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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推动

下，“长期照护”声名鹊起。作为一项社会政策，

对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已经成为全社会热议的重

要话题。2006 年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显

示，在我国 8296 万残疾人口中，60 岁及以上的

老年残疾人口为 4416 万，占残疾人口的 53.2%。

那么，适用于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对

重度残疾人是否也适用呢？

长期照护与重度残疾人保障

唐� 钧

【摘要】本文首先对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照护依赖”的概念进行了讨论，这是当前长期照护试点中

的一个焦点问题。重度残疾人同样存在照护依赖，因此长期照护也适用于这个群体。然后，本文对

如何建立重度残疾人的长期照护制度进行了探讨，强调要用社会津贴的手段，而不是社会保险或社会

救助的手段，来对长期照护提供资金支持。最后，本文对重度残疾人长期照护的服务体系提出了政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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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照护依赖与长期照护保障

世界卫生组织在 2016 年出版的《中国老龄

化 与 健 康 国 家 评 估 报 告》（以 下 简 称“报 告”）

中文版将国际通行的制度名称“Long-term Care”

翻译成“长期照护”，并提出“照护依赖”的概

念，指出照护依赖是“频繁地需要他人的帮助和

照护，超出了健康成人的正常需求”。[1] 在中文

语境中，“依赖”一词常常被看成是贬义。但在这

里，“照护依赖”是个中性词，描述的是人的一种

生活状态或生存状态。就是说，一个成年人在日

常生活中，时时、事事、处处离不开他人的帮助

和照顾；这种对他人依赖的程度，远超过一个普

通成年人的正常需求，这样的状态就被称为照护

依赖。

因为有照护依赖的人群，才发展出长期照护

服务。一般来说，一个罹患疾病或遭遇伤害的人，

首先会选择接受医疗服务，包括诊断、治疗和康

复等。一部分人可以被治愈或完全康复，恢复

健康。但医疗服务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身体功

能缺损有可能伴随他们终身。当病情、伤情发展

到一定的地步，生活自理能力会逐渐丧失，这就

产生了照护依赖，需要长期照护。总而言之，长

期照护是因为照护依赖而产生的，与医疗服务并

不等同。医疗服务的目标主要是治疗疾病，而长

期照护的目标是生活照料。长期照护在日语语境

中称为“介护”，被定义为“以照顾日常生活起

居为基础，为独立生活有困难者提供帮助”。其

基本内涵为“支援自立生活、实现正常生活、获

得尊严和基本人权的尊重”。[2] 从这个意义上讲，

长期照护对失能老人适用，对重度残疾人也同样

适用。

2．长期照护保障与重度残疾人保障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立“相关

保险和福利及救助相衔接的长期照护保障制度”。

一般来说，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可分为长期照护服

务和长期照护筹资两个方面。前者是指社会福

利（服务），后者则是指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

显而易见，有照护依赖的人，无论失能老人还

是重度残疾人，需要的是长期照护服务，但提供

服务需要成本。我国选择了 15 个试点城市开展

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两年来，试点城市根据各自

的地方特色，出台了相应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在这些试点城市制定的地方政策中，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保障的对象各有不同。其中一种做法是

通过明确规定，将长期照护保险保障对象限定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如上海；另一种做法则

没有明确的年龄限制，如青岛、南通等大部分试

点城市。

按理说，第二类试点城市的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应将相当一部分重度残疾人包括在内。从理论

上来说，如果不论年龄，严重失能或严重丧失生

活自理能力的人群与重度残疾人群在相当大的程

度上是重合的。但在实际工作中，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主要以应对人口老龄化为出发点，有专家认

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发展养老服务业一起，是“构建全方位、立体综

合应对老龄化命题的战略布局”的三大“任务部

署”[3]。在南通市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保障

对 象 中，59 岁 及 以 下 占 8.7%，60 岁 至 79 岁 占

29.3%，80 岁及以上占 62.0%[4]。

从国际经验来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保障

对象规定也不尽相同。欧盟国家通常不分年龄地

全覆盖，与福利国家模式相一致；而日本的制度

安排，则单单瞄准了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公

民权利的角度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应该包括全

年龄段有照护依赖的人，才是最为公平的。但不

同对象有不同的情况，在政策上区别对待是更为

理性的考虑。

3．长期照护保险和重度残疾人社会津贴

如前所述，长期照护服务不但适用于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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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适用于有照护依赖的重度残疾人。但在长

期照护筹资方面，如果所有有需要的保障对象都

以保险的方式来进行筹资以覆盖服务成本，这样

的制度安排可能也并不明智。2007 年中共十七大

报告中曾经提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

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

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5] 其中突出了社

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是中国社会保障体

系的三大基本制度。按国际社会保障理论，詹姆

斯·米奇列在《不平等、社会保障和第三世界》

中提出：仅从资金保障（资金筹措和待遇支付）

的角度来说，三大基本制度可以被看成社会保险

（Social Insurance）、 社 会 救 助（Social Assistance）

和社会津贴（Social Allowance）[6]。

对重度残疾人而言，社会保险并不合适。社

会保险的筹资和支付建立在可预测、可精算的基

础上，但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可靠的数据，精算和

预测就没有依据。另外，社会保险强调缴费，相

当一部分重度残疾人没有缴费，这与 60 岁及以上

的失能老人的情况有根本的不同。社会救助也并

不合适重度残疾人。社会救助是专门针对贫困户

做出的制度安排，以家庭为单位，所以社会救助

要以家庭经济调查作为前提。

重度残疾人有照护依赖，在日常生活上需要

他人帮助，也需要可覆盖服务成本的长期资金

支持。就制度安排而言，对重度残疾人更为合

适的是社会津贴。社会津贴资金来自政府财政，

针对为数不多的重度残疾人，可长期负担其服

务成本。社会津贴与社会救助不同的是，后者

针对的是经济困难的家庭，而前者强调的是有

实际困难的个人，而且其困难不仅仅因为贫困。

让成年重度残疾人家庭完全负担其全部照护费用

是不合理的，有必要采用社会化措施。十九届三

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的决定》指出：“完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

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普惠化、便捷化，推进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制

度统一。”[7] 这被视为重度残疾人社会津贴的法

理依据。

4．长期照护机构和长期照护津贴

2000 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关于老年人

长期照顾政策的国际共识》，提出长期照护（照

顾）的概念框架：“长期照顾是由照顾者（家庭、

朋友和／或邻居）和专业人员（卫生、社会和其

他）非正式开展的活动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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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活动系统或服务体

系的建构方面，近年来我国正在努力建构的老年

服务体系可以为建构重度残疾人服务体系提供

参考，譬如“居家照护—社区照护—机构照护”

三个层次的整体设计。并为了确保政策目标的

实现，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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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

上说，重度残疾人长期照护服务最好由专业机构

提供，因为机构是规模化经营，只有在机构中才

能聚集起各种类型的专业人员，包括护士、康复

师、营养师、社会工作者等，还有经过专业培训

的护理员。

重度残疾人与失能老人有不同之处。相对而

言，对失能老人的服务同质性较强，而重度残疾

人的服务则需分门别类，有肢体残疾、精神残疾、

听力残疾、视力残疾、言语残疾、多重残疾等，

不同的残疾种类加上不同的残障程度，各类各级

之间差别较大。因此，专业机构需要分门别类地

兴办，在专业分工上更加明确，对专业人员的需

求也更加具有针对性。专业机构不要贪大求奢华，

服务需要的场地设施，尽可能不新建，而采取对

旧物业加以利用和改造的方式，多在社区中设置

小型机构，连锁经营。或在社区中设置日托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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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喘息式服务机构，上述两种社区机构也可以考

虑合并经营。

如果家庭愿意将重度残疾人留在家中照护，

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有“非正式照护者”，可

以是亲属、朋友、邻居或志愿者等。因为重度残

疾人有照护依赖，需要长时间乃至 24 小时的陪

护。二是要有社会和社区支持性服务，既要有技

术支持也要有社会和心理支持。社会和社区支持

首先要对非正式照护者进行培训，教会他们关于

重度残疾人的生活照料和护理康复技术。有些技

术性服务必须由是有专业资格的人操作，这些服

务应该由专业团队提供。

照护服务的提供者，无论是机构照护、社区

照护还是居家照护，应该走市场化经营的路子，

在照护实践中逐渐形成专业的轻资产的残障服务

经营商。残障服务经营商最好把“机构—社区—

居家”串联到一起，统一部署，统一经营。残疾

人联合会应该甄选有信誉、有能力的专业照护团

队进行扶持和培养，并实施购买服务。可以考虑

从已有的老年服务运营商中选一些已经有成就、

有信誉的进行合作，不要满天撒网，以免造成市

场混乱。

给重度残疾人发放社会津贴是为了覆盖照护

服务成本。社会津贴资金筹措可考虑使用残疾人

保障金，并在一些城市先行试点。社会津贴可根

据需要分为几档，以“总额包干”方式发放，选

择机构服务和选择居家服务的重度残疾人都可以

享受。重度残疾人被认定后，本人和家属可以按

照需要选择服务项目，并支付相应的费用。社会

津贴是定期定额的，直接付给服务提供者，抵扣

部分服务费用，其余部分则由残疾人家庭自己承

担。经济上有困难的家庭，可以由社会救助或慈

善基金给予支助。

按上述路径发展重度残疾人长期照护服务，

事前评估很重要。一般认为，一级二级残疾是为

“重度”残疾，要在残障分级的基础上，根据照护

依赖即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要再作评估。评估工

具可参考 ADL 或 IADL 量表。当然，要正式启动

这项制度，还需要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再作调研，

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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