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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认为，退休在家、安度晚年是老年人的理想生活状态。然而，随着我国人均寿
命提高、人口老龄化的加速，重出江湖再就业，成为时下不少老年人的新选择。

就本次调查来看，在全部3260名受访者中，1530人表示会视情况而定，占比46.93%，
超过不想再次就业人数。同时，对再就业表现出强烈意愿和已再就业的受访者共计605
人，占比达到18.56%。

另据对1340名退休人员的调查数据观察，选择“看情况再定”的受访者比例有所下降，
和不想再就业的人数相近，占比41.9%。但实际退休后已再就业者较前者数据有所提
升，占比6.3%。大家对是否再就业看法相差不小。（见图1）

不同的人，根据自身情况，有不同的想法。依据调查数据，影
响退休人员再就业除了“身体不好，没有精力等”自身因素外，不愿
意和年轻人“抢饭碗”、再就业市场不健全以及缺乏老年人就业的
信息平台和岗位，这三项紧随其后，占比分别为30.37%、21.71%、
21.41%。（见图3）

这三方面受到关注，说明退休人员再就业的心态比较复杂。
其一，部分人选择“不愿意和年轻人‘抢饭碗’”，不愿意主动加入到
就业竞争中，一定程度上也反应出老年人对年轻人的爱护。同时，
我市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供给受到挑战，但老年人力
资源开发仍处于分散、自发及不确定的状态，受访者在这几方面的
担心和顾虑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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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退休后再就业”——

五成待定 6.3%已开启职业“第二春”

退休后再就业
五类心态——

超三分之一
“不想无聊”

当老年人再就业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越来
越多的退休人员开始重新考虑自身的再就业。在
受访的1340名退休人员中，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
对于再就业要么“看情况而定”，要么“愿望强烈”，
要么“已经再就业”。从退休状态跨入再就业行
列，退休人员希望以何种途径实现再就业呢？

调查数据显示，近七成退休人员选择通过朋
友、熟人、家人、亲戚的介绍，而选择“智能手机
App发的职业推介”、“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公开招
聘”的占比仅为5%和4%（见图4）。

由此可知，我市老年人获取就业信息的途径比
较单一，大多数老年人主要依靠亲友介绍，通过熟人
渠道寻找工作。虽然熟人之间口耳传递信息较为可
信、精确，然而点对点式的传播方式相对狭窄，不利
于老年人获取更大范围的就业信息。调查发现，我
市老年人利用科技手段寻找工作的比例很低。这一
方面说明老年人十分看重熟人关系，对市场和科技
等其他就业途径的认识不强烈、不充分；另一方面也
反映了当前针对老年群体设立的求职平台较少。单
一的就业途径势必阻碍老年人对再就业岗位的了
解，影响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供需匹配质量。

我市退休人员的日常活动比较丰富——

退休后大多数喜欢“宅”

“三道坎”阻碍老年人再就业——

“抢饭碗”没市场缺信息

他山之石：

邻国就业大军中的“银发族”

图1. 天津市居民与退休人员再就业的意愿

图2.天津市退休人员再就业的原因

图3.天津市退
休人员不愿再
就业的原因

图4.天津市退休人员实现再就业的途径选择

图5. 天津市退休人员闲暇时间的利用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生活品质的提升及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全球老龄化速度加快是大势所趋。有报告
显示，亚洲地区是全球老龄化最快的地区。日本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2020年韩国首次出现人口负
增长，人口老龄化现象持续加重。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压力，日本和韩国采取多种措施，逐步推迟
老年人退休年龄，并鼓励老年人再就业。在日本和韩国的就业大军中，银发一族十分亮眼。

日本：老年劳动者连续16年保持增长
1970年，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2005年，日本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老龄化程度加剧。2006

年，老年人口比例高达21%，跃居世界首位。2020年9月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
15日，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有3617万人，65岁以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高达28.7%，居
全球榜首。

在老龄化社会程度不断加剧、就业政策与社会保障制度变革的多重影响下，越来越多的
老年人选择延迟退休或重新就业。到过日本的人不难发现，宾馆门卫、餐馆服务员、便利店
收银员、出租车司机，很多都是白发苍苍的中老年人。据有关报道，2019年日本65岁以上
老年劳动者人数为892万人，连续16年保持增长。就业者主要集中在服务业、零售业和
农林业领域，老年人多数为打零工等非正规就业。

韩国：通过高龄劳动力雇佣奖励政策
韩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人忙于工作的情况也很普遍。
据报道，韩国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20年底，韩国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近813万，占总人口数的15.7%。有数据显示，2020
年，韩国老年抚养比为21.7%，即每5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1名老年人
口。受低生育率和高龄化影响，预计到2060年，韩国老年抚养比将高
达91.4%。

2013年，韩国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法”，将法定退休年龄从
55岁延长至60岁。另外，有政策规定，从2013年起，基本养老
金领取年龄每5年推迟1岁，到2033年，养老金的领取年龄将
为65岁。这就意味着退休人员未来1—5年可能没有收入来
源。目前韩国政府正在考虑改革工龄制薪酬体系，建立以
能力和工作效率决定工资等更加多样化的方案。此外，
韩国政府还通过高龄劳动力雇佣奖励政策，给予雇佣
高龄劳动者的企业一定资金支持，以此促进老年人再
就业并减轻企业压力。

由于养老金较低和寿命延长等原因，许多韩
国老人为了老有所养选择在退休后继续工作，企
业中的银发一族越来越多。据报道，2017年韩
国65—69岁的雇佣率为45.5%，70—74岁老
人的雇佣率为33.1%。很多韩国老人表示，
希望退休后继续工作。在韩国，老年人大
多从事临时工和计日工，就业多分布于
服务业、零售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案例故事
我们就此采访了3位年龄在60至80岁间的老年人，听听他们

“重出江湖”那些事儿——

于丽春女
78岁妇幼保健专家

“家长们带宝宝与其他孩子一起玩时，不要将自己的宝宝与其他
孩子做对比，更不要在言语和行动中表现出来，别看宝宝们小，但他
们听得懂……”每隔一段时间，于丽春总会深入街道社区为年轻父母
做育儿指导讲座。

作为曾经的市妇女保健所副所长，身兼中华预防医学会天津妇
女保健学会秘书长、市家庭教育研究会会员、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等
多重身份，于丽春的心一刻没有离开过妇幼保健战线，总想用自己的
知识和经验给更多年轻父母、工作人员以指导。

于丽春说，其实她这算不上再就业，因为于她而言，助力妇女儿
童健康生活，早已不仅仅是一项工作，而是一生的事业。

徐新立男
62岁药剂师

在家门口的药店上班已经一年了，徐新立很“享受”这样的
生活，“在医院中药房干了一辈子，每天都
闻着草药味上班，冷

不丁闻不到了，还真不适应。”就这样，刚退下来几个月，他就又走上
了“求职路”。

徐新立告诉记者，他有执业药师职业资格证书，又有四十多年的抓药
经验，不少药房还是愿意要的，但是想找一家离家近的并不容易，找了几个
月，突然发现家门口的药店开始招人，他便急忙去应聘，并顺利上岗了。

平日里，他多上早班，每天早起，吃完早饭去上班，有时下午顺路
去接孙子放学。白天有事干了，还多了一份收入，老徐可高兴了！

吴红艳女
67岁英语教师

如果不是她自己说起，谁也想象不到这位气质干练、活力十足的
“大姐”已经年近古稀。退休前，她是河西区一所中学的英语教师，如
今，她是晚托班里为孩子们做饭的吴阿姨。不过，大家还是习惯叫她
“吴老师”。

“外孙女也大了，我们两口子也没什么事，出来干点活，打发打发时
间，还能跟孩子们在一起，挺好的。”吴红艳说，女儿刚知道她找了这么
一份工作时，曾怕她不适应，劝她别出来受累了，但她坚持要来。
“我们身子骨还硬朗，每天休息游玩，人不就待废了，还是想干点什么，

有点价值。”吴红艳说，在她的带动下，老头也行动了起来，找不
到合适的工作，就去社区干了志愿者，
发挥余热。

我市“十四五”规划
纲要提出，要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积极

开发老龄人力资源。截至2019年底，我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
年人口占全市户籍总人口的24.14%，人口老龄化程度位列国内大中
城市前三。世界各国经验表明，延迟退休年龄和鼓励老年人再就业
对于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压力，具有积极作用。

近日，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联合本
报，通过“千户居民户卷调查”系统，围绕“中老年人
再就业”等议题对3260名在津人员进行了网络
问卷调查。

据悉，受访者覆盖我市16个区。其中，退
休人员1340名，平均年龄63.11岁。年龄
介于40岁至49岁之间的有4人，占比
0.3%，年龄介于50岁至59岁之间
的有347人，占比25.9%，60
岁以上受访者有989人，占
比73.8%。退休受访者
中，男性382人，占比
28.51% ，女 性
958人，占比
71.49%。

根据调查，我市居民对于“退休后再就业”有比较理性的认识，会根据社会、家庭和个人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选择。当被问及
“您的闲暇时间怎样度过？”时，1340名退休人员答卷中，列在前五位的选项分别是：看电视、听广播的占64.30%，种花养草
等占39.%，旅游的占37.60%，上网聊天网购等占30.70%，读书看报的占30.60%。
从数据中不难发现，我市退休人员的日常活动比较丰富，退休人员偏爱室内活动，

喜欢“宅”在室内看电视上网、读书看报。另有部分退休人员乐于走出
家门，到室外唱歌跳舞、练剑摄影。此外，喜欢旅游的退
休人员比例也不小。（见图5）

法学专家建议：

老骥伏枥须谨慎
天津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刘志松认为，当前，我国劳动法

和劳动合同法未将退休再就业人员纳入保护范围，用人单位和返聘人
员不能依据相关劳动法律主张权利和承担义务。由于缺乏配套的老年人
才市场引导机制，老年人再就业一般都是靠朋友或者熟人介绍，而通过这种
“地下操作”的找工作方式，老年人十分容易吃“哑巴亏”，可能遭遇年龄歧视、
随意解雇等问题。

此外，许多老人没有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协议，一旦出现纠纷，其加班费、解除
合同补偿等相关待遇难以获得法院支持。对此，刘志松提醒“大龄”求职者，在“再就
业”过程中，要谨慎挑选单位。“一般来说，大型、知名、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单位比
较值得信赖。要与用人单位签好雇佣或劳务合同，明确每月薪酬，并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约定清楚，一旦发生纠纷，老人可以依法向法院起诉维权。”

刘志松说，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合同纠纷或者事故，适
用于《民事诉讼法》、《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等法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只有‘职工’才属于工伤事故的主体范围，而老年人已不
是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自然不能成为职工，也不再是工伤保险条例所保护的对象。”他表示，“大
龄”工作者虽然不能走工伤保险这条路，但是可以按人身损害相关法律要求企业支付相应待遇。如果
企业不支付，可以去法院起诉，要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专家观点：

老中青就业各有优势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表示，当前“积极开发老

龄人力资源”不仅被写入我市“十四五”规划纲要当中，而且有关部
门正在加紧相关议题的调查研究，养老服务、老年人权益保障等工
作正在有序推进，这其中，就包括退休人员的再就业问题。我们同
时还要看到，退休后再就业并不绝对是竞争性质的，
有一些是补充性质的。市场提供多
元化的职业岗位，老

中青就业者在其中各有优势。
比如，老年人虽然在体力上比不上中青年人，但无论工

作经验还是社会经验都相当丰富，而且富有敬业精神，一般
还可直接上岗，节省了一笔不菲的培训费用。同时，老年就
业者相对稳定，“跳槽”情况很少发生。多数老年
人再就业重在体现自我价值，工作
非常努力。

再就业，不仅可以发挥老年人的
一技之长、提高经济收入，减轻家庭和
社会的负担，也可以丰富和充实老年人生
活，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感和社会认同
感，还可以为社会解决劳动力资源不足等问
题。老年人再就业，益处显而易见。那么，受访
者对此有什么看法呢？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选
择再就业？

调查发现，在受访的1340名退休人员当中，464
人表示“不想闲在家里，无聊”，占比34.63%；361人认
为退休再就业可以“发挥余热，老有所为”，占比26.94%；
243人认为可以“补贴家用”，占比18.13%；213人表示再就
业有机会“结交新朋友”，占比15.90%；还有149人表示，自己
“有一技之长”是其退休再就业的主要原因，占比11.12%。这
五类心态，是我市中老年人选择再就业的主要因素。

调查还发现，三类家庭因素，即有无孙辈需要照看、有无老人
需要照顾、老伴儿和子女是否支持这三项，并不是影响中老年人再就
业的主要原因，以上三项占比分别是9.25%、8.13%和5.60%。

由此可知，当今社会中老年人有很大的自主性，可以自由安排退休
生活，中老年人再就业与否更多地取决于自身情况。与此同时，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我市服务行业，特别是家政服务行业发达，能够提供家政和家庭照
护等服务。（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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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出没之怪兽计划》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巡回检察组》第11、
12集橙洲检察院，第一监
狱和辖区海湾派出所三方
联合出击，抓捕了一批靠监
狱生存的掮客和按摩女，冯
森就在其中，熊绍锋和罗欣
然连夜提审冯森，冯森亮出
真实身份，承认他是检察院
派遣的巡回检察组的组长，
代号叫“九转肥肠”，任务就
是重新调查沈广军杀人案，
而且今晚的行动就是他提
供的线索，罗欣然和熊绍锋
都惊呆了，没想到眼前这个
不修边幅的人就是大名鼎
鼎的卧底英雄，熊绍锋赶忙
给他打开手铐……

天津卫视 19:30
■《只要你过得比我

好》第10、11集 周自横又
去羊场找老夏，可老夏象什
么都没发生一样热情地跟
周自横聊着羊崽，几番岔开
周自横的话题。当周自横
准备切入正题时，却发现小
白不知何时站在自己的身
旁，周自横有些尴尬地看着
小白，小白异样地看着他；
周自横只好告辞……

天视2套 18:25
■《音乐会》第3—6

集山本被杀，中井弘一气
怒不已。他把朴哲雄带到
正在演出的舞台上准备审
问朴哲雄，结果意外发现
乐队的小提琴手金顺姬是
朴哲雄的妻子。中井弘一
以金顺姬为要挟，逼问朴
哲雄的身份。朴哲雄宁死
不屈，坚称自己就是秋雨
豪，中井弘一不怒反笑，开
枪杀了朴哲雄……

天视3套 19:20

■《两个女人的战争》
第14、15集 牛父又犯病
了。赵欣梅因为牛成国没
出息和齐伟的再次出现心
情不好，拒绝去安抚牛父，
直到她突然听到外面传来
齐伟的声音。赵欣梅赶忙
去安抚了牛父，并对齐伟
和牛淑荣冷言冷语，齐伟
更加意识到赵欣梅不愿意
看到自己和牛淑荣在一
起，他明确了报复的方法，
他对牛淑荣说，希望能够
追求牛淑荣……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今天要

说的是一起租赁合同纠纷，
原告借用被告的购车指标
购买了一辆小轿车，并且和
被告签订了一份《购车指标
出租协议》，可令被告没想
到的是，这样的一份协议却
给她带来了大麻烦。

天视6套 18:00

■《你看谁来了》本期
邀请到歌唱家魏金栋，几位
嘉宾前来宛如发小相聚，格
外热闹。魏金栋这个老北
京胡同里长大的孩子自幼
好学，而他们所住的那条胡
同也是名人辈出。

天津卫视 2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