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显示，北上
广仍是外来人口数量最多的城市，其中上海以969.7万人的总量，
排名全国第一，北京位居第二，数量为810万人。

在上述大背景下，老年人随子女迁移已经变得越来越常见，对
此，记者采访了业内有关专家。

随迁老人可以分担子女压力随迁老人可以分担子女压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伍海霞认为，从家庭养
老的角度讲，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老人和子女住在一起不仅能
达到情感慰藉和生活上的照料，而且也能为来异乡奋斗的子女分
担生活上的压力，比如帮忙看孩子等，是一种互相的帮助，对父母
和子女彼此都有帮助。

“当然，老人随迁现象可能会增加特定区域财政负担和压力。
另外，从人口承载力的角度讲，如果老人在某一地区积聚得越来越
多，形成倒金字塔结构，老年人抚养比过高，不利于该地区经济的
发展。”伍海霞说，“年轻人少，需要照料的老人多，当地社会老龄化
的比例肯定高，那对整个经济发展后劲会有影响。”

鉴于不少老人不能融入新的生活想要回到自己家乡，伍海霞

认为，老人们在老家是熟人社会，他们来外地往往人生地不熟，虽
然有亲人陪伴，但是并不能完全满足老人们精神上的需要。还有
就是气候和生活习惯上的问题，导致一些老人觉得不如在老家待
着舒服。中国老人一直有“落叶归根”的思想，他们觉得到了外地，
就跟做客一样，老家才是真正的家，所以还是想回去。

为了让老人真正能够在当地安心生活，需要从多个方面努力。
“社区和街道应该关注随迁老人的心理状态和实际情况，比如

为当地户籍老人组织活动时，应该把随迁老人纳入进来，让他们也
参与到活动中来，慢慢入乡随俗，肯定也就能有所改善。”伍海霞说。

地方政府应担起相应责任地方政府应担起相应责任

“老人自己要调节心情，调整看待问题的方式或者关注点。子
女也要给老人一个比较宽松的生活环境，包括经济上和情感上的
支持。从当地政府角度来讲，应该从政策上吸纳这一部分老人，不
要再纠结于区域社会福利的限制。未来如果户籍制度能够进一步
改革的话，对于居住满一定时间的人可以算作常住人口的话，随迁
老人可以纳入到常住人口管理范围，当地政府应该承担一定管理
责任，给其提供相应的福利待遇。”伍海霞说。

据伍海霞介绍，以北京为例，即使父母户口随迁过来，也仅仅
能享受乘坐公共交通免费等优惠待遇，父母的社保依旧不能转成
当地社保，特别是不能享受当地医保待遇，退休金之类的也是从原
籍发放。

“据我了解，现在跨省报销不是一个普遍性的国家政策，只是
区域之间的政策，比如长三角或者京津冀一体化之内，各个城市之
间是互认互通的。比如北京和天津之间有协议，天津的老人如果
在北京跟着子女生活，需要看病时可以到指定的医院就医，报销方
式与北京市一样。如果没有这种协议，还是不能异地报销。”伍海
霞说。

人社部曾在2016年提出，要在2016年实现异地安置退休人员
住院费用的直接结算，到2017年能够基本实现符合转诊条件的参
保人员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的直接结算。

现在看来，上述内容还没有得到推广和普及，究其原因，伍海
霞认为，“因为毕竟不同地区的承受力是不一样的。打个不太恰当
的比方，就像人和人交往一样，你肯定不希望与一个比自己条件差
的人进行经济上的来往，因为可能会带来负担，毕竟对于经济相对
发达的地区而言需要经济上的付出。所以，目前的医保政策还不
能达到拿着医保卡在全国都可以用的状态。而且目前的异地报销
限定也比较严格，就比如说北京和天津之间，哪些医院能就医，哪
些医院不能就医，都是有规定的”。

随迁老人权益尽量不与户籍捆绑随迁老人权益尽量不与户籍捆绑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着手解决随迁老人面临的一些问题。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张丽云告诉记者，关于老漂

族不能享受异地社保的问题，目前国家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养老
保险和医疗保险都有了转移接续制度，只不过转移接续制度还有
待进一步完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张丽云认为，医保已经针对不同人群实现了全覆盖，而且不同
人群间的医疗保障水平基本上是比较相似的，在异地生活的老人
在医保范围内实现跨区域就医应该没有太大的制度障碍。在大数
据普遍得到应用的今天，也没有必要进行区域分割。

“我们现在社保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都是尽量与户籍脱钩，
也就是说所有的权益都尽量不要与户籍捆绑。对于老漂族来讲，
他们的年龄决定了他们曾经享受的是旧的社保制度，在新的社保
制度下，一定会按照从新从优的原则去照顾到他们的权益。国家
未来一定会从制度层面去解决老漂族的问题，尤其是社保问题，有
的地方已经基本扫清了障碍。”张丽云说。

张丽云认为，老漂族主要面临的是医疗和养老问题，国家在这
方面一直在努力，最近又出台了相关办法提高了统筹层级，有利于
不同区域间养老金的调剂，进一步帮助解决老漂族面临的实际问
题。随着社区层面功能的丰富和完善，社会活动的多样化，老漂族
在异地社区生活过程中，也能逐渐获得与在老家社区同样的感受，
精神方面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会大大提升。

据《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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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时整，北京市一
所大学附属小学门口，家
住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东路
六号院的老人张辛将自己
的电动三轮车停在路边阴
凉处，放下后座的靠背，
坐在车上等待放学的孙
子。

“要考试了，学校取
消了课外兴趣班，平常都
是四点十四分放学，最近
一个月改成了三点半放
学。”张辛说，自己每天
都会提前半个小时到学校
门口等孙子，接到孙子后
就在学校附近的超市买
菜，回家后，他看着孙子
写作业，老伴儿就开始做
晚饭。

目前，在一些城市，
像张辛这样为了照顾孙辈
而离开老家的老人还有不
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中
国现有随迁老人近 1800
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
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
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有媒体将他
们称为“老漂族”。

本可以在家乡安享晚年的老
人，为了帮助子女来到陌生的城
市，操持家务、照顾孩子。那么，
他们在异乡生活得习惯吗？和邻里
的关系如何？能享受医保等社会福
利吗？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儿女工作忙孩子没人带儿女工作忙孩子没人带

据了解，老人离开老家的主要
原因是帮助子女照看孙辈。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妇联小区的
李洁今年70岁，一个月前，她从山
西老家来到北京，住在儿子家里，
帮忙带孩子、做饭、做家务。

据李洁介绍，每天早上 7 时 10
分，她要带着孙子出门，从家里走
到学校需要 20 多分钟，孙子 7 时 40
分就要上课。

为什么来北京？李洁说：“他们
(子女)没时间，我过来帮他们带孩
子，做饭。”

送完孙子，李洁便去家附近的
菜市场买菜，准备午饭。她说：“我
们住的地方离菜场挺近，基本上每
天都去那儿买菜买水果。”

由于中午子女都不回家吃饭，
所以李洁便简单吃点。睡过午觉，
大约下午 2 时 30 分左右，李洁就该
出门去接孙子了。

最近北京气温高，再加上学校
修改了放学时间，所以李洁每天出
门都要戴好遮阳帽，接到孙子回家
后，李洁既要看着孙子写作业，还
要给儿子、儿媳准备晚饭。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华龙美树小
区的陈昊今年69岁，他从湖北老家
来到北京已经10年了。

“我女儿的小孩还没出生时，我
们就过来了。”陈昊说，他每天下午
都提前半小时到学校门口，站在固
定的位置等外孙放学。

陈昊老两口住的小区离学校不
远，两位老人分工明确，陈昊负责
接送外孙，老伴儿在家做饭、做家
务。

每天早上 7 时 30 分之前，陈昊
就要把外孙送到学校，下午3时就要
到学校门口接他。外孙有时候需要
上课外辅导班，陈昊也一直陪着。

“他们工作太忙了，我们就过来
帮他们看孩子。”陈昊说。

孙珍和老伴儿住在北京市朝阳
区双桥附近自己的房子里，她 1993
年举家从重庆搬到北京，孙珍也是
每天下午负责接孙女和外孙放学。

“早上他们父母送，我就每天下
午过来接。两个孩子在我那里写完

作业、吃过晚饭后，他们的父母各
自来将孩子接走。他们工作忙，我
就帮他们接一下孩子。”孙珍说。

参与社区活动热情不高参与社区活动热情不高

老人在帮助子女照看孙辈之
余，对于新城市的生活一时还难以
完全适应。

陈昊偶尔会听说社区里举办文
化活动，但是他从来没有参加过。
问及原因，陈昊告诉记者，“太忙
了，要照顾孩子啊”。

陈昊在老家时经常在公园里下
象棋，饭后还出门遛个弯，但是来
北京之后，他就很少出门，每天都
是接送孩子，一直忙着家里的事情。

“北京的小区都是高楼，每家都
独门独户。”陈昊说，邻里见面只是
打个招呼，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交
流，所以也谈不上熟悉。

孙珍对此也有相似感受，她
说：“小区的人关系一般，我们都住
高楼，一般都不开门，自己进了屋
就关门了。”

除了接孩子之外，孙珍的娱乐
活动就是去公园里跳舞，但并不是
和周围邻居一起跳，而是与之前认
识的一群姐妹偶尔约着跳。

“她们天天都在跳舞，我一周最
多去三四天。”孙珍说，社区有时会
举办一些文化活动，但她很少参
加，她觉得和邻居也不熟悉，不想
参加。

相比于陈昊和孙珍，李洁每天
晚上等儿子和儿媳回到家，吃过晚
饭，收拾妥当之后，自己会出去遛
弯，而且她还是个体育爱好者，小
区里组织过老年人羽毛球和乒乓球
比赛，李洁很喜欢这两项运动，因
此她有时也会参加。

不过，李洁现在还不怎么认识
小区里的邻居，她告诉记者，一是
因为来的时间短，二是邻居也很少
出来。

“现在天气热了，邻居都在外面遛
弯，我偶尔也会和他们聊天。”李洁说。

不能享受当地医保待遇不能享受当地医保待遇

许多老人在随子女到外地后，社
保方面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孙珍虽然来北京生活有些年头
了，但是她的医保一直在老家，所以
孙珍始终不能享受北京市的医保待
遇，她看门诊要使用外地的医保卡，
使用外地医保卡看门诊都是自费，不
能报销，包括买药等也不能报销。

“住院的话，可以拿回去报,现在
没住过院，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孙
珍说。

谈到医保，陈昊说：“在北京享受

的医保待遇有限。我们在北京看病
属于异地就医，只有住院可以报销，
而且要回到原地市才能报销。”

平时如果得了感冒等小病，陈昊
会去社区医院看病，而如果发现身体
有问题要检查的话，他就去大医院，
偶尔也会去药店买点常用药，但不管
是药店、社区医院还是大医院，门诊
费用的报销都很复杂。

“根据我们当地的医保政策，对
我们外地就医的要办手续，办了手续
以后把门诊这一部分的现金给你。
在当地是不给现金的，每一年报销有
额度，分个人账户和报销总额。”陈昊
说。

未来还是想回老家未来还是想回老家

在外地时间长了，有的老人会想
家，但现实却很无奈。

“和孩子的父母相比，肯定是我
陪着孩子的时间更长。不过孩子现
在上学了，也无所谓，孩子整天都在
学校里。”谈到儿子和女儿每天忙工
作，没有时间陪孩子，孙珍的目光黯
淡了不少。

孙珍的老家重庆与北京的气候
和生活方式差异很大，孙珍告诉记
者，来了这么多年，她已经习惯了。

在被问到以后考不考虑回老家
时，孙珍叹了口气说，“我来北京的年
头长了，都这岁数不在北京还能去哪
儿”。

李洁的儿子和儿媳也是每天晚
上7点多才能下班回家，每周除了周
日休息外，其余时间都不休息。

问及打算在北京待多久时，李洁
说，“孩子才上小学二年级，现在都没
人管，怎么也得待几年”。

李洁已经计划好，等到孙子上了
初中，不再需要人经常照看之后，她
就回山西老家，她觉得自己不能适应
北京的生活方式。

“这边的生活节奏太快，习惯不
了。”李洁说。

陈昊一家人很少一起出游，他
说，“我们很少出去玩，因为孩子天天
要学习、复习，课程比较紧”。

除了外孙学业很紧，陈昊女儿和
女婿的工作也很忙，每天晚上下班很
晚，陈昊忙着家里的事情，平时的放
松方式就是和几个朋友去逛街、逛超
市、买菜。

被问及是北京好还是老家好，陈
昊说，“生活习惯还是老家好”。

未来，陈昊也不打算一直在北京，
他说，“以后孩子大了，可以自己读书
了，不用接送了，我们就可以回去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受访者
均为化名）

据《法制晚报》

老漂一族生活现状不容乐观

专家详解如何保障老漂族权益专家详解如何保障老漂族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