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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薪阶层来说，世界上
最痛苦的事情大约莫过于上
班，比上班更痛苦的是天天上
班。而最近几天，日本一家企
业给了员工一个更痛苦的可
能性：终身上班。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
日本家电连锁企业野岛电器
针对旗下所有员工宣布，公司
已经修改制度，今后员工可以
工作到80岁。
为了应对愈演愈烈的老
龄化问题，日本近年来一直致
力于打造所谓“终身不退休”
的社会，而这一招也意外获得
了日本企业和老年人们的支
持。政府、企业和老年人都是
咋想的？这一招真的是解决老
龄化问题的良药吗？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昱

向老年人要劳动力？
如果你近几年去过日本，会
发现老年人仍在工作的现象在这
个国家十分普遍。地铁站的列车
员、便利店的售货员、计程车的司
机……甚至在车站替你搬行李的
搬运工，很多都是白发苍苍的老
年人。你会觉得，这个国家仿佛有
一小半行业是依靠老年员工在运
转的。
你的这种观感是正确的。
据日
本厚生劳动省2019年发布的官方
数据显示，目前，日本已经有超过
800 万就业人口达到甚至超过了
65 岁的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占到
了 日 本 整 体 劳动人口的12% ，创
下日本国内的历史纪录，
并连续十
多年增长。
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公布的数据，日本的家庭
老 年 工 作 比 率 已 经超过50% ，预
计到2050年将进一步上升至接近
80%。也就是说，目前日本已过退
休年龄的老龄夫妇中，已经有超
过一半家庭至少有一人选择继续
工作，再过三十年，将会有八成家
庭这样做。
近年来，
少子高龄化一直是一
把悬在日本头上的“达 摩 克 利 斯
65岁以上人口目前已经逼
之剑”，
近 了 日 本 总 人 口 的30% 。按照世
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一个国家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
7%，就意味着该国进入老龄化社
会，超过20%就是“超老龄社会”，
如今日本这个状态，
估计要逼着世
卫组织创造一个“超超老龄社会”
才能形容。
为了力挽狂澜，日本现任首
相安倍晋三不得不下了狠招，扩
大6 5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就 业 作 为 其
“新经济战略”的核心之一。早在
2018年，安倍接受采访时就提到，
要打造不论到多大年纪、只要有
意愿就能参加工作的“终身不退
休”
“ 终身活跃”的社会，并以此为
前提，推进医疗和养老金等社会
保障制度整体改革。
安倍说到做到，
他2013年刚上
台时，就曾经搞出过一个《高年龄
者雇用安定法》，企业必须雇用有
意就业的65岁及以下的员工，
同时
法案也将这一规定设置为企业的
2019年，安倍政
义务而流传下来。
府再次加码，
除了要求企业将退休
年龄延长至70岁之外，
还要求企业
支持老年员工到其他公司再就业、
创业等。
在政府的鼓励下，
日本老年人
“退而不休”甚至“不退不休”日渐

成为一种常态，自2013年《高年龄
者雇用安定法》发布以来，日本60
岁以上老年人就业人口连续7年保
持5%以上的高增长态势，越来越
多的企业将返聘已过退休年龄的
老年员工设为其制度。
不过，
野岛电器此次一口气宣
布将雇用年龄延长到80岁，
还是惊
呆了很多人。其实在改革前，野岛
电器的员工虽然退休年龄为65岁，
但65岁以后还会以临时员工的身
份与公司签订1年期的合同，其出
勤方式与工资待遇以个别协商方
式来定。而野岛电器此次改革的
意义在于，该公司的员工在过了
65岁以后，只要不主动提出退休，
公司就视为其有继续工作的意
愿，允许其在原岗位以原有工资
待遇继续工作。
对于这项改革的初衷，
野岛电
器承认，继续雇用老年员工，既能
解决目前找不到合适青年员工的
问题，
也能为企业节省人力成本。
由此看来，日本政府让老年
人继续工作，至少获得了企业方
面的支持。

“自愿”
背后的难言之隐
面对政府和企业的这种要求，
很多日本老年人似乎也十分乐意。
2019年，日本政府曾公布调查称，
65至69岁老年人中有65％表示
“有
意工作”。在安倍政府正式搞出那
个
《高年龄者雇用安定法》
之前，
很
多企业也会在员工60岁的时候为
其办理用于领取国民养老金的退
休手续，
然后以返聘的形式让其继
续留在企业工作，
但工资待遇则降
为原工资的70%左右。虽然被降了
工资，
老年人依然愿意以老迈之身
在原工作岗位上干同样的工作。
那么，日本老年人为何要在
退休后还工作呢？
首先必须承认，这并不完全
是钱逼的。
日本老年人在过了退休年龄
之后能够领到三份养老金，
包括最
基本的养老金即国民年金，
无论你
做什么工作，只要你是日本国民，
过了65岁之后，每月就能拿5万多
日元，
约合人民币3000多元。
此外，
还有企业基于工资替你向政府交
纳的“厚生年金”以及参保私人保
险公司的
“企业年金”
。
三种收入加
在一起，
日本老人每月拿个20万日
元左右
（约合人民币1 . 2万元）
的退
休金还是很容易的。
当然，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
家，
物价、
房租高企，
这笔在中国不
菲的收入，
在日本可能也就能维持
普通生活。但是，日本老人也有自
己的特殊麻烦。
与中国老年人退休后回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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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忙着帮子女带孙子不同，日本
老人和子女都互相独立。孩子18
岁成年之后，如果和父母的关系
不好，可以直接“家出”——
— 收拾
行李离开家里，从此不和家里有
任何联系。而即便跟父母关系密
切，子女一般也只是偶尔回家看
看。
子女独立之后，
两家的经济是
绝对独立的，
日本不存在什么父母
拿出自己半辈子的积蓄给子女买
房的情况，
也不存在子女主动赡养
父母的问题。
日本的子女在法律和
道义上并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和
传统，
他们与父母在法律和事实上
都是几乎不相干的
“两家人”
。
而少了子女这个黏合剂，
老人
在退休后所回归的那个家庭其实
十分脆弱。
工作了一辈子的丈夫在退休
回家后只能跟做惯了家庭主妇的
妻子每日相伴，
而这样的夫妇也很
难达成中国人理想中那种“老伴”
式的和谐。由于之前过惯了“男主
外女主内”，丈夫“996”、妻子当主
妇的生活，
丈夫退休之后每天不干
家务地在家闲着，
很容易遭到妻子
的嫌弃，甚至被称为“大型垃圾”，
引发家庭矛盾。
当然，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
本经济最辉煌的时代，
这也不是事
儿。
因为那会儿日本老年人退休金
极高，
潜在的家庭矛盾会被丈夫领
到的大量退休金所掩盖。
当时的日
本老人在退休后一般会选择出国
旅游，或者报各种兴趣班，丰富的
业余活动会让他们忘掉烦恼。
但在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
后，
目前日本大部分老年人的养老
金也只够维持普通生活，
相比上班
时，生活水平是下降的，于是两口
子在家越发相看两相厌。
近几年来，
被称为
“熟年离婚”
的老年人离婚现象在日本开始频
繁发生，
甚至出现过老两口因家庭
琐事争执而闹出人身伤害的恶性
案件。这背后，正是日本经济发展
停滞给老年人带来的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
很多老年人一
琢磨，觉得还不如再去找份工作
好，
一来赚点外快，
让老伴开心，
二
来也实现点自我价值。
于是，就造就了大量老年人
“主动工作”
的假象。

“工作到死”
真的好吗
然而，在政府、企业和老年人
似乎“三厢情愿”的表象下，日本
致力于推动的“终身劳动制”并不
那么美好。
日本NHK电视台曾经深度报
道过东京一家大量雇用老年人的
警备（保安）公司的情况。这家有

364名员工的企业中，
有184人为60
老年员工占到了全体员工
岁以上，
的一半，其中最年长的员工为86
岁。
报道揭示，
过量雇用老年员工
其实需要企业支出大量额外的成
本。比如，为了防止老年员工身体
出现问题，
公司每天必须让员工在
上班前测量血压，
询问他们是否吃
过早饭、睡眠是否充足等情况。这
至少要花上一个小时左右时间，
大
大降低了工作效率。
老年员工也不能承担保安公
司所遇到的一些紧急情况，
一旦遇
到暴力事件，
公司还要紧急调派年
轻员工处理。该公司负责人坦言，
这样折算下来，
大量雇佣老年人其
实并没有节省多少成本。
员工方面，在积极乐观、主动
要求工作的表象下，
很多老年员工
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一名70岁的
该公司保安在深谈后吐露，
他其实
也想尽早结束工作，回家清闲着，
但一想到老伴总唠叨退休金不够
花，他又觉得只要还干得动，还是
继续工作着好。
其实，
对于
“终身工作制”
的缺
陷，日本政府方面也未必不清楚。
日本厚生劳动省今年初曾出过一
份调查，
指出高龄雇用者的增加正
在推高安全风险。比如，日本年龄
在75岁及以上的司机所造成的死
亡率，
是75岁以下司机所造成的死
亡率的2 . 4倍。日本目前出租车行
业大量雇用老龄司机，
导致乘出租
车风险加大，
也降低了人们对该行
业的信任度和使用率。
在安全风险的背后，
过度老龄
化给日本产业造成的创新力不足
的问题也在显现。
日本管理学家大
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人口老龄
化的经济危机与破解之道》
中就曾
说，
大量高龄者长期占据企业的中
高层职位，
导致了日本企业中年轻
人没有上升的动力和欲望，
老年人
冲到第一线的同时，年轻人却不
婚、不育、不买房、不买车，导致少
子高龄化更加严重。
而如果机会和
财富都向高龄者聚集，
日本社会将
进一步丧失活力……
对于这个恶性循环，大前研
一 也 没 能 给 出 太 好 的“ 破 解 之
道”。返聘和延长高龄员工的退休
年龄，确实是日本企业目前为解
燃眉之急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
法。日本政府目前加强相关立法，
也并非安倍所强调的那般“主动
而为”，只是顺应了这种趋势。
但 可 以 肯 定 的 是，单纯依靠
延长退休年龄，打造什么“终身活
跃”社会，绝不会真正解决日本的
老龄化问题。在这个思路上想招，
其所制造的新问题，
永远比真正解
决的问题还要多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