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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的发展性分析

———基于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１０年全国老年人跟踪调查数据

田钰燕１，包学雄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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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有一半以上的老年人都生活在农村。他们的生活状况与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利用２００６
年和２０１０年全国老年跟踪调查数据，从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等方面探讨这
两次调查中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的政策建议：即建立经

济收入保障制度，巩固和加强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农村社区卫生服务；重视老年

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鼓励和支持他们的社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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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有一半以上老年人都生活在农村。
随着农村人口向老龄化、高龄化、病残化和空巢

化［１］发展，农村将面临着比城镇更大的养老压

力，养老的形势也将更严峻。按照马斯洛的需要

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可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爱和归属感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也涵盖这些内容。具体来

说，它包括吃、穿、住、行、医疗卫生保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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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参与、精神慰藉、文化体育娱乐等内容。近年

来，国家通过出台 《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的通知》 《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

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和 《国务

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

等农村养老保障政策来促进农村养老事业的发展，

以尽可能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但农村老

年人的养老需求是否都已经得到满足？满足程度

如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到农村老年人的生

活状况。老年人生活状况好坏直接关系到他们对

生活满意度的评价，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养老质量。

刘同昌从青岛市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来源、收

入水平、赡养情况、日常生活状况、健康和医疗

状况、生活照料状况和家庭关系等方面调查分析

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认为我国老龄工作的

重点应放在农村［２］。鲁克荣从安徽农村老年人的

收入来源、收入水平、赡养状况、日常生活状况、

健康状况、医疗状况和生活照料状况等方面调查

分析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并提出逐步建立

农村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发展农村社区福利和

社区服务事业［３］。杨颖通过对西部一些偏远农村

老年人生活状况的考察和分析，认为要改善经济

欠发达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较低的状况，需要在

经济发展、文化教育领域、普法宣传等方面多做

工作［４］。张玲等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山东省农村老

年人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并进一步分析影响

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的主要原因［５］。韩梅等从居

住方式、经济状况、医疗状况、闲暇活动、养老

方式和养老观念几个方面调查分析了农村老年人

的生活状况，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我国农村养老

模式的现状与发展趋势［６］。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主要侧重通

过某地区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的调查和分析，提

出解决对策。尽管可能是全国农村老年人生活状

况的缩影，但是从学术严谨的角度考虑，这些地

区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是否具有典型性还需要

进一步论证。而目前只有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组织实施的三次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

是国家统计局批准的、唯一的部门老年人状况科

学调查［７］，并且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农村老年人

生活状况的发展情况。其中第一次是在２０００年进
行的 《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

第二次是在２００６年进行的 《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

况追踪调查》，第三次是在２０１０年进行的 《中国

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因此，本文在已

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对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１０年
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进行比较分析，希望对研究

分析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变化状况和制定

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一、数据来源

生活状况分为物质生活状况和精神文化生活

状况。物质生活，主要是指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来

源、居住环境、照料情况、医疗保障等方面；精

神文化生活，主要是指农村老年人是否感到孤独、

对生活状况的满意情况、是否参加文化体育娱乐

活动等。因此，从涵盖全面、分析简便和突出重

点的角度出发，本文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提出的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等五个方面分析

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具体数据来自 《２００６年
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分析》［８］ （以

下简称２００６年调查）和 《２０１０年中国城乡老年人
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分析》［７］ （以下简称２０１０年调
查），或直接引用或间接计算而得。

二、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的比较分析

（一）老有所养的比较

在此，把老有所养理解为对老年人的经济供

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９］。对农村老

年人的经济供养的比较主要从老年人经济保障自

评、为生活费来源担心情况和收入支出情况分析。

老年人经济保障自评，如表１所示。２０１０年农村
老年人认为自己经济上没有保障较２００６年增加了
８个百分点，增幅相当明显，并且有３８５％的老
年人认为自己经济困难。在农村，老年人养老的

主要生活来源包括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家庭

其他成员的供养、最低生活保障金等收入。２００６
年调查和２０１０年调查的数据显示，农村大部分老
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劳动收入和家庭其他成员

的供养。例如，２０１０年农村有５２９％的老年人还
在从事农活、务工和做生意。由于老年人从事农

林牧副渔业、打工、做生意等受到年龄、身体健

康状况的制约以及家庭成员的供养受制于家庭成

员的经济状况和孝顺情况，所以农村老年人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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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收入和家庭其他成员的供养进行养老具有不

稳定性。在调查农村老年人是否担心没有生活费

来源时，２０１０年农村老年人担心 （指比较担心和

非常担心）生活费来源比２００６年提高了１０个百
分点 （表 ２）。从农村老年人收入支出情况看，
２００６年农村老年人平均年现金收入为 ２９７０元，
支出为 ２６９１元，结余 ２７９元；２０１０年分别为
４７５６元，４７５９元，亏空３元。这说明虽然４年来
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有改善，但是结余现金额

在不断减少，甚至略有亏空。

表１　经济上有保障状况调查 单位：％

项目 没有保障 有保障 合计

２００６ ４８ ５２ １００
２０１０ ５６ ４４ １００

表２　是否担心没有生活费来源 单位：％

项目
毫不

担心

不太

担心
一般

比较

担心

非常

担心
合计

２００６ ２３ ２６ １０ ２６ １５ １００
２０１０ １７ ２３ ９ ２９ ２２ １００

根据生活自理障碍程度，农村老年人可分为

生活能完全自理、部分能够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

如表３所示。２０１０年生活部分能自理和完全不能
自理的农村老年人达到 ２６３％，比 ２００６年提高
了５３个百分点。

表３　生活自理能力状况调查 单位：％

项目 完全能自理 部分能自理 完全不能自理 合计

２００６ ７９０ １４１ ６９ １００
２０１０ ７３７ １８６ ７７ １００

农村老年人中认为自己日常生活需要照料从

２００６年的 ９３％提高到 ２０１０年的 １４４％。其中
８０周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需求增幅较为明显，从
２００６年 ３０４％增加到 ３９９％。在对农村老年人
主要照料者状况调查时，２００６年和 ２０１０年都无
明显变化，主要照料者包括配偶、儿子、儿媳和

女儿，并且８０％以上农村老年人都不愿意入住养
老机构。这说明对农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主

要还是来自家庭其他成员的照顾，很少会通过市

场 （如保姆、养老机构等）购买对老年人照顾的

服务。并且随着子女数减少、家庭规模小型化以

及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农村越来越多的老

年人担心需要时没人照料，２０１０年这一比例达到
４６％。老年人家庭设施的现代化既体现他 （她）

们生活条件的优越性又说明其日常起居的便利程

度［９］。在生活设施方面，２００６年农村老年人家中
拥有自来水情况与 ２０１０年基本相同，都达到
５８％。与２００６年相比，农村老年人家中拥有厕所
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在拥有燃气／天然气和暖气
方面，２０１０年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在家用电器
方面，２０１０年农村老年人家中拥有电话、电视
机、洗衣机、手机、电风扇、空调、电脑、电冰

箱、微波炉、热水器和电暖器的比例与２００６年相
比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增幅较为明显的是

手机和电视机。从总体情况看，虽然２０１０年农村
老年人家中拥有生活设施和家用电器的情况都有

所改善，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另一组数据：农村有

４２％的老年人家中没有自来水；７５％的老年人家
中没有室内厕所，并且大部分老年人家中没有洗

衣机、电冰箱和热水器。可见在农村老年人家中，

生活设施还不够完善，家用电器的普及率较低，

这给他们的生活自理增加了难度。

在精神慰藉方面，农村老年人虽然不认为自

己 “老了”从２００６年的１４５％上升至２０１０年的
１９％。“常常感到孤独”从２００６年的３０９％下降
到２０１０年的２８６％，但是农村还有８１％的老年
人认为自己 “老了”，农村老年人常常感到孤独

的比例仅仅下降了２３个百分点。这说明４年来
农村老年人心理孤独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２００６年农村空巢老年人 （包括独居老年人和仅夫

妻同住老年人）为 ３７９％，２０１０年上升到
４５６％，增幅７７个百分点。其中农村独居老年
人上升了２３个百分点，农村仅夫妻同住老年人
增幅５４个百分点，说明农村老年人口趋向空巢
化发展。另外，２００６年调查和 ２０１０年调查的结
果显示，每一位农村老年人都有 “一本难念的

经”，集中体现在治病、养老金、生活来源、交

通安全、生活照料、社会安定、子女就业和孝顺

等问题上。“老了”“孤独”“空巢”“担忧”的

现实境况正在冲击着农村老年人的内心。如何帮

助他们以健康、积极的心态安享晚年生活变得尤

为重要和紧迫。

（二）老有所医的比较

人步入老年，身体机能会逐渐衰退，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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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随之下降。如表４所示，２０１０年农村老年人
的健康自评总体情况与２００６年基本相同，略有差
别是农村老年人认为健康状况 “很差”和 “较

差”的比例上升了 ２个百分点，认为健康状况
“较好”和 “很好”的比例相应地下降了２个百
分点。说明４年来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不仅没
有得到改善，反而略有下降，同时差于同期城市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自评。另外，２００６年调查和
２０１０年调查的结果显示，农村有一半以上的老年
人特别是中高龄老年人都患有一种或多种慢性疾

病。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健康

状况不容乐观和忽视。

表４　健康状况自评 单位：％

项目 很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合计

２００６ ５８ ２０７ ５０４ １９２ ３９ １００

２０１０ ６０ ２２５ ５０５ １７７ ３３ １００

在了解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之后，接下来从

医疗保障和看病是否方便分析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医

的实际情况。２００６年农村仅有４４７％的老年人享
受各类医疗保障，５５３％老年人没有任何医疗保
障；２０１０年分别是９８３％，１７％。农村老年人享
受各类医疗保障比例快速上升是得益于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 （以下简称新农合）的广泛覆盖。２０１０年
符合新农合参保条件的９９９％的老年人都参保了。
可见农村老年人基本都享有新农合保障，但是他们

看不起病、看病贵的问题依然存在。２０１０年农村
有５９１％的老年人担心没钱看病，明显高于２００６
年。主要原因包括：一是农村老年人收入较低和不

稳定；二是农村大部分老年人只参加了新农合这一

种医疗保险。２０１０年调查显示，农村大部分老年
人都没有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缺乏双重或多重医疗

保障；三是新农合制度不完善。例如，在慢性病门

诊费用和分级共同付费方面就没有考虑到老年人群

体；四是农村医疗救助的有限和不平衡。农村医疗

救助资金主要来自地方各级财政拨款，中央对中西

部贫困地区给予适当财政补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

不同，各地财政收入存在差异，所以农村医疗救助

资金这个蛋糕也有大小区别。２０１４年８月，笔者曾
到广西Ｈ县调研，了解到当地对于符合农村医疗
救助条件的农村居民，在报销新农合费用之后，再

根据个人自付费用每一万元补助七百元，补助金额

非常有限。对于家庭经济困难患有大病的老年人来

说真是杯水车薪。

在询问农村老年人看病是否方便时，２０１０年
农村老年人认为看病方便较２００６年升幅不大，认
为看病不方便比２００６年有所下降。与同期城市相
比，农村老年人认为看病不方便的比例较高。这

说明４年来农村老年人就医便利性没有得到实质
性改善，并且远远落后于城市。

（三）老有所为的比较

在此，笔者把老有所为理解为老有参与，

它包括家庭参与和社会参与。家庭参与主要是

指农村老年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帮助子女，

减轻他们的家庭负担，主要包括为子女看家、

做家务和带孩子等；社会参与包括农村老年人

参与经济政治活动、参加社区活动、表达群体

诉求等。在家庭参与方面，２００６年农村近 ７成
老年人帮助子女看家，其次是做家务和带孩子；

２０１０年农村老年人帮助子女的内容依次是：看
家，带孩子，做家务。与２００６年相比，２０１０年
农村老年人为子女提供家庭扶助的内容次序有

所变化，有较高比例老年人为子女带孩子，做

家务位于其后。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农村大量的

青壮年夫妻外出务工，考虑到户籍、经济收入、

教育、住房等多种因素，他们的子女不得不留

在农村由家里的老人代为照看。

在社会参与方面，农村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

的比例居高不下。２０１０年，有４４３％的老年人坚
持干农活，比２００６年少１２个百分点；有８６％
的老年人务工、做生意，比２００６年多３２个百分
点。可见，农村有一半以上老年人还在从事劳动

和经济活动，远高于城市。而农村老年人从事经

济活动更多是为了老有所养，因为他们养老的主

要生活来源之一就是依靠自身劳动收入。在政治

参与方面，２００６年农村有８１５％的老年人参加了
村委会选举，２０１０年为７９８％，降低了１７个百
分点；２００６年农村有４７９％的老年人表示关心政
务公开，２０１０年降低了 １１个百分点，为
４６８％。虽然２０１０年农村老年人参加村委会选举
和关心政务公开的比例较２００６年有略微下降，但
从总体上来说变化不大，农村老年人政治参与还

是保持较高的热情。另外，农村有较高比例的老

年人都愿意参加所在社区组织的活动，２００６年为
６１４％，２０１０年高达６８１％。在表达群体诉求方
面，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１０年农村６成以上的老年人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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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参加别人组织的活动或者是代表周围的老年人

反映困难。说明农村老年人参加社区活动和表达

群体诉求的意愿较为强烈。综合以上分析，我们

看到无论是在家庭参与还是社会参与，农村老年

人都保持着较高的参与度，并为家庭和社会做出

了相应的贡献。可见老年人不是家庭和社会的负

担，而是不可缺少的人力资源，我们应充分利用

这一资源，不断探索 “老有所为”的新形式和新

途径，正确引导他们发挥余热，为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

（四）老有所学的比较

“老有所学”，按照字面上理解人年老了还要

不断地学习。由于学习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

受时间、地点、内容等条件的限制，所以为了便

于分析，老有所学主要是指农村老年人在老年大

学 （学校）的学习。从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１０年调查农
村老年人所在社区老年大学分布及参加情况，发

现农村大多数老年人所在社区都没有老年大学

（学校），２０１０仅有１１３％的老年人自报有老年
学校，但是经常参加的老年人少之又少，而从不

参加的老年人占了主要部分。与农村相比，城市

的老年大学分布情况要好些。从以上分析可看出，

４年来，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学的情况变化不大，
老年大学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并且利用

率较低。分析其原因，主要包括：第一，缺乏相

应的配套支持措施。中国老龄事业发展 “十二

五”规划中提到：“加大对老年大学 （学校）建

设的财政投入，积极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发展老年

教育，扩大各级各类老年大学办学规模”。这一

规定的初衷是希望加快老年教育的发展，使更多

老年人老有所学，但是办学需要资金、场地、师

资、设备等软硬件条件，而对于这些都没有相应

的具体、可操作的规定。第二，我国农村有一半

以上老年人还在从事劳动和经济活动，为自己的

生活来源奔波劳累，并且有相当高比例的老年人

还需要为子女提供如看家、带孩子等家庭扶助，

因此，他们没有空余时间和过多精力去老年大学

（学校）学习，对于他们来说，老有所学是奢侈

和遥远的事情。第三，除了农村老年人没有空余

时间和精力去老年大学学习之外，导致老年大学

利用率较低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农村老年教育缺乏

本土化，对当地老年人缺乏吸引力。如何因地制

宜发展农村老年教育，打造当地特色的老年大学

（学校）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五）老有所乐的比较

老有所乐，是指农村老年人通过参与闲暇活

动，从中找到乐趣而感到心情愉悦。２００６年对农
村老年人平常参加活动的情况进行了解。农村老年

人参与率达到１０％及以上的活动项目依次是听广
播
!

看电视、散步、看电影
!

听戏、打麻将
!

打牌

!

下棋、读书看报共五项。而城市老年人参与率达

到１０％及以上的活动项目依次是听广播
!

看电视、

散步、读书看报、逛公园、种花
!

养宠物、打麻将

!

打牌
!

下棋、看电影
!

听戏、保健操、（学）用

手机、旅游共十项。很明显，农村老年人参与的闲

暇活动项目比较少，精神文化生活也较为单一。

实际上农村老年人参与闲暇活动项目比较少

的原因是多方面，包括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受教

育程度、空闲时间情况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农村老年人参与休闲活动特别是集体休闲活动所

需的活动场地、组织资源方面的条件存在很大欠

缺［１０］。如表５所示，２０１０年农村老年人所在社区
的老年活动室和运动场地的比例较２００６年有明显
的增幅。但是不能忽略的是，还有６５９％老年人
反映附近没有老年活动室，有７２１％老年人自报
没有运动场所，连基本的活动场地都没有，何谈

参与活动呢？而所在社区有老年活动室或运动场

地的农村老年人参与活动情况如何？２００６年调查
和２０１０年调查显示，从不参加的老年人比例最
高，其次是偶尔参加，再次是经常参加。由此可

见农村老年人参与的积极性不高，老年活动室和

运动场地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应进一步思考如

何丰富老年活动室和运动场地的活动内容，打造

适合农村老年人的闲暇活动项目，以吸引他们自

愿积极参与，使老年活动室和运动场地真正成为

老年人的开心乐园。

表５　社区是否有老年活动室和运动场地 单位：％

项目
　　　　　　　是否有老年活动室　　　　　　　 　　　　　　　　是否有运动场地　　　　　　　
附近没有 附近有 合计 附近没有 附近有 合计

２００６ ７８８ ２１２ １００ ８１６ １８４ １００
２０１０ ６５９ ３４１ １００ ７２１ ２７９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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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综合指标的比较

为了从总体上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作

出评价，以下将从老年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进

行分析。虽然幸福感和满意度都是主观性很强

的评价指标，但是老年人对生活状况的直接感

受是来自生活方方面面的亲身体验，因此，他

们对生活的自评也值得参考。如表 ６所示，
２０１０年农村老年人觉得比较幸福的比例较２００６
上升了 ２３个百分点，觉得比较不幸福的比例
下降了 １８个百分点，但是与同期城市老年人
相比，差距甚远。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１０年城市有一半
以上的老年人都觉得幸福，而农村只有三成的

老年人有同感。如表 ７所示，与 ２００６年相比，
２０１０年农村老年人对目前生活状况感到满意
（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增幅４４个百分
点，达到４６４％，与同期城市老年人相比则下
降了１４９个百分点，差距非常明显。２０１０农村
老年人对目前生活状况感到不满意 （不太满意

和很不满意）的比例较２００６年上升了０８个百
分点，为 １３３％，虽然只是略微增幅，但是也
不能忽视。与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１０年城市老年人的生
活满意情况相比，农村老年人满意的比例较低，

不满意的比例较高。综上所述，农村老年人的

幸福感和满意度都不如城市老年人。

表６　农村和城市老年人觉得自己幸福的情况 单位：％

项目
　　　　　　　农村老年人　　　　　　　 　　　　　　　　　　城市老年人　　　　　　　　　　
比较幸福 一般幸福 比较不幸福 比较幸福 一般幸福 比较不幸福

２００６ ３３１ ５６２ １０７ ５６９ ３９４ ３７
２０１０ ３５４ ５５７ ８９ ５８９ ３７５ ３７

表７　农村和城市老年人对目前生活状况满意情况 单位：％

项目

　　　　　　　　农村老年人　　　　　　　　 　　　　　　　　　　　城市老年人　　　　　　　　　　
非常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满意

不太

满意

很不

满意

非常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满意

不太

满意

很不

满意

２００６ ５０ ３７０ ４５５ ８４ ４１ １０５ ４６３ ３２３ ６６ ４３
２０１０ ６７ ３９７ ４０３ ８８ ４５ ９８ ５１５ ２９６ ５０ ４１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根据以上对比分析不难发现，４年来，在实
现农村老年人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

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发展目标上取得了

一定进步，但是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现状与发展目

标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老有所养方面，农村

老年人经济收入较低，缺乏社会养老保障，抵抗

养老风险能力较弱；老有所医方面，农村老年人

缺乏多重医疗保障，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缓慢；

老有所为方面，农村有一半以上老年人还在从事

劳动和经济活动，为维持基本生活奔波劳累；老

有所学方面，农村大多数老年人所在社区都没有

老年大学 （学校），即使有，老年人参与积极性

也不高；老有所乐方面，农村老年人参与的闲暇

活动项目比较少，精神文化生活较为单调。

我国有一半以上的老年人都生活在农村，他

们的生活状况远不如城市老年人。在农村人口趋

向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和病残化［１］的背景

下，农村面临着比城市更大的养老压力。因此，

我国目前和今后老龄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农村，进

一步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实现农村老年

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的发展目标。对于改善农村老年人生活

状况的政策建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农村老年人经济收入保障制度，

巩固和加强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

目前农村老年人养老的主要生活来源是自己

的劳动收入和子女的供养，缺乏稳定的经济收入

保障。为了实现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养，政府应建

立老年人经济收入保障制度。具体包括，进一步

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允许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时已年满６０周岁的有农村
户籍的居民补缴费；建立全国高龄老年人津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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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调整机制，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等情况，

适时调整高龄津贴；为外出务工和做生意的农村

老年人提供就业帮助和支持。随着人口流动和子

女数减少，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在逐渐弱化，但是

家庭养老仍然是目前乃至未来农村老年人养老的

一种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模式。政府应意识到家庭

养老在农村养老模式中的基础作用，制定并出台

巩固家庭养老功能的相关政策。例如，南京推行

的子女儿媳在家照顾 “五类老人①”，每月可领取

政府发放补助的政策就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另外，

政府还应结合各地农村实际情况，采用提供就近

就业机会、减免社会保险费、税收优惠、财政补

贴等多种形式，从制度上保障子女为老年人老年

人提供照顾服务。

（二）完善农村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制度，发

展农村社区卫生服务

虽然农村老年人普遍参加了新农合，但是看

不起病、看病贵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新农合制

度是一项惠及农村居民的政策，政府应在此基础

上制定适当倾斜和照顾老年人的相关内容。例如，

减免百岁老人参加新农合个人自付的缴费；加大

慢性病门诊报销比例；提高住院统筹基金支付的

比例等。仅依靠新农合的保障是不够的，政府还

应建立包括商业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多支柱的

医疗保障制度，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多重医疗保障，

增强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２００６年农村有６９％的
老年人自报患有一种及以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２０１０年达到７０３％。对于慢性疾病，需要长期治
疗、定期检查、健康教育与咨询等多管齐下。为

方便农村老年人防治慢性病，政府应尽快在全国

农村普遍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展社区卫生

服务，为社区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并提供预防、

治疗、康复、健康教育等卫生服务，以改善农村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三）重视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鼓励和支持他们的社会参与

评价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应同时考察他们

的物质生活状况和精神文化生活状况，两者缺一不

可。目前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较为单调，参与

的闲暇活动项目比较少。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老年

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并为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

生活创造条件和提供相应的支持。具体来说，因地

制宜发展农村老年人教育，为农村老年人参加集体

闲暇活动提供场地和设备，打造一批适合当地农村

老年人的休闲娱乐项目，并引导和组织他们积极参

与。另外，从２００６年调查和２０１０年调查发现，农
村老年人对政治社会活动保持着较高的参与度。政

府应继续鼓励和支持农村老年人参与政治活动和社

会公益活动等，并为他们发挥余热搭建平台和提供

机会，使他们老有所用、老有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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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五类老人”是指城镇 “三无”人员、农村 “五保”人员，低保及低保边缘的老人，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

老人，７０周岁及以上的计生特扶老人，百岁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