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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关爱照料者，加强中国养老人才建设

要点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是世

界上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

之一。随着老年人口迅速增

长，居家养老比例下降，中国

需要建立以合格的老年护理人

员为核心的、有效运作的养

老体系，确保人们能够老有所

养，有尊严地步入老年。

•	老年护理需要从单纯的“医

治”模式转变为“照护”模

式。除了解决人力短缺的问

题，中国还需要建立长期、有

效的护理教育培训体系，持续

培养一批高素质、积极主动的

老年护理专业人才。

•	政策行动的主要领域包括：与

综合性三级医院建立联系，将

其作为养老护理人员培训基

地，并为中国的三级养老服务

引入完善的服务评价体系。

纳吉布拉 • 哈比卜（Najibullah Habib）
卫生事务专家

东亚局 
亚洲开发银行

引言

老龄化加剧导致的人口下降正威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而这一挑战涉及多个

方面。 

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2000年，中国65岁以上人

口的比例超过了7%，被视为迈入老龄化社会。1 2018年的官方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已攀

升至17.9%，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2.49亿。2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估计，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14.4亿这一峰值，之后开始收

缩，进入“势不可挡”的长期下滑阶段。3 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预计将激

增至34%（约4.8亿人），4 其中农村老年人口占60%左右，城镇老年人口占30%。5 到

2050年，80岁以上人口比例（2017年为2,600万人）预计将由2017年的1.8%增至8%。6

1 中国国际电视台，2019，《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北京。

2 中国日报，2019，《2025年起中国老龄人口或激增》 （China’s Senior Population May Surge 
from 2025），北京。

3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9，《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北京。
4 翟振武，2015，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进程及特点（Ageing in China: Trend, Process, and 

Character），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5 R.Herd, Y. Hu, 和 V. Koen，2010，《加强中国老年保障体系》，经合组织经济部工作文件，第

750期，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https://www.oecd-ilibrary.org/economics/providing-greater-
old-age-security-in-china_5kmlh4x7pc7k-en 

6 联合国，2017，《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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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年人口迅速增长，居家养老比例下降，中国需要建立以合格

的老年护理人员为核心的、有效运作的养老体系，确保人们能够老

有所养，有尊严地步入老年。

老年人发病率不断上升，并出现了新模式。约81.7%的老年人属于

阿尔茨海默氏症、动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骨质疏松症

等慢性疾病的高危人群。据估计，约20.9%的老年人身患四种以上

的疾病，病情复杂，需要接受多科专家的诊疗。2013年，老年痴呆

患者约有500万人，每年的增长预期为30万人。7 对于贫困人口、

农村人口以及身体健康状况通常不如男性的年老女性而言，这些疾

病尤其严重。

此外，儒家的孝道根植于中国的民族精神之中。成年子女有义务赡

养年迈的父母，养老费用由家族分担。8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不断

推进、人口结构的转变，以及大批农村青年涌入城镇打工，家庭养

老体系逐渐被侵蚀。2010年，中国约有6,200万“空巢老人”（无

子女或子女已离家的老年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国家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2015年“空巢

老人”已占老年人总数的50%。到2030年，这一比例预计将达到

90%。9

上述趋势使得中国对正规、长期护理的需求不断增加。完全依靠家

庭的养老体系越来越难以实行，养老院和养老机构成为了朝阳产

业。10 2012年，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报告称，截至2010年底，中国

的养老院共有床位319万张。然而，渴望进入养老院的老年人口在

2010年已接近1,200万人，明显供不应求。11

 在中国农村，养老服务供不应求的状况更明显，东北工业区尤其如

此，而辽宁省是其中最早迈入老龄化社会的省份之一。12 2018年，

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7.3%。13 辽宁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

数据表明，2018年全省老年人占该省总人口的22.65%，比全国平均

水平高5.35%。约56.9%的老年人患有慢性疾病，其中约13.4%的老

年人为残障人士。

在这一背景下，本简报通过介绍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与辽宁省政

府和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国医大一院）在辽宁省开展的

技术援助（技援）项目，让读者系统了解中国目前的养老服务。14 无

论是对于老年护理人力建设领域的未来研究，还是创建职业教育培

训计划以确保中国的长期护理机构能提供安全、优质的护理服务，

希望本政策简报都能有所启示。

养老服务政策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导致社会经济压力攀升，中国政府意识到，要

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长期护理需求，必须建立高效、可持续的老

年医疗护理体系。

为此，中国制定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2011—2015年）这项国家政策举措，旨在构建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支持“就地养

老”、“去机构化”、“老有所为”等理念（图1）。15

7 中国老龄协会，http://www.cncaprc.gov.cn/contents/2/3495.html (中文)。
8 奥尔文	•	贝德福德和叶光辉，2019，《孝道心理的历史和未来：中国的情境人格构建规范》（The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Psychology of Filial Piety: 

Chinese Norms to Contextualized Personality Construct），https://www. 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psyg.2019.00100/full. 
9 周成超等， 2015，《山东空巢老人卫生服务的未利用情况：跨领域调查》（Non-Use of Health Care Service among Empty-Nest Elderly in Shandong, 

China: A Cross-Sectional Study），https://www.ncbi.nlm.nih.gov/pmc/ articles/PMC4517420/. 
10 该行业相对较新，发展迅速，未来有望占据重要地位。
11 中国老龄协会，2012，《中国养老院发展滞后》（China’s Nursing Homes Falling Behind），北京。
12 朱雯卿、马丹萌和任秋玉，2019，“老龄化之下，辽宁省出台新举措提高出生率”（Aging Liaoning Province Weighs New Measures to Boost 

Birthrate），《财新国际》，北京。
13 Chi Dehua，2018，《中国老年人口继续增加，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41亿人》（China’s Elderly Population Continues to Rise, with 241 Million Now 60 

or Over），https://gbtimes.com/chinas-elderly-population-continues-to-rise.
14 亚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制定老年护理政策原则和培训计划》，马尼拉（TA 9188-PRC），https://www.adb.org/projects/49313-001/main.
15 鼓励老年人在社区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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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政策出台不久，但大多关注的是为了适应养老服务需求的

升级而扩大供应。然而，老年人往往有各种临床症状（如多种慢性

疾病或痴呆症），因此，重要的不仅是增加长期护理机构中老年护

理专业人员的数量，还应确保这些人员具备相关知识、技能以及老

年医疗康复训练的理念，从而提供安全、有效的养老服务。

与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辽宁省的老年医疗护理基础教育和继续教

育工作亟待加强。目前，老年护理人员的培训主要由民政部负责，

但该部门缺乏专题培训材料，与卫生行政部门的配合也不够紧密。

除了解决继续教育机构短缺的问题，提高现有教育的质量也十分关

键。对培训师的培训也同样重要，通过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培养一

支稳定增长、可持续的高素质老年护理队伍。

《“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

（2016—2020年）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3年）等法律

法规的出台进一步优化了养老服务业的发展路线图。

国务院“十三五”规划中指出，要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市场建设，扩

大民间资本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以解决长期护理床位严重不足的

问题。政府的目标是，到2020年政府运营的养老床位数不过半，实

现由养老服务的“供应者”到“购买者和监管者”的角色转变。16 

2019年，包括上海和北京在内的十多个省市宣布，取消养老机构设

立许可，推动了养老院数量的扩张。民政部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目前民营养老机构的比例已达到44%。17

图1：中国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

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  

机构养老  

• 基础：90% 的老年人希望居家养老

• 依托：7% 的老年人希望进入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

• 补充：3% 的老年人希望进入养老机构

         
     

 

 
 

注：2018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达2.49亿人。到205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激增至4.8亿，占总人口的34%。三级养老服务体系旨在支持“就地养
老”、“去机构化”、“老有所为”等理念。

资料来源：作者估算；中国日报，2019，《中国老龄服务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China’s Care for the Elderly Boosts Silver Economy），10月8日，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1910/08/ WS5d9c4004a310cf3e3556f300.html.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17，《“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北京。
17 中国国际电视台，2019，《中国为何能发展好养老事业》（Why China Can Support The Elderly So Well），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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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2017年，由亚行、辽宁省政府和中国医大一院携手开展的技援项

目启动之时，辽宁省面临着养老服务长期匮乏的困境。

当时，在服务能力方面，辽宁省的1,632家养老机构共有床位19.5万

张，也就是说，每1,000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为25张。更严峻的是，

辽宁省没有一家医学类职业院校开设老年护理培训项目。辽宁医学

院护理学院2012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称，全省只有6.9%的护士

拥有养老护理员的职业认证，而全国平均水平为10%。

不幸的是，辽宁省仅仅是整个中国的缩影。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

示，完全及部分残疾的老年人已增至3,750万人，而合格的专业

护理人才却极为紧缺。截至2012年底，全国仅有32万名养老护理

员，其中只有8,200人获得了民政部的认证。18 显然，作为新兴的

养老方式，长期护理机构和服务缺少业务熟练、具备资质的从业

人员。

除了人员短缺，老年医疗护理培训也是一大制约因素。目前的中国

与30年前（即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面临着相似的挑战。当时，

日本的养老护理主要围绕急性护理展开，即照护因临床急症接受短

期积极治疗或处在手术康复期的老年患者。当时的日本和此时的中

国一样，都需要拓展老年医护的涵义，将其从单纯的“医治”转变

为“照护”，并在日常生活上予以帮助。

要确保老年人获得安全、优质的护理，中国必须改革养老护理的现

有教育培训体系。目前，中国并没有足够重视老年医护的基础教育

和继续教育。虽然2000年以来，一些护理学院开设了老年医护课

程，但基本课程设置颇为薄弱。仅有护理专业研究生学位项目才开

设老年医护这一选修课，课时少，课程资料更少。即使是“高度重

视”老年医护的护理学院，也只有12到36个课时，而老年护理实践

的课时则更少。 

中国还缺乏为养老护理员提供继续教育的机构，以及专业、系统、

分级的护理培训。关于现代老年护理实践的文献寥寥无几，也毫无

任何成体系的关于老年学、老年护理学、老年心理学和老年社会学

的书籍。

长期护理机构的大多数基层护理员都来自劳务市场，负责协助老年

人完成吃饭、洗澡、穿衣、如厕等日常活动，在老年护理方面的教

育培训水平较低。

干预措施一：

更新养老护理观念，培训战略思维 

本技援发现了以下制约因素：长期护理服务机构不但人员短缺，

而且现有护理员的能力难以胜任复杂的养老工作。老年医护专业

知识落后，而培训相关专家的目的主要是提供急性护理。老年护

理需要从单纯的“医治”模式转变为“照护”模式。除了解决人

力短缺的问题，中国还需要建立有效的长期护理机构教育培训体

系，持续培养一批高素质的老年护理专业人才。

为帮助中国建立该体系，2017年，来自日本千叶大学的老年护理

国际顾问和22名来自中国医大一院的国内老年医护专家组建了专

家组，19 在辽宁省实施老年人护理政策研究和培训项目。首先，在

专家当中开展能力建设和主动式学习，因为专家组成员的任务不

仅包括制定长期护理教育培训的政策建议，还有传递知识、开发

课程以及培训新一代的老年护理教师。

在填补知识空白之前，我们先向中国的老年护理专家介绍了两套

问题解决和系统发展的方法：

18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地区老年人的长期护理》（Long-Term Care for Older Person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https://www.
unescap.org/ sites/default/files/Long%20Term%20Care%20for%20older%20persons%20in%20China.pdf. 

19 所有中国专家都有硕士以上学历、副教授以上职称，其中包括老年病学、神经学、肿瘤学、康复学、精神病学、重症医学护理和流行病学领域的七位领

军人物，以及老年病护理所涉及的呼吸科、内分泌科、骨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创伤科、护理管理、护理教育等领域的14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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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WOT分析法。SWOT是英文单词Strength、Weaknesses、

Opportunities和Threats的首字母缩写，它是一种审查和分

析工具，用于全面审视项目内外部所有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因素。

(ii) KJ法（由川喜田二郎提出，KJ为川喜田二郎英文名Jiro 

Kawakita的缩写）。KJ法是一种通过归类整理某一主题内杂

乱的数据和想法来实现创新性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KJ法

的核心是标签化和定性数据分类，让这些数据说话。它是一

种定性的系统发展方法，广泛应用于研发、创新、规划、教

育、人力资源管理和咨询等各领域的机构。该方法被公认为

组织发展领域最有效、最高效的方法之一。20  

来自中国的养老护理专家小组花了两周时间来掌握这两种方法。

让专家组具备调查和分析中国养老服务现状的能力意义重大，因

为这样，专家们就能够锁定问题，根据问题的紧急程度设立优先

级，有针对性地提出教育培训计划，最终填补知识空白。这些技

能还可以帮助专家更主动地预测和响应老年人的需求，而不是等

出问题以后再作反应。

借助KJ法和SWOT分析法，技援团队成员把日本之行所收集的信

息与在中国考察时养老机构的既有数据进行了同步，对辽宁省和

中国面临的养老形势和需求有了更清晰的把握，从而使辽宁省的

养老护理专家得以完成以下工作：

(i) 制定辽宁省养老护理培训计划的指导方针、标准和实施框

架，包括：老年护理师资培训学员的录取标准、培训标准、

评价评估标准，以及短中长期目标和时间表。

(ii) 针对老年医护培训课程体系和老年护理培训计划，创建课

程、培训模块和教材的内容。同时，建立针对培训师的标准

化评价体系，不断提高培训质量。 

(iii) 将KJ法纳入中国医科大学护理专业研究生的理论课体系。专

家们发现了KJ法在解决组织和社会问题方面的价值，并将其

应用于临床护理质量分析以及现有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一旦

专家们掌握了KJ法，就可以为中国的护理管理人员和教师提

供此类培训。 

干预措施二：

养老护理三级培训体系

为了有效开展辽宁省养老护理人员培训计划，本技援的国际咨询顾

问创建了三级培训体系，将养老护理专业人员分为三组，每组有对

应的培训模块（图2）。

该体系采取自上而下的发展方式，首先培训养老护理专家（三

级），更新其养老护理服务观念，由专家把学到的教学培训方法及

内容融入其最初创建的养老护理师资课程体系（二级）。养老护理

教师能力建设则通过为期四周的培训来进行，包括120小时的理论

培训和40小时的实操课程。二级小组采取类似的理论和实操课程

形式，对基层养老护理员进行培训（一级）。

实践证明，养老护理教师和护理员培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它是解

决辽宁省合格护理员短缺的第一步，对各级医院和养老机构的影响

立竿见影：养老护理教师不仅更新了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提

升了培训质量和效果。经过培训，养老护理员收获了新观念、知识

和技能，并且在照顾机构中的老年人时加以应用。此外，辽宁省还

制定了短中长期目标及实施计划，并根据优先级和紧迫程度予以实

施，提高了医院和养老机构的护理水平。现在，受训学员对现代养

老护理实践有了更深的理解，并且遵循国际标准，更好地为辽宁省

和中国的老年人服务。 

20 川喜田研究院，1991，《原始的KJ法》（The Original KJ Method），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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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养老护理三级培训模式也在不断更新，促进持续的积极

发展。

在实施技援项目的两年中，养老护理专家（三级）提升了辽宁省作

为老年病护理教育培训中心的地位。他们通过中华护理学会老年护

理专业委员会及辽宁省护理学会老年护理专业委员会，在全国推广

项目实践和经验。中华护理学会充分肯定了辽宁省在老年病护理领

域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学会领导于2017年11月到中国医大一院进行

调研学习。

专家们还向其他省分享了从培训中收获的大量信息。完成针对一级

和二级的五轮培训后，养老护理专家组（三级）基于开展的培训项

目编写了《老年护理培训教程》一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年）。21 

该书内容围绕老年护理基础及前沿领域展开，同时探索人文关怀护

理，被视为培训养老护理教师和从业者、护理专业学生、老年科护

士和临终关怀机构人员的重要参考资料。

图2：辽宁省养老护理专业人员分级培训体系

L3  
 

养老
护理

专家

对中日两国的养老机构进行实地调研、

专家咨询、访谈和项目考察。

120小时的理论培训+ 40小时的

实践培训

100小时的理论培训 

+ 60小时的实践培训

L2  
 

养老
护理

教师

目标  

 

目标 目标
 

L1  养老
护理员

• 更新老年照护理念

• 为老年医护师资和老年照护从业者制

定培训目标、培训课程和评估计划

• 培训老年医护师资

• 更新老年照护理念

• 掌握老年照护的技术和方法

• 学习优化老年照护管理工作

• 更新老年照护理念

• 掌握老年照护的新技术和方法

• 具备进行老年医护培训和教学的

能力

• 为养老护理人员授课

资料来源：作者的演示文稿。

项目对于加强老年护理人力资源建设政策建议

的启示 

虽然老年照护计划已在老年病护理的多个领域初显成效，但攀升的

老龄人口依然让辽宁省应接不暇。对此，有关政府部门需要尽快制

定政策，并确立政策落实的优先级。在辽宁省项目的启发下，我们

提出的部分政策建议以下：

(i) 通过落实辽宁省首推的三级培训法，优化中国养老护理从业

者的人员构成和技能组合。除基础教育外，培训体系还应包

括老年护理高级教师培训大纲和课程，制定评估及评价标

准，并成立和/或指定认证机构。此外，还要有计划地规范老

年照护服务人才的培养，对现有养老护理员进行认证，从而

满足老年人的护理需求，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21 中国医科大学护理实训中心，2019，《老年护理培训教程》，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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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与综合性三级医院建立联系，将其作为养老护理人员教培实

训基地。职业医护人员的学术项目中很少涉及老年人照料。

医院和养老院的合作使未来的老年护理专业人员不仅可以接

受理论培训，还能将理论付诸实践，或者到相关机构观摩老

年照料者如何照顾长期卧床的老龄患者。医院和疗养院成为

了促进学习的教学平台。

(iii) 在中国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建立完善的老龄服务评价体

系。建立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社区日托机构的

质量评价标准。这将有助于提升这些场所的设施质量和服务

能力。

结语

随着面向中国养老护理人员的培训机会不断增多，政府需要解

决更广泛的挑战，最基层的养老护理人力缺口最大，养老护理

员短缺。

公众意识也在制约老年病护理事业的发展，人们认为这一职业缺乏

有吸引力的发展路径，养老护理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也较低。因此，

需要提高此类工作者的社会经济地位。由于薪酬低且缺乏稳定性，

行业流动性大，必须在薪酬、工作环境、认可度、职业上升、奖励

等方面激励员工。同样，也要激励雇主去鼓励员工参加培训、申请

认证，并在组织内部建立更完善的招聘及留人制度。居家养老和社

区养老的选项也很有限。为照料老人的家庭成员和社区志愿者提供

适当补贴，也有助于解决照护人员短缺的问题。

最后，为确保在中国建立可持续的创新养老服务体系，必须在政

治议程和预算中优先考虑制定并实施有效的监管框架及质量保证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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