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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

人口发展趋势的突出表现之一。全球 60 岁以上老

年人口的比例在 2000 年已达到 10%，而到 2050
年这一比例将达到 22%[1]。中国的老龄化来势更

加迅猛，2013 年中国 60 岁以上人口超过 2 亿人，

占总人口比例 14.9% ；预计至 2050 年中国老龄化

将达到顶峰，老年人口约 4.3 亿 ~4.5 亿，占总人

口的 1/3[2]。

作为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指导性建议，世界卫

生组织（WHO）在 2002 年的第二届联合国老

龄问题会议上提出了促进“积极老龄化”（Active 

Ageing）的政策框架和行动计划。积极老龄化是

指通过促进个人健康、社会参与和公众安全来提

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积极”一词，指老年人

能够持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务，

而不仅仅是保持体力活动或参与劳动。WHO 特

别强调，由于“健康”的定义包括身体、精神和

社会三个方面的福祉，因此在积极老龄化的框架

中，促进精神健康和社会联系的政策与旨在提高

身体健康水平的政策同等重要。无论对个体还是

政策制定者来说，保持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和独立

性都是一个关键目标 [3]。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养老模式主要有三种 ：居

家养老、社区照顾养老和机构养老。其中居家养

老和社区照顾养老又被称为“在地养老”（Ageing-

in-place），即通过提供满足老年人需求的住房和社

区照护设施，帮助老年人维持其独立性，延缓进

入养老机构的时间，使老年人能在熟悉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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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享晚年。相对于机构养老，“在地养老”因为既能满足“积

极老龄化”的要求，又减轻了公共财政负担而成为世界各国

和国际组织的共识性策略 [4]。而养老社区的建设是实现“在

地养老”的重要举措 [5]。

美国经济发达，老年人口绝对规模较大，在大型养老

社区的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美国有两种主要的养老

社区建设模式，一种称为“活跃退休社区”（AARC: Active 

Adult Retirement Community），另一种称为“持续照料退休

社区”（CCRC: Continue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y）。目前

CCRC 受到国内学界关注较多 [2,6,7]，也成为目前中国大量养

老地产项目学习的对象。而对于 AARC 模式，除了一些介

绍早期太阳城项目的文献以外，关于其最近发展及内在特点

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以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群村”（The 

Villages）为例，详细阐述了“活跃退休社区”建设的国际经

验及对中国的启示，并与 CCRC 等类型的退休社区相比较，

探讨未来中国养老社区建设的模式。

1  美国活跃退休社区的建设与发展

1.1  活跃退休社区的发展历史
活跃退休社区（AARC）是指以满足健康活跃老人的养

老需求为目标而建设的商业住宅项目。其住宅只出售给年满

55 岁以上的老年人，未成年人不得成为永久居民；社区内提

供高尔夫球场、网球场、游泳池、休闲会所等大量运动、娱

乐设施，以会员制度向业主提供服务。AARC 塑造了一种积

极的退休生活方式，因此又被称为“休闲退休社区”（Leisure 

or Lifestyle Oriented Retirement Community）[8]。自 1960 年亚

利桑那州的太阳城首次以“活跃成年人”（Active Adult）的

概念来营销退休人士社区以来，AARC 的开发模式取得了巨

大成功，在美国老年人住房市场上长期占据重要的市场份额。

目前，全美最大的几个老年社区开发项目，如“太阳城”系

列项目①，以及本文将要介绍的佛罗里达州群村项目等，都

属于这一类型的退休社区。

1.2  案例研究 ：佛罗里达州群村社区

1.2.1  群村的开发背景与发展历史

佛罗里达州是美国本土最南端的一个州，气候温暖湿

润，十分适宜老年人生活，因此吸引了大量退休社区项目在

此建设。群村位于佛罗里达州著名度假胜地奥兰多市西北约

70 km 处（图 1），其最早的建设可以追溯到 1970 年代的退

休房车营地。群村于1990年代开始以AARC的模式进行开发，

近年来人口规模增长十分迅速。2000 年的人口调查显示该地

区居民有 8 333 人；2010 年增长到 51 442 人；其后 4 年间

增长超过 1 倍；2014 年达到 114 350 人；2016 年 4 月，群村

合并了邻近一个小城市后，其居民已超过 157 000 人（图 2）。
美国人口调查局（The US Census）在 2013、2014 年连续 2
年将其列为美国人口增长最迅速的城市地区 [9]。目前，群村

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退休社区，占地面积约 90 km2 ②。

1.2.2  群村的运营管理机制

群村范围横跨佛罗里达州中部的三个县——萨姆特

（Sumter）、莱克（Lake）和马里恩（Marion），其中萨姆

特县占大部分。但群村的地方公共服务不是由这三个县政

府来提供，而是另行成立了十多个“社区发展区”（CDD: 

① 目前全美已建成了十几个太阳城系列退休社区，其中规模超过 20 km2 的大型退休社区有 3个，分别位于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

② 据美国人口调查局 2010 年调查数据，群村的土地面积是 30.81 平方英里（约 80 km2）。据作者 2016 年实地调研时由开发公司提供的平面图量算，

群村目前的占地面积约为 90 km2。

图 1  群村区位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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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Development District）地方政府①，提供包括公

共场所、地方道路、给排水及其他基础设施、安保（非警察

事务）、消防、环卫等公共服务。CDD 的所有事务由一个 5
人董事会决定，董事会由社区居民选举产生。CDD 所提供

公共服务的花费通过向社区居民收取房地产税和市政公用设

施费来支付，这笔钱由群村开发公司代收代缴。

群村目前在售住宅的价格大多在 20万 ~ 30万美元之间②，

2010—2014 年住宅价格平均数为 22.42 万美元 [9]。群村的

住宅价格与佛罗里达中部地区一些较大城市（如奥兰多

[Orlando]、盖恩斯维尔 [Gainesville] 等）的房价相当，但群

村具有普通居住地产项目不具备的优势：购买群村住宅的老

年人可以只付房价的 5%~10% 作为首付款，剩下的可以申请

住房按揭贷款，而贷款年限最长可达 30 年，并且对申请者

的年龄没有上限限制。如果不计算房屋按揭贷款，每个月业

主平均花费在住房上的费用（包括房地产税、市政公用设施

费、休闲设施会员费等）为 474 美元；包含房屋按揭贷款则

为 1 251 美元 [9]。这对于美国中产阶层的老年人来说，是一

个相对可支付的住房花费。

群村同时也提供了相当完善的退出机制。当老年人去

世，他们的房屋和土地可以被继承，但除非继承者年满 55 岁，

否则不能长期居住在群村。开发公司提供社区内的二手房租

售中介服务，业主可以委托公司将房屋出租或出售。

1.2.3  群村的物质环境特征

（1）片区—组团式空间结构与门禁社区

群村是一个以独立式别墅为主的低密度住宅区，它的

空间结构是片区—组团式的。群村分为 6 个片区，其中 301
公路以东的 5 大片区构成了群村的主体部分③。每个片区又

包含若干个组团，这些组团分别被称为“某某村庄”，这也

是群村这一名字的由来，整个群村由 80 余个村庄组团构成 

（图 3, 图 4）。这样的空间结构十分灵活，使项目在后期运

营中能够适应边界的不断调整和扩张。

群村作为一个居住区整体是向城市开放的，通过与城市

路网相衔接的地方道路，来访者可以方便地进入它的商业区、

管理中心等公共区域。但它的每个村庄组团都是一个门禁社

区。退休社区是美国门禁社区的先锋，这一做法的创始人罗

斯·科特斯（Ross Cortese）从 1961 年开始在他的 AARC 系

列项目“休闲世界”（Leisure World）中使用门禁，由于老年

人更加关注居住安全性而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此后门禁社

区在退休社区建设中普遍运用，至 1990 年，美国有 1/3 的

门禁社区是退休社区 [10]。除了安全方面的考虑，AARC 使用

门禁的另一个原因是，社区基于会员制向居民提供丰富的休

闲娱乐设施，而门禁保证了这些准公共产品对社区以外人群

的排他性。

① 根据佛罗里达州的《规范社区发展区法案》（Uniform Community Development District Act of 1980）设立的地方政府，旨在帮助社区建设与发展。

② 群村中出售的住宅既有新房也有二手房，最便宜的二手住宅售价为 10.5 万美元，少数由设计师设计的住宅售价则达到 100 万美元。

③ 301 公路以西的“家庭友好”片区是群村中唯一不限制居民年龄的区域，是为了满足少数老人与子女共居家庭的需求，并帮助抵御退休社区市

场风险而建设的附属区域。

注：图中不同颜色区域表示群村中的 6 个不同片区。

图 3  群村空间结构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群村宣传材料改绘

图 2  群村人口规模及增长趋势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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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丰富的公共设施

AARC 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提供大量的休闲娱乐设施，居

民在每月缴纳一定会费后可以无限制使用这些设施。自从

“太阳城”以来，“免费”高尔夫球场就是美国 AARC 项目

用以吸引中产阶层退休人士的重要设施。群村中的高尔夫球

场规模不大，但数量众多，在整个社区里均匀布局，既满足

了所有居民都能接近高尔夫球场的要求，又提供了良好的景

观（图 4）。此外，群村里还密集设置了社区级、组团级和

邻里级等不同级别的公共娱乐中心、大量不同种类的室外活

动场地（表 1），以及 13 个提供野餐设施的公园、3 个宠物

公园和 1 个儿童乐园。

群村内部规划有 3 个商业中心，每个商业中心围绕一个

小广场辐射出几条商业街，沿街商铺有餐馆、咖啡馆、酒吧、

服装店、书店、家居饰品店、药店等，基本能满足社区居民

的日常生活需求。每到夜晚，这 3 个商业中心的小广场上都

会有乐队演出。同时，群村周边还聚集了大量商业、服务业

设施，美国国内主要的大型连锁超市、银行、餐馆等均有布局。

为了降低开发成本，早期的 AARC 项目一般不在社区中

配建大型医疗设施。但实际上，集中居住大量老年人口的退

休社区与提供市场化服务的医疗设施是互惠互利的。因此，

近年来很多 AARC 都与地方政府合作，提供一定级别和规模

的医疗设施来增加项目的吸引力。群村内有一家拥有 223 张

床位、提供 24 小时急诊和手术的区域综合医院，还有 5 家

基本医护中心和 1 家特别医护中心。为满足部分失能老人的

需求，群村中也有少量提供医疗看护服务的介护式公寓可供

出售，购买介护式公寓房屋的老年人可以得到 24 小时居家

看护的专业付费服务。

因为居民中基本没有未成年人，所以群村没有中小学教

育设施①，也因此得以减轻一些赋税。群村中设有一所“终

身学习学院”（Lifelong Learning College），提供多种课程供居

民自由选择。

（3）高可达性交通与土地混合使用

与一般社区不同，纯粹的人车分流和以步行为主的内部

交通组织方式并不适合大型退休社区。相反，一个建立在低

速机动交通基础上的高可达性环境可能更符合老年人的出行

需求。群村的居民普遍使用高尔夫球车作为代步工具，这种

小车使用油 / 电混合动力，无须驾照即可驾驶，可以“门对

门”地抵达社区的任何角落，包括商业中心、公共娱乐中心、

医疗设施等（图 5）。同时，群村社区内也有观光巴士运行，

主要为来访者服务。群村的内部道路并不排斥普通机动车，

但车速需控制在 10 英里 / 小时（16 km/ 小时）以下。虽然

是人车混合交通，但道路设计仍然是步行友好的，双向 2 车

图 4  群村平面图
资料来源：同图 3

表 1  群村中的公共活动中心和室外活动场地

公共娱

乐中心

名称 级别 数量 提供设施

区域娱

乐中心
社区级 10 个

多个会议室、艺术品 / 手工艺品创作室、

剧场、标准游泳池和室外设施

村庄娱

乐中心
组团级 25 个

会议室、棋牌室、台球室、厨房、家庭游

泳池和室外设施

邻里娱

乐中心
邻里级 47 个

邮政设施、成年人游泳池、意大利式保龄

球场、沙狐球场、马蹄坑（一种游戏场地）

室外活

动场地

高尔夫球场、马球场、网球场、棒球场、垒球场、篮球场、排球场、

沙滩排球场、沙滩网球场、保龄球场、射箭场、气枪射击场、标准

游泳池、成年人游泳池、家庭游泳池等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研统计

① 群村中有一所独立于公立学校体系之外的州立特许学校，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基础教育，但其服务对象不是群村的未成年居民，而是父

母至少有一方为群村开发公司雇员，或父母在群村内运营企业的少年儿童。

社区泳池

家庭泳池

运动泳池

商业

娱乐中心

高尔夫球场

居民入口

游客入口

公交线路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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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横断面使行人可以方便地过街，且两侧设有宽阔的人行

道。在工作日，萨姆特县公交系统为群村提供公交服务，但

基于美国的传统，群村的对外交通仍然主要依赖私家车，有

多条州际公路和县道穿过社区通往邻近各个城市。

对于强调“活跃退休生活”的 AARC 项目来说，符合新

城市主义发展理念的土地混合使用是社区规划中至关重要的

一点。通过土地混合使用规划和高可达性交通网络，社区中

的居住区域与各种公共设施紧密联系在一起，提供了一个有

利于社会交往的、紧凑的城市空间。此外，连续的街道界面、

人性化的街道尺度、丰富的公共空间、精致的户外景观等良

好的城市设计，也使群村更加符合美国中产阶层的审美需求

和欣赏标准（图 6）。

1.2.4  群村的社会环境特征

（1）居民的社会特征一致性

AARC 项目在社区发展方面最大的创新是它的年龄限

制。群村规定，只有年满 55 岁的人才可以长期居住在该社区，

19 岁以下的来访者每年居住时间不得超过 1 个月。虽然这项

规定使 AARC 项目受到许多批评，认为这种社区人为设置了

代际交流障碍，不能满足老年人与子孙情感交流的需要，但

AARC 项目上市前的市场调研表明，老年人欢迎子孙来拜访、

小住一段时间，随后却希望他们离开，留给自己一个清净的

空间 [10]58。这种项目在美国退休住房市场上的持续成功证明

了这一点。

因此，居民年龄的一致性成了 AARC 的重要社会特征。

此外，社会阶层和种族的一致性也非常突出。2014 年，群

村居住人口中有 98.2% 是白人；年均家庭收入 55 708 美元，

贫困人口只有 4.7% ；高中以上教育水平人口占 94.9%，大

学以上占 35.7%[9]。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有代表性的

AARC 项目中，尽管许多 AARC 社区一直在努力吸引不同阶

层和不同肤色的人群，但中产阶级白人仍然是该类项目的主

要客户群体 [10]136。实际上，从公共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社区

中提供的准公共产品种类越丰富、品质越高，对居民的社会

阶层一致性要求越高，因为所有人都必须心甘情愿地购买优

质高价的公共服务。因此，AARC 的会员制公共设施服务体

系，从根本上决定了社区居民高度一致的社会特征。

（2）社区的自组织性与高度社会参与

群村是一个高度自组织的社区。除了前文所述的“社区

发展区”地方政府外，居民还建立了两个民间组织——房地

产拥有者联盟和群村业主联盟。同时，开发公司和居民共同

创办并运营自己的地方媒体，包括网站（群村新闻网）、报

纸（《群村每日太阳报》）、广播电台和闭路电视等。此外，

开发公司还定期发行社区娱乐活动专刊，详细刊登所有公共

娱乐中心的活动安排，以及居民自己组织的俱乐部活动时间、

地点和内容。创办和参加各种俱乐部、进行丰富的社交活动

是群村居民的一种生活方式，据不完全统计，群村中居民自

组织的俱乐部数量已达到 600 多个。

群村虽然自成一体，但与外部社会也有着丰富的联系。

群村居民积极参与美国政治活动，在历次总统大选中都是共

和党的“票仓”，以至于多位美国政界高层人士为了竞选而

亲自拜访群村。高度的社区自组织性和社会参与性缔造了群

村居民对社区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是美国许多著名

AARC 社区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1.3  对美国活跃退休社区建设模式的评价
AARC 模式以塑造一种“积极、活跃的退休生活方式”

而在美国退休住房市场上长期受到欢迎，但在学术界却遭到

一些批评。最常见的批评意见包括：（1）年龄限制条款妨碍

了亲子关系的建立与维持；（2）单一社会阶层和种族的社区；

（3）对社区居民未来的医疗照护需求不够重视 [10]241。面对

图 5  群村的高尔夫球车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图 6  群村的城市环境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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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综述 

这些批评，AARC 模式也在不断改革，例如建设一部分“家

庭友好”住宅单元、努力吸引不同阶层和种族的人群、增加

社区内的医疗照护设施等。

AARC 模式只是美国众多养老居住模式中的一种，其市

场定位是满足愿意接受新环境、喜好文娱和社交活动、亲代

与子代关系独立、身体基本健康的退休人士的养老需求 ；而

针对眷恋原有生活环境、依赖亲子关系、需要医疗介助或介

护服务的人群，则发展出其他形式的养老社区来满足其需求。

如“持续照料退休社区”（CCRC）模式就是脱胎于养老院

等机构养老模式，以在社区中就近提供医疗照护服务为主要

特点。实际上，群村中的二手房交易十分普遍，一旦居民觉

得 AARC 模式不再适合自己，就会主动搬离群村，寻求更为

适合的养老居住模式。

2  活跃退休社区对中国养老社区建设的启示

2.1  AARC 模式在中国的适用性
AARC 模式与美国中产阶级郊区化和子女独立的文化背

景有很深关联，而这些方面中国与美国有一定差异。在中国，

老年人与子女在生活上、情感上相互依赖的程度更深，也更

加普遍。但并不排除一部分老年人在孙子女逐渐长大、自己

健康状况良好的情况下，想要远离城市的拥挤和污染，在青

山绿水间追求更为充实、活跃的退休生活的愿望。AARC 模

式即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填补中国养老社区建设空白

的同时，也使中国退休住房市场日益细分化而发展日趋完善。

当然，我们在借鉴 AARC 模式的时候也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加

以改造，比如取消来访者的年龄限制和居住时间限制、增加

医疗照护设施、改变居住区规划形式、提高居住人口密度、

探索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等。但作为 AARC 模式的核心，

提供大量的文娱活动设施应该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2.2  中国养老社区建设模式与空间布局
借鉴美国退休社区建设的实践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综

合考虑，笔者认为中国养老社区的建设模式及空间布局主要

有以下几种。

2.2.1  城市普通居住区的适老化改造

目前城市中的普通居住区，将有一部分随着老龄化的逐

步推进而自然成为老年人口占多数的社区。对这些居住区应

该进行适老化改造，在住宅内部和社区公共场所配建一些适

老化配套设施，增加老少居、老年套型或楼栋等。这些居住

区支持多代混居，与中国低龄老年人（60~70 岁）为子女承

担照顾孙子女等家务的习惯比较吻合，因此会具有长期稳定

的市场需求。

2.2.2  大都市区边缘的老年城

在大都市区边缘自然环境较好的县市，可以有意识地规

划建设一批大规模综合型养老社区，形成以老年人口为主的

老年城。建设模式应以 AARC 为主，CCRC 为辅。实际上，

AARC 与 CCRC 本质上都是以老年居民为主的社区，只是一

个着重提供活动设施，一个着重提供医疗照护设施，老年人

可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和不同生命阶段的需求自由选择居住

地点。AARC 与 CCRC 可以毗邻布局以共用公共资源。老年

城吸引的居民主要是本地希望远离城市污染和拥挤环境的退

休人士，他们与子女虽然不共同生活，但仍然互动频繁。因

此老年城必须与大都市区核心保持便捷的交通联系，以便子

女随时探望。同时，老年城应有自己的商业中心和公共活动

中心，并提供复合功能的紧凑城市环境和可达性较高的机动

交通以方便老年人出行。

2.2.3  风景旅游城市的养老 + 度假社区

在气候适宜、自然环境优越的风景旅游城市，可以建设

一些“养老 + 度假”类型的社区。这些社区吸引的居民主要

是来自全国，甚至全世界追求高品质退休生活的健康活跃老

人，因此其建设模式主要是 AARC 模式。子女一般不会随迁，

而是以短期探访为主。这一类型社区建设过程中需注意引导

居民从候鸟居住模式变成常年居住模式，为此首先要提供高

品质的公共服务设施，其次需要重视以地缘和亚文化圈为基

础构建社区社会网络。

2.3  中国养老社区建设需注意的问题

2.3.1  选址与规模

许多关于养老社区的文献都已经认可以老年居民为主体

的综合型养老社区建设模式，但对于将老年人与其他年龄段

人群分开居住仍有颇多顾忌，认为应限制养老社区的规模，

并在城市中与普通社区混合布局。

以群村为代表的 AARC 项目是具有严格年龄限制条件的

大型社区。实际上，群村已经发展为一个大都市边缘地区的老

年城。商店、超市、餐馆里的老板和顾客都是老年人，街上熙

熙攘攘的人群、娱乐中心里打牌下棋的、活动场地上打球游泳

的、公园里遛狗野餐的也都是老年人。在这里，老年人自我服

务、自我管理，年轻人只起到从属、辅助的作用，只有在医院、

银行、市政等一些不适合老年人工作的岗位上才能看到年轻人

的身影。AARC 社区居民一致的年龄结构和一定的人口规模构

建了一个以老年人为主流社会群体的乌托邦。

到 2050 年中国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 1/3，约有 

4.3 亿 ~4.5 亿人。在未来的中国社会中，老年人不是传统意

义上的边缘人群、弱势群体，他们就是主流社会。由于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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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规模的同质人群有助于形成“主流社会群体”的认知，

因此养老社区的建设不应该有规模的限制。并且，大规模的

养老社区能够满足高级服务设施所需的门槛人口，有助于建

设商业服务中心和公共活动中心，从而提高城市环境的多样

性而增加其吸引力。至于较大规模社区内部的交通组织问题，

应该设法提高老年人的机动性，而不是用“步行适宜”的交

通模式来限制老年人的活动内容和活动范围。

此外，老年人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随着老年

人口绝对数量和比例的增加，他们在空间使用上与年轻人的

冲突也会越来越多，诸如广场舞大妈与高考学子之间的空间

权利之争可能时有发生。将养老社区和普通社区分开布局可

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以老年人口为主的老年城，

由于无须考虑与就业中心之间的通勤问题，完全可以布局在

大都市区边缘环境更好、地价更便宜的地区。

2.3.2  配套设施与社会网络构建

国内现有关于养老社区的讨论均比较注重提供老年人基

本生活所需的服务，如购物、就餐、生活照料等，对医疗照

护设施尤其重视，而文娱活动设施则一般仅限于社区老年活

动中心。同时，在养老社区建设实践中，CCRC 项目备受养

老地产企业推崇。但是，着眼于提供基本生活服务的养老社

区只能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等低阶需求，而对人的

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①等高阶需求无能为力。

老年人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就不再具有这些高阶需求，相反，

老年人更需要来自外界的尊重、肯定和情感支持。

群村的经验表明，文娱活动是相当一部分健康的老年人

退休生活的主体，同时，积极参与文娱活动也是他们构建起

新的社会网络的有效途径。对退休的老年人来说，以往基于

业缘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再居于主要地位，而传统社会中基于

血缘的社会网络在现代少子化社会中也越来越弱化，因此，

基于地缘和“圈子”文化而构建的社会网络就愈发重要起来。

群村中的老年人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基于各自的兴趣爱好自

发创办了 600 多个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构成了群村中社会网

络的基础—— 一种超越血缘、业缘的地缘亚文化圈社会网络。

到 2050 年中国老龄化达到顶峰时，60~70 岁的健康活

跃老人的主体是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计划生育的一代人，

他们血缘关系的牵绊较少，而在其成长过程中“圈子”文化

日渐兴起，具有构建这种地缘亚文化圈社会网络的需求和可

能。因此，中国养老社区建设需要更加重视提供丰富多彩的

文化娱乐设施，并且充分调动老年人的积极性参加各种社交

活动，帮助他们建立社会关系网络。积极的退休生活、丰富

的社交活动将有助于老年人保持健康、向上的精神状态，也

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

3  结语

目前我国养老社区的建设和养老产业的发展均处于摸索

阶段，虽然有一些新思路，但总体上仍然偏向于提供更多更

好的医疗照护设施来应对老龄化。这与我们历年来城市建设

中养老机构与设施配套不足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长

期以来将老年人视为需要特殊保护、特殊照顾的弱势群体，

而不是从身体到思想都具有独立人格的成年人。其实，正如

WHO 的“积极老龄化”理念所指出的，那些退休、生病或

残疾的老年人仍然可以为自己的家人、同辈、社区和国家作

出积极的贡献，并因此获得精神健康与愉悦。积极地参与文

娱社交活动是帮助老年人提高退休生活质量的最好办法，我

们的城市和社区规划应该为此提供必需的设施和空间。

养老社区是实现“积极老龄化”和“在地养老”的重要

空间载体。在我国今后的养老社区建设中，需要从根本上扭

转对老年群体的看法，将他们视为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文

化、精神、公民等事务的主流人群，尊重他们从身体到心理

各种层面的需求，这样才能设计出真正符合老年人利益的城

市空间。美国活跃退休社区群村的案例生动而立体地诠释了

如何秉持“积极老龄化”的理念来建设和发展养老社区。笔

者对其进行引介，希望借他山之石以攻玉，为我国即将到来

的老龄化浪潮提供一种积极有效的应对方案。

参考文献

[1] 窦晓璐 , 约翰·派努斯 , 冯长春 . 城市与积极老龄化：老年友好城市

建设的国际经验 [J]. 国际城市规划 , 2015(3): 117-123.
[2] 唐洁 , 康璇 , 陈睿 , 等 . 综合型养老社区功能空间模式及指标体系研究 [J]. 

城市规划学刊 , 2015(2): 83-92.
[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R]. Madrid, 

Spain: Author, WHO, 2002.
[4] 姚栋 . 大城市“原居安老”的空间措施研究 [J]. 城市规划学刊 , 2015(4): 

83-90.
[5] 周燕珉 , 林婧怡 . 我国养老社区的发展现状与规划原则探析 [J]. 城市规

划 , 2012(1): 46-51.
[6] 杨建军 , 汤婧婕 , 汤燕 . 基于“持续照顾”理念的养老模式和养老设

施规划 [J]. 城市规划 , 2012(5): 20-26.
[7] 杨国霞 , 沈山 , 孙一飞 . 持续照护社区养老设施构成体系与其配建研

究 [J]. 城市规划 , 2015(12): 73-79.
[8] 张卫国 . 美国养老社区研究 [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 2012(9): 136-149.
[9]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The Villages CDP, Florida[EB/OL]. [2016-07-

01]. http://www.census.gov/quickfacts/table/PST045215/1271625.
[10] Judith Ann Trolander. From Sun Cities to the Villages: A History of Active 

Adult, Age-restricted Communitie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2: 93-97. 

（本文编辑：张祎娴）

①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