以上的人是 60 岁

《课外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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