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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与长期照护研究

健康社会政策视域中的老年服务、

长期照护和“医养结合”　①

唐　钧　②

　　【摘要】　“医养结合”这一中国特色的概念，目前已经对中国的老年服务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在实践中，医养结合既不能满足失能老人生活照料和

康复护理的服务需要，也不利于在中国建立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筹资机制。

本文从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健康”概念入手，介绍了健康老龄化、积极老年化

和老年人长期照护等具有国际共识性的基本理念，并通过归纳和总结长期照

护制度的历史演进以及荷兰、德国和日本的长期照护服务和保险的经验，试图

借他山之石，探索一条在中国可行的老年服务和长期照护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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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以来，人口老龄化和老年服务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中国政府、学

界、媒体和全社会的热切关注。在最近的７年中，政府有关部门为应对人口老

龄化和发展老年服务，前前后后发了５０多个文件；以“人口老龄化”“老年服

务”“长期照护”［１］　①和“医养结合”为主题词在“知网”上的“期刊”和“报纸”两个

分类中分别进行搜索，可以找到相关的文章将近４万篇。

然而，在实践中，老年服务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因为与此利益攸关的各

个方面各有自己的小算盘，实际上目标并不一致。虽然在人、财、物等方面各

自都投入了一定的力量，但因为目标不一致从而使作用力的方向不一致，反倒

造成了力量相互抵消，结果是相互掣肘的“蚂蚁效应”，即：当一群蚂蚁把一块

奶酪搬回蚁窝时，前面的蚂蚁和两边的蚂蚁都在向前用力，而后面的蚂蚁却在

往后拽，还有些蚂蚁爬到了奶酪上更增加了搬运物的重量。显而易见，后两者

也在忙忙碌碌，但实际上是在帮倒忙。

在上述背景下，一个对当前老年服务有着重要影响的新概念———医养结

合，实际上正在起着上述后两者的作用。必须指出，医养结合是一个极具中国

特色的概念，在国际上甚至闻所未闻。遗憾的是，医养结合已经坐大并正在使

很多医疗服务机构和老年服务机构陷入误区而难以自拔。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放眼世界，医疗服务和作为社会服务的老

年服务通常会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服务领域。如果查阅世界上重要的国际组

织发布的与社会保护、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相关的文献，通常都把医疗服务和

社会服务划分得很清楚。最新的证据是在世界卫生组织２０１６年出版的《关于

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中，就明确地将“卫生系统”（第四章）和“长期照护

体系”（第五章）分两章分别进行阐述。

因此，要深入讨论这个与老年服务利益攸关的重要问题，首先要理清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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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服务机构提供的以疾病治疗为主要目标的医疗服务和由老年服务机构提供

的以生活照护为主要目标的老年服务究竟有什么区别？这样做的目的，是要

避免老年服务跌入作为“世界性难题”的“医改陷阱”。否则，如今医改的困境

可能就预示着老年服务的前景。

一、“医养结合”的由来及其制造的误区

从本文一开始，就大不敬地对当前颇为流行的医养结合的说法进行了抨

击。从近年来的实践中，医养结合正在甚至已经诱使中国的老年服务走入了

误区。以下首先要分析的就是：在当代中国，“医”和“养”是如何被“拉郎配”地

“结合”乃至“融合”的，以及这个强扭的“瓜”在实践中会造成怎样的“不甜”的

后果。

　　（一）“医养结合”的由来

在老年服务“圈内”，一般来说，对“医养结合”这个概念及其来龙去脉是这

样诠释的：

当前中国的老年人，健康问题非常突出。世界卫生组织２０１６年出版的

《中国老龄化与健康国家评估报告》中指出：２０１３年，中国２．０２亿老年人口中

有超过１００万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很多人同时患有多种慢性

病。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与年龄密切相关的疾病，诸如缺血性心脏病、

癌症、脑卒中、关节炎和老年痴呆症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所累及人口的绝对

数字将持续增加。

因此，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以来，随着老年服务机构，尤其是民营老年服务

机构的发展，有一个问题越来越突出，这就是入住机构的老人日常看病吃药的

问题。因为罹患慢性病，他们就需要长期服药。因此，老年服务机构不得不定

期派员陪护罹患慢性病的入住老人去医院看病开药，这给机构和老人都带来

了极大的压力和困扰。因此，有的老年服务机构便聘用具有执业医师资格的

医生入驻机构为老人开方抓药，但这又常常被看作“非法行医”。

这是因为，中国的《执业医师法》有这样的条款：“依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

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经注册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业的专业医务人

员，适用本法。”这条规定常常被解释为，医师或助理医师若要行医，不但自己

个人要取得执业资格，还必须在注册过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才能行医，

否则就有“非法行医”之嫌。因为法律条文中规定的可以合法注册执业资格的

机构中并没有明确包括老年服务机构，所以即使老年服务机构请来的医生本

人具有执业资格，但机构却没有。所以按法律规定，在老年服务机构中行医是

８１ 中国公共政策评论（第１４卷）



不被许可的。也正因为这样理解《执业医师法》，所以入住老年服务机构中的

老人看病吃药等医保待遇在机构中是无法落实的。

于是，老年服务机构便通过民政部门提出了一项动议，能否在老年服务机

构内部自设一个医务室并享有医保资格？医务室按入住老人的需要储备一些

药品，然后请有处方权的医生来为入住老人开药，医药费从医保基金中报销，

这样做可以省得入住老人和服务人员在机构和医院之间费时费力地来回奔

波。同时，也希望在医院和机构之间建立一个就医的绿色通道，在老年人出现

急性症状时，能够尽快地送进医院得到及时救治。这样的动议，后来被概括为

“医养结合”。但是，这个动议当初并未得到有关政府部门的回应。

　　（二）“医养结合”引发的服务误区

近年来，因为老年服务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有关部门也开始积极

起来，并迅速接过了医养结合的旗帜，搞起了实际上以“医”为主，以“养”为辅

的医养结合。这种结合的结果，就是近年来四处涌现的“医院办老年服务机

构”和“老年服务机构办医院”的热潮。

在有些地方，大量兴办基本上按医院住院部模式办起来的“护理院”。甚

至在一个市县的区域范围内，出现了将老年服务机构统统办成护理院的情况。

说这些护理院是医院模式，是因为根据有关部门的《护理院基本标准》，实际上

从硬件设施到软件配备，从环境氛围到细节安排，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医院的

住院部。显而易见，这样的“医院模式”的护理院，并不适合失能老人长期居

住，即便是完全失能老人也一样。

平心而论，对失能老人进行长期照护的老年服务机构，应该办成一个有温

馨的家庭氛围的社区，入住老人应该是社区居民，而不是病人或患者。圈内评

判一所好的老年服务机构，一般有三个标准，即“无异味、无压疮（褥疮）、老人

脸上有笑容”，其中的第一点和第三点，是任何人只要有心就可以明显感受到

的，但这在医院模式的护理院里却并不常见。

护理院的门槛非常高，按《护理院基本标准（２０１１版）》规定：仅就人员配备

而言，每５０张床位至少要有１名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医师，

至少有３名具有５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医师。当然，至少还要配备５名具有主

管护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护士，少不了还要有护理人员４０名，其

中至少要有１３名注册护士。想一想，这５０位入住的老人要负担多大的人工

成本？很保守地粗粗匡算一下，仅工资一项，每个老人至少负担７５００元或

以上。

另一个问题是：我国目前总共有将近７００万完全失能老人，按上述配备，

至少需要５６万名“具有５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医师”，１８２万名注册护士。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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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２０１５年《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中国执业医师

和助理医师３０４万人，注册护士３２４万人。两相比较，上述标准是否信口

开河？

可能有人会提出异议：不可能７００万完全失能老人全住护理院。那么，这

就要追问一句：谁该住，谁不该住？是让有权有钱的人住？还是让更有需要的

人住？顺着这个思路似乎可以再问，都完全失能了，还怎么区分谁更有需要？

再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可以设想，最后的局面会不会特别像现在政府办的社

会福利院，有需要的人就须排大队，甚至排到１００年之后，即使缩短一半也是

５０年。如果将这种已经非常典型的尴尬处境概念化，可以称之为“公立困境”。

从经营者来说，这么高的标准，应该只有政府以不计成本的事业单位来办

才行。但是，是事业单位就要“吃皇粮”，而政府财政在这方面能够动用的资金

有限。与需求相比，肯定缺口非常之大。否则，问题早就解决了。但现在不仅

是中国，就连号称“福利国家”的发达国家，大多也不敢再走这条路。于是，如

果中国非要走“别人不敢走的路”，上述尴尬处境立现。于是，政府办的护理院

该谁住，不该谁住？同样面临无解的“公立困境”。

如果指望社会资金投入来办“民建民营”的护理院，那么，且不谈营利，如

此之高的基建和设施设备的投入，如此之高的日常运营成本，社会投资什么时

候才能收回成本？因此，也只有把公?变作“社会资金”的国企，可以自诩瞄准

高端消费市场而自得其乐。当然，“高端养老”可以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

手”去决定其命运。但是，从实践看，因为创办者大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原本

就没把服务失能老人放在心上。试问，这对属于刚性需求的真正的老年服务

市场，又有多大助益？当然，当前也有一些民营机构依然存活，但此中又生出

了多少赖以“生存”的潜规则？

　　（三）“医养结合”引发的筹资误区

在为长期照护服务筹资方面，医养结合也同样可能导致方向性的错误，即

试图用医疗保险基金来支持老年服务。正因为如此，到目前为止，各地的试点

大多用的是“长期护理保险”的名目。今年以来，有些地方为了名副其实，干脆

改称“长期医疗护理保险”。

把名称改为“长期医疗护理保险”，自有其道理。在一些地方试点中，因为

主要是以医疗保险基金来支付长期护理的费用，因此规定将支出的范围局限

在医药费用上，而失能老人更需要的生活照料和康复护理的费用则不在保障

范围之内。这与一直以来住院病人的生活照料须由其亲属承担，亲属承担不

了的则须自费请护工的做法一脉相承。

另外，从一些地方的“长期（医疗）护理试点”的实践看，其初衷就是要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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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压床”，而老年护理机构和居家老年服务确实分流了一大批在医院长

期住院治疗的失能、半失能老人，使长期以来“挤住院”“压床”等问题得到了缓

解。但是，虽然失能、半失能老人被从医院转移出去，但他们入住老年机构的

费用却仍然由医保基金支付。医院的床位是不会空着的，如果没有一笔独立

的基金支付长期照护（护理）的费用，那么总体来看，最后的结果是医保支出仍

然是在不断增加。当然，与此同时，医院的收益也大大增加了。

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前景并不乐观。先看一组数据：根据人社部的统计

公报，２０１０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退休人员是５９４４万人，而到

２０１５年，则参保退休人员已经增加到７５３１万人，“十二五”期间增长幅度为

２７％。但是，２０１０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支出为３２７２亿元，到２０１５年已

经增加到７５３２亿元，“十二五”期间增长幅度为１３０％。再看“十二五”期间中

国卫生总费用，２０１０年为２万亿，到２０１５年则增加到了４万亿元，增长幅度为

１００％。［１］　①当然，医疗总费用和城镇职工医保费用的上涨，不完全是人口老龄

化所致。但若说老龄化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说中国医疗保险制度脆弱，其原因在于制度设计。在《社会保险法》中，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筹资方式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和个人缴

费以及政府补贴等组成”，同时强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支付不足时，政府

给予补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方式则是“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

国家规定共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相比而言，医疗保险少了政府托底的

承诺。

实际上，近年来学界一直认为医疗保险的未来趋势不容乐观。梁鸿

（２０１６）曾撰文指出：“我国医保基金支出增幅大于收入增幅的现象或许会越来

越严重。”《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４》直接发出了警告：“２０１７年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的现象，到２０２４年就将出现基金

累计结余亏空７３５３亿元的严重赤字。”《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６》则

再次亮出黄牌：“按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医保基金收入增幅年平均１９．７５％，支出增

幅年平均２１．４３％推算，２０２９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将出现当期收不抵

支的现象，到２０３４年将出现基金累计结余为负的情况。”

为此，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８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保

险支付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文件中提出：要“保障基本”，要“控制医疗费用

过快增长”，“着力保障参保人员基本医疗需求”。文件针对的是“新一轮医

改”，其中强调：“严格规范基本医保责任边界，基本医保重点保障符合‘临床必

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原则的药品、医疗服务和基本服务设施相关费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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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卫生费用、与疾病治疗无直接关系的体育健身或养生保健消费等，不得纳入

医保支付范围。”文件中并没有提及“长期护理”或“长期医疗护理”。

在中国，还有个麻烦事，即一个概念，譬如“医养结合”，譬如“长期护理”，

一旦“上了文件”，就很难纠正。但是，在这个概念“上文件”之前，又往往并没

有广泛听取意见，现在的尴尬处境是：即使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使用的

概念已经是“长期照护保障制度”，［１］　①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纠正不过来。

综上所述，提出“医养结合”的初衷其实很简单，但现在被利益化、复杂化

了。在实践中，医养结合既不利于满足失能老人生活照料和康复护理的服务

需要，也不利于中国社会建立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筹资机制。因此，要深入讨

论老年服务和长期照护，还必须从基本理念谈起。要更上一层楼，需要从在国

际国内都已经成为热门的社会议题———“健康”入手。

二、健康理念的倡导与反对医疗中心主义

在当今世界，“健康”已经成为一个被讨论最多的社会话题之一。从某种

意义上说，这个议题当前的热度反映了其背后深刻的社会背景，即针对的是另

一个老生常谈：“医改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实践证明，就医改谈医改，其结果

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并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如果强调医养结合，还可能

会导致一个后果，就是把种种并不成功的医改思路引入到老年服务中来。所

以现在的希望就是在更高的层面上，真正从健康的高度去讨论疾病和医疗、老

龄化和长期照护的问题。

　　（一）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及其由来

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间，世界卫生组织的诞生带来了一个关于“健康”的崭新定

义，其英语的表述是这样的：“Ｈｅａｌｔｈｉｓａｓｔａｔ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ｎｏｔｍｅｒｅｌｙｔｈｅ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ｒｉｎｆｉｒｍｉｔｙ”。据

苏静静、张大庆（２０１６）考证，世界卫生组织的中文官方网站上对上述定义的译

文是：“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全

状态。”

如果用通俗一点的语言表述，以上的健康定义是否可以译为：健康不仅是

不生病或不衰弱，而且还是身体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完好状态。这也就意味

着，健康应该有三个层次，即没病没灾、身心健康和幸福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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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健康”概念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出，并非

偶然。首先，世界卫生组织———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按照其本意，应该

翻译成“世界健康组织”。在这个名称中，最重要的关键词是“健康”，所以必须

对其做出界定。其次，则是为了反对医疗中心主义。于是，世界卫生组织自打

其成立起，就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一个尽可能完整的“健康”概念。

就像苏静静、张大庆（２０１６）文中指出的那样：１８世纪末以来，公共卫生和

医学科学的发展，逐渐使人们相信通过医学治疗、公共卫生运动和个人的行为

即可以延长寿命。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抗生素、疫苗、ＤＤＴ等的发现

和推广彻底改变了过去传染病控制的进路，这使医学家对医学产生了一种过

度的乐观，认为全世界的健康和疾病问题都可以在短期内逐个得到解决。这

样的理想主义的思潮被后世称作“医疗中心主义”。

但是，事态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以２０世纪中期为界，人类走出“急性传

染病时期”之后，便马上转入了“慢性病时期”。在“急性传染病时期”，人类的

第一杀手是诸如鼠疫、疟疾、霍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２０世纪中期，因为“抗

生素、疫苗、ＤＤＴ等的发现和推广”，上述烈性传染病被控制住。但遗憾的是，

人类却并没能从此走向一个无病无灾的幸福世界，而是转入了一个以心脑血

管疾病（高血压、脑卒中和冠心病）、癌症、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为主要杀

手的“慢性病时代”。

显而易见，与急性传染病相比，慢性病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特征：其一，慢性

病的致病原因主要是受到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其二，对于慢性病的治

疗一般来说只能控制病情发展而难言治愈。正因为如此，在２０世纪前半期形

成的“治疗至上”的“医疗中心主义”，已经与以慢性病为主要威胁的当代社会

中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唐钧，２００８）。

在中国科协２０１４年的年会上，韩启德院士（２０１４）发表了一些对医学和医

疗服务的“颠覆性意见”，在中国社会引发了巨大反响。在这些“颠覆性意见”

中，就有“医疗对人的健康只起８％的作用”的说法。此后，世界卫生组织的一

个研究发现在中国不胫而走：“在影响健康的因素中，生物学因素占１５％，环境

影响占１７％，行为和生活方式占６０％，医疗服务仅占８％。”（王东进，２０１６）这

个研究发现应该与１９９２年世界卫生组织的《维多利亚宣言》相关。诸如此类

的“新思维”（至少对中国社会是这样），应该与前面提到的“健康”概念所表现

的逻辑和思路高度一致。

　　（二）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

也许是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更容易引起关注也更值得关注，从目前搜集到

的资料看，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概念及其他的一些“新思维”，似乎在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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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组织和世界各国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中贯彻得更落

实、更有效。在当今世界的相关研究中，有三个关键词体现了上述的新概念和

新思维，这就是“成功老龄化”“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也有研究者将这

三个概念看作国际上对老龄化的认识的三个阶段。

１９８７年，美国学者罗威（ＪｏｈｎＲｏｗｅ）和卡恩（ＲｏｂｅｒｔＫａｈｎ）提出了“成功

老龄化”的概念，将其表述为：在外在心理和社会因素对人的老化过程的积极

影响下使老年人各方面的功能很少下降，使他们保持良好的身心平衡，激发他

们生命的活力，并在社会参与中逐步实现自我（张旭升、林卡，２０１５）。

但是，美国的穆里尔（ＭｕｒｉｅｌＧｉｌｌｉｃｋ，２０１０）对老年化“成功”与否的说法提

出了质疑：谈论“成功老龄化”，也就意味着，不健康、缺乏活力的老年人是“不

成功”的。人人都想到老年时仍能保持活力与健康，而没有实现这一愿望的人

就有可能被视为一种失败，并因身患残疾而受责难。

于是，表述更为严谨的“健康老龄化”应运而生。１９９０年，世界卫生组织在

哥本哈根会议上倡导的“健康老龄化”发展战略，强调的就是人在进入老年以

后，继续在生理、心理、智能等各方面尽可能在较长时期保持良好状态（王育

忠，２００９）。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关于老龄化和健康的全球报告》（２０１６：ＶＩＩ）提

出：“健康的老龄化并不仅仅是指没有疾病。对大多数老年人来说，维持功能

发挥是最为重要的。”“年老并不一定意味着健康状况不良。老年人面临的许

多健康问题都与慢性疾病有关，特别是非传染性疾病。这些疾病中的大多数

可以通过采取健康行为而预防或延缓发生。而其他健康问题尤其是在尽早发

现的情况下，也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即使是对于能力衰退的老年人，良好的支

持性环境也可以保证他们有尊严的生活，并继续个人发展。”（世界卫生组织，

２０１６：５—６）

２００２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马德里政治宣言》和《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

动计划》。相关建议中明确了三个优先行动的领域：老年人与发展；促进老龄

健康与福祉；确保老年人从有利和支持性的环境中获益。

同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一书，书中提出了“积

极老龄化”的定义：“为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尽可能优化其健康、社会参与

和保障机会的过程”。该定义强调了对多部门行动的需求，目标是确保“老年

人始终是其家庭、所在社区和经济体的有益资源”。世界卫生组织（２０１６）制定

的政策框架确定了积极老龄化的六个重要的决定因素：经济、行为、个体、社

会、卫生和社会服务、物理环境。

　　（三）老年人长期照护及其国际共识

２０００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个报告《建立老年人长期照顾政策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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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该报告（２０００）提出了“长期照顾”（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Ｃａｒｅ）的定义：长期照顾

是由非正式提供照顾者（家庭、朋友和／或邻居）和专业人员（卫生、社会和其他）

开展的活动系统，以确保缺乏自理能力的人能根据个人的优先选择保持最高可

能的生活质量，并享有最大可能的独立、自主、参与、个人充实和人类尊严。

报告中指出：虽然目前确定的卫生保健的目标是以预防的方式来促使老

年人更加健康，但是永远要对身体虚弱和失能的老人提供长期照顾。值得注

意的是：在这里又把卫生保险和长期照顾分成了两个部分。

报告中列举了长期照顾“包括但不限于”的重要内容，共有９项：（１）保持

参与社区、社会和家庭生活；（２）关注住房的环境性适应和提供辅助装置以弥

补功能减退；（３）评估和评价社会照顾和卫生保健状况，产生明确的照顾计划

并由适当专业人员和准专业人员采取后续行动；（４）制定规划以通过降低危险

性的措施和质量保证以减少失能或预防进一步恶化；（５）必要时在专门的机构

照顾或社区照顾的环境中提供照顾；（６）明确地承认和满足精神、情感和心理

需要；（７）酌情提供必要的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８）提供对家庭、朋友和其他

非正式照顾者的支持；（９）由具有文化敏感性的专业人员和准专业人员提供支

持服务和照顾。

还需指出的是，在世界卫生组织２０００年的报告中，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Ｃａｒｅ一词

被翻译成“长期照顾”。但在１５年之后，在世界卫生组织２０１６年发布的两份

报告中，已经将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Ｃａｒｅ改译成“长期照护”。就中文语境而言，这个变

化可能非常重要。

综上所述，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健康”理念，是使我们摆脱“医疗中心主

义”的羁绊，从而走上追求真正的“身体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完好状态”的必由

之路。在当今世界，“健康”理念已经通过“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和“长期

照护的国际共识”融入并影响着各国政府的老年政策。完整意义上的“健康”

理念在老年服务领域的成功实践可能远超医疗服务领域。

三、长期照护的历史演进和国际经验

按照以上的理论分析，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人一过法定的老龄界限（譬如

６０岁或６５岁），就需要国家和社会多多益善地给予关怀和照顾，因为这并不符

合“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现代理念。按照社会学的理论，对一个人

或一个群体给予过多、过分的关照，恰恰是一种歧视的表现。

但是，一个人迈入老龄的门槛后，不管是否生病，毕竟在生理机能上迟早

会进入一个日益衰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老年人的自理能力会变得越来

越差。因此，在这个此长彼消的过程中，国家和社会就应该根据需要对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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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援手，以各种措施弥补他们能力的部分丧失乃至全部丧失，但目标仍然是

“确保缺乏自理能力的人能根据个人的优先选择保持最高可能的生活质量，并

享有最大可能的独立、自主、参与、个人充实和人类尊严”。国家和社会对失能

老人施以援手的各种政策措施，概括起来就是我们接下去要讨论的“长期照护

制度”。

　　（一）长期照护制度的历史演进

１９８２年，为了提请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人口老龄化快速增长的趋势，

呼吁国际合作，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了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会议指出：

自６０年代以来，随着人类平均寿命不断延长和自然出生率显著下降，世界上

老年人越来越多，占总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在一些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

问题尤为突出（本刊资料室，１９８２）。

老龄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使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的压力大增。研究表明：

发达国家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医疗费用之所以大幅增长，除了医疗技术发

展的影响之外，人口老龄化乃是主要的原因（崔玄、李玲、陈秋霖，２０１１）。显而

易见的原因就是，“老年群体是疾病特别是慢性病的高发群体”（穆光宗，

２０１６）。这个判断与前述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的判断是一致的，只是在时间上

中国稍缓。

坊间传说，一个人临终前一个月或几个月所花费的医疗费用，常常是其一

生医疗费用的７０％。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说明，造成老年人临终前的医疗费用

大幅上升的原因，其实主要增加的是护理费用（杨燕绥、于淼，２０１４）。

更进一步的研究证实，其实老年人生命后期因生理功能的逐渐丧失而需

要的护理，并不是医院中的临床护理，而是生活照料和康复护理。这里所说的

康复护理，其目标不在于“治愈疾病”，而在于延缓老年人病情的发展，并尽可

能地维持老年人的功能发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类康复护理的技术门槛

是较低的，因此，照护者———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经过短时间培训即可承

担。同时，一个专业从事长期照护的团队与医疗机构的配置也不一样，通常包

括注册护士、营养师、康复师、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等等，当然基本的团队

成员直接提供照护的护理员，而医生则并不是长期照护团队的“标配”。

在日本，经过长达１０年的探索，上述生活照料和康复护理被从医疗服务

中分离出来，再整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称为“介护”的独立的新专业或新职业。

中日同文同源，“介护”之“介”，在中文意境中，即“中介”———“处于两者之间”，

引申意则可为“介绍”“介助”———“从旁辅助”。因此，所谓介护，一方面是指在

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帮助，另一方面也包括医疗、看护、康复训练等

方面的援助。在理念上，“介护”强调的是自立生活的支援、正常生活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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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及基本的人权的尊重（日本介护工作研究所，２００９）。这与健康老龄化和

积极老龄化的价值判断完全一致。在实践中，“介护”则侧重于照顾老人的日

常生活起居，尤其是为独立生活有困难的老人提供帮助。

必须强调的是，长期照护从医疗服务中独立出来后，被归属于社会服务的

范畴。两者的区别显而易见：作为社会服务的长期照护是在老年服务机构而

不是在医疗机构中实现的。这样做的目的之一，就是经济学最为关注的节约

成本。建立老年照护制度，提供价格相对低廉的照护设施和服务以节省昂贵

的医疗支出，确实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办法（裴晓梅、房莉杰，２０１０：４８—４９）。与

日本的学者交流得知，日本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研究证明：同样的服务，放在医

疗机构和老年服务机构，前者的成本平均是后者的７倍。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Ｃａｒｅ中的“Ｃａｒｅ”，在社会福利理论中，是一个常见的专用名

词。国内的研究常常提到：“长期照护”一词的由来，应该与２０世纪后期英国

福利制度改革中的“社区照顾”（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ａｒｅ）一词有直接的关系（尹尚菁，

２０１１；施巍巍，２００９）。在那个年代，欧洲国家有一个普遍的公共政策取向，就

是“以在经济理性主义的气候下用政治压力削减开支为特征”（霍普金斯等，

２００４：３４）。即将原来由政府统一管理的福利服务，转移到社区，由社会化、私

营化的小型社会服务机构来运作。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降低服务

成本。

　　（二）长期照护服务催生长期照护保险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伴随着老年人口寿命延长，同步发展的还有四种社

会变迁，这就是：少子化、家庭小型化、职业妇女增多和医药费用上涨。上述五

种发展趋势的共同作用，促成了发达国家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出台（戴卫东，

２０１６）。

国内有学者认为：“尽管所有发达国家都提供长期照护服务，但截至２０世

纪末，只有五个国家实施的长期照护服务体系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建立起来的，

这些国家是奥地利、德国、荷兰、以色列和日本。这些国家通过立法改变了传

统的受制于预算的服务项目提供方式，把长期照护服务以保险项目的方式重

新组织起来，赋予了公民在必要时获得服务的权利。”（裴晓梅、房莉杰，２０１０）

这个说法常常被另一些专家归纳为世界上只有五个国家采用社会保险的方式

为长期照护筹措资金。

从理论上说，社会保险的模式可以分为“俾斯麦式”和“贝弗里奇式”（丁

纯，２００９）。以上引文中提及的“保险项目的方式”，应该属于“俾斯麦式”的制

度模式，而国内学者常说的“税收模式”则是“贝弗里奇式”的制度模式。著名

的“贝弗里奇报告”的标题，其实就是“国民保险及相关服务”。把后者排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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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项目（社会保险）”之外，至少是不准确。

当然，类似的制度早期都是从医疗保险衍生出来的“护理保险”。譬如荷

兰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出台的《特殊医疗费用支出法》，最初只是医疗保险

立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只支持机构服务。后来，服务的范围逐渐从临床护

理扩大到了日常生活照顾，所用的概念也逐渐从“护理”演变为“照护”。慷慨

的保险给付使荷兰１０％的老年人和残疾者可以住在各类护理机构中（裴晓梅、

房莉杰，２０１０）。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加快，医疗保险费用不断攀升，于

是便出现了新的改革思路，即认为“照料护理费用应考虑其他筹资方式”（戴卫

东，２０１６）。如前所述，最后的选择则是与医疗保险分离的俾斯麦式的长期照

护保险模式。

在德国，其健康保险体系原本就严格区分“疾病”（Ｉｌｌｎｅｓｓ）与“监护”（Ｃｕｓ

ｔｏｄｉａｌＣａｒｅ），因急性病患导致的医疗护理费用由疾病保险基金提供，而疾病保

险基金对因失能导致的长期监护费用则支持有限，主要靠社会救助制度支付。

但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会造成很多问题，亟需改革，这是促成德国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出台的直接原因（郝君富、李心愉，２０１４）。

德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建立的长期照护保险是一项独立的社会保险制

度，由雇主和雇员双方每月各交工资的０．９７５％作为保险费。资金存入专门运

营医疗保险基金的银行，并由医疗保险机构管理相关的行政和财政事务。在

使用时，对申请者有一定的限制，即有一段为期数月的观察期，须待认定确实

需要照护时才能使用。资格审查委托给德国医疗保险的医疗服务机构

（ＭＤＫ），由医生、护士和长期照护的专职人员来进行评定。德国的制度适用

范围比较广，不是仅限于老年人，任何年龄的参保者，只要被认定确实需要照

护，就可以得到服务（中欧社会保障合作项目办公室，２００８）。德国的长期照护

服务目前主要由私营的社会服务机构来提供，内容包括居家服务和机构服务。

日本在２１世纪初建立的长期照护保险，即介护保险，也选择了“俾斯麦

式”社会保险制度。作为一项独立的社会保险制度，其特点有四：其一，保险的

对象明确限定为老年人，其他年龄段的社会成员，即使有照护的需要，也不包

括在内。其二，筹资模式是“保险＋福利”，即保险支出一半来自政府财政，另

一半来自保险费。公民从４０岁才开始缴纳保险费。其三，保险直接向被确认

有需要的公民提供照护服务，但有需要者也可以选择现金给付，但金额只有接

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半。其四，日本的长期照护服务目前主要由民间机构

（ＮＰＯ）来提供；包括居家服务和机构服务（日本介护工作研究所，２００９）。

在日本的长期照护体系中，确实有前面所述的“护理院”这一环节。经与

日本学者交流获悉，按照国际经验，在一个国家的健康服务体系中，首先要有

一个扎根于基层的健康管理体系；其次，要有一个致力于疾病的诊断、治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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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医学研究的综合性或专科医院的体系；再次，应该有一个广泛而普及的康

复医院体系。最后，应该有一个长期照护体系。日本的护理院，实际上起的康

复医院的作用。当老年人疾病急性发作时，会被送到综合性或专科医院进行

诊治，但住院治疗的时间有限，一般只有７—１０天；当病情得到控制后，就会转

到康复医院性质的护理院进行康复疗养，但也有时间限制，一般为１—２个月；

当健康状况稳定后，老人就要回到老年服务机构或家中，接受长期照护。所

以，护理院实际上是一个介于治疗和照护之间过渡性质的老年服务机构。

将医养结合这个中国特色的概念与国际上有关老年服务和长期照护的共识

性价值理念相比较，可以发现：长期照护试图以较低成本的服务来降低政府、社

会和失能老人及其家属的负担，而医养结合却要维持高成本的“住院模式”使政

府、社会和大部分失能老人感受重压；长期照护服务和保险是为了减轻医疗服

务和保险的负担，但医养结合却是医疗行业“主动”向养老行业伸手为自己“加

负”；再如，长期照护倡导让失能老人获得良好的支持性环境以保证他们有尊

严的生活并继续个人发展，但医养结合却要给他们贴上“病人”“患者”的标签

而被封闭在医院模式的病区病房中；最后，长期照护试图将失能老人的生活照

料和康复护理从医疗服务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新专业、新职业，但医养

结合则要将两者混为一谈以便继续走“医疗中心主义”的老路……

综上所述，长期照护服务和长期照护保险是世界各国为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结构性的社会变迁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分

化，专业和职业的分工细化，永远是社会进步的体现。长期照护服务的出现，

就是将对失能老人的生活照料和康复护理从医疗服务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

独立的新专业、新职业。新专业和新职业需要资金支持，所以长期照护保险作

为第五大保险应运而生。就此而言，将长期照护服务和医疗服务，长期照护保

险和医疗保险加以明确的区分，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四、结　语

本文从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数落“医养结合”的种种不是。接下来，又从

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健康”概念入手，介绍了健康老龄化、积极老年化和老年

人长期照护等具有国际共识性的基本理念。在此基础上，归纳和总结了长期

照护制度的历史演进，介绍了荷兰、德国和日本的长期照护服务和保险的经

验，最终的目的是试图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老年服务和长期照护之路。

然而，虽然本文已经苦口婆心地再三论证“医养结合”之说不可取，但基于

中国文化中“大一统”的传统观念，可能仍然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医疗

服务和长期照护都涉及老年人的基本需要，缺一不可，为什么不能“结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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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呢？

从理论上说，在社会政策领域讲“结合”乃至“融合”，必然涉及“有机整合”

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必须要强调，所谓有机整合，必要的前提是结构分化，而

结构分化的目的是功能分化。本文开始时就提出：首先要辨清由医疗服务机

构提供的以疾病治疗为主要目标的医疗服务和由老年服务机构提供的以生活

照护为主要目标的老年服务并不是一回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分化和功能分

化。在结构和功能充分分化的基础上，通过不同的结构之间的功能耦合，才有

可能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有机整合。

在前文中，我们提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立长期照护保障制度”的指示。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和对策举行了第三十二

次集体学习。在会上，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落实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

政策措施”，建立“相关保险和福利及救助相衔接的长期照护保障制度”。

在习总书记讲话中，给这项制度加了一个定语，即“相关保险和福利及救

助相衔接的”。对于这个定语，也许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把“保险和福利及

救助”理解为三种社会保障手段。保险和救助主要用于筹资，而福利主要强调

服务。这就是说，长期照护保障制度要兼顾资金保障和服务保障，是一个国内

学术界常说的“大保障”概念。其二，把“保险和福利及救助”都理解为筹资手

段，其中的“保险”可以是社会保险，也可以是商业保险。从筹资的角度看“福

利”，则应该是社会津贴。因此，在实践中，长期照护保障制度的筹资模式可能

是“混合式”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并针对近年来中国实施老年服务和长期照护的经验和

教训，可以认为，习总书记提出的长期照护保障应该是一个有机整合“大保障”

的概念：第一，使用“保障”一词，是要把用于筹资的保险、补贴等资金保障手段

和用于生活照料和护理、康复的服务保障手段放到同一个概念框架中，并实现

无缝链接，使二者融为一体；第二，在筹资方面，广开门路，以社会保险为主，再

将商业保险、政府补贴、社会救助、公益慈善等手段，可以用的都用上，以“混合

模式”为不同收入水平的社会群体，设置目标一致而路径各异的资金筹措渠

道；第三，在服务方面，要着力引导老年服务机构将机构、社区、居家三个层面

整合为一体，向“中档设施、小型适用、专业水准、优质服务、融入社区，惠至居

家”的方向发展；第四，实现的“大保障”的组织保证，需要各相关政府部门，包

括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通力合

作，避免“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尴尬，以求达致多方共赢。

如前所述，在习总书记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有机整合的“大保障”体系，实

际上，这才是走出“医养结合”的误区后，中国的老年服务和长期照护努力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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