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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德国老人晚年结伴过，生气勃勃
新型养老方式优于入住养老院

据报道，德国是欧洲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
的国家之一，放眼全球，其老龄化程度仅次于日
本。德国的老年人并不喜欢住进养老机构里，
也不愿意依赖子女，而是更崇尚自由和独立。
德国政府从资助无障碍房屋改造、鼓励邻里间
互助、支持老人合租房屋享受居家护理等多方
面着手，帮助老年人安度晚年。
德国大约有三分之二的老人不愿意到养老
院居住，而是选择自己或是与同龄人一起生活

放弃养老院 住合租公寓
老人公寓单是在柏林已经有 2000 多处，很
受老年人群的欢迎，其中有些是志趣相投的老
朋友们共同居住的。据报道，德国大约有三分
之二的老人不愿意到养老院居住，而是选择自
己或是与同龄人一起生活，哪怕是没有亲属关
系的人也可以。柏林一位老年服务事业工作者
说：
“ 我这一代人不希望变成国家的负担，而且
政府也没有足够的钱供我们养老。我们要做的
是：自理财政和互相关照。
”
专家分析，如果让老人都住进统一的养老
院，那么不仅服务水平将不尽如人意，难以满足
不 同 的 需 求 ，而 且 政 府 每 年 要 至 少 为 每 人 付
51000 欧元的补贴。如果采用老人分租形式养
老，每人每月支付的租金只需 270 到 390 欧元，经

院里的人数反而下降了。
”
老年人共同生活，
不仅
费用比入住养老机构低，
而且生活质量较高。

改老人超市 全方位关爱

济上完全没有压力，而且老人还将是自己生活
的主人。调查显示，将来德国至少会有一半老
人选择去老年公寓结伴养老。

社区建公寓 政府给补贴
不喜欢把老年生活变成刻板和制度化的德
国人，实际上从多年前就开始考虑未来，如何掌
握“夕阳红”岁月，关系到整个社会和所有人。
德国政府鼓励老人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
支持社区出面建立老年人合租型公寓，而且向
每一个单元补贴 1 万欧元。
按照德国新修订的法规，
在社区开办老人公
寓，
每个单元房将会获得 1 万欧元的补助，
租住人
也会获得每月 200 欧元的补贴。德国不来梅大学
社会学教授海因茨·罗特甘说：
“尽管与以前相比，
老年人中要求护理的人多了，
但是长期住在养老

美国人眼中的“文化体验”
绝大多数人为了休闲与放松
什么算是“文化体验”？参
观美术馆？看场歌剧？还是到
公园游玩，抑或街头买份小吃？
近 日 发 布 的《2017 年 度 美
国文化追踪报告》显示：在许多
美国人看来，逛公园或者在街头
餐车买份快餐都属于文化体验，
参观美术馆却不是。
这项调查表明，美国人心目中的“文化”概念
正趋向多样化。美术馆参观者中，37%的人没有
把美术和设计类博物馆当成文化。与此同时，
54%的受访者把公共空间和街头艺术定义为文
化。另有 51%的人把“饮食体验”视为文化，而认
为在歌剧院度过一晚算文化体验的人只占 48%。
哈特尼克指出，美国人曾经习惯于把文化活
动当成在大雅之堂进行的休闲娱乐，
但现在，
这种
把文化体验拘泥于特定场所的观念已在很大程度
上被淡化。与其说这意味着文化不复存在或正在
某种程度上消失，
毋宁说文化需要以新的方式，
自
下而上地重新进行定义。文化涉及培养同理心、
扩展视野、
建设社区和教育公众等多项内容。
当今的世界，文化受众属于“杂食动物”。他
们希望得到各种休闲选择和体验，其中有些体验

甚至会相互矛盾。美国人为什
么参与文化活动？调查报告发
现，绝大多数美国人是为了休
闲和放松。数据表明，81%的受
访者希望从参与文化活动中得
到乐趣，76%的人表示是为了给
自己减压，另有 76%的人是为了
体验新事物。
对此，
哈特尼克认为，
这并不意味着博物馆失
去了教育功能。相反，
文化教育和文化体验是密不
可分的。在现代社会，
人们往往有强烈的焦虑感。
文化提供了把人与人相互联系起来的机会，
使人们
能够给日常生活按下暂停键，
摆脱焦虑，
寻找放松。
调查报告还发现，
美国人对文化机构的
“忠诚
度”
不高。根据调查结果，
受访者中，
58%的人会是
某家餐馆或酒吧的常客，
48%的人常去某家超市或
零售店，
但在 2017 年，
仅 22%的人成为某家视觉艺
术机构的会员，
相较2011年时降低5个百分点。
报告认为，这种现象令人不安，并可能造成
负面循环：向艺术机构捐赠的普通人越少，艺术
机构的生存就越仰赖于富有的捐赠者和精英，从
而更加迎合他们的品味。这可能导致艺术机构
更加小众化，
社会影响继续缩水。 （据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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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贵族，隐身于
“中产”生活中
贵族是国家稳定的一部分

世纪 90 年代将英国建设成
着眼于未来几十年老年顾客群将快速增长，
无阶级社会；布莱尔说旧体
德国的零售商们提前改善经营环境，
提供老年人
制正被广大新中产阶级取
需要的服务和设施。德国凯泽食品经销连锁店率
代；前首相布朗曾承诺要创
先将自己的店面做了装修，
并将店名改为
“老年人
建才能比头衔重要的英国；
超市”
，
专为上年纪的客人服务。他们铺设了防滑
前副首相约翰·普莱斯考特
地板，
调亮了灯光，
加宽通道，
重新安排了货架距
更是直接宣称，我们现在都
离，
方便老人行走和轮椅通行。超市按照德国老
是 中 产 阶 层 。 从 20 年 前
人的购买习惯，
把牛奶和乳类制品移到了进口处，
起，大家都觉得贵族就应该
其他商品也放到了老人容易拿到的高度。
今年 38 岁的斯诺是英国广播公
是中产阶层。”
市场里的价格标签都印成大字，而且多数
司的电视主持人，同时也是历史学
斯诺表示：
“贵族特权已不在，家
商品改成了小份包装，主要考虑到老人的食量
家。他是英国前首相戴维·劳合·乔
世也不那么重要。”斯诺曾想在他家
也相对小。更贴心的是，货架和购物车上增加
治（1916 年 至 1922 年 在 任）的 玄 外
的土地上建一幢低层办公楼，但申请
了放大镜，帮助眼花的老人看清商品介绍和注
孙。斯诺的妻子是第六代威斯敏斯
被政府拒绝了。
意事项。超市里安装了紧急呼叫装置和按钮，
特公爵的次女。在 2016 年《泰晤士报
在斯诺看来，如果英国还有任何
一旦老人需要，可以就近寻求帮助。 这家“银
富豪排行榜》上，第七代威斯敏斯特
不平等的领域，那么应该是教育界。
发族超市”也同样受年轻人欢迎，无论他们自己
公爵以身家 9.35 亿英镑名列英国第 6
目前英国约有 7%的学生读私校，93%
来，还是陪伴老人前来，都能买到喜欢的商品。
位。有意思的是，劳合·乔治是英国
在公立学校。
《英国贵族的没落》一书
该超市柏林分店的经理说：
“我们的经销额一路
首位来自工人阶级背景的首相，他当
也提到，贵族在最重要的职业中的影
呈上升状态，每年以 30%的惊人速度上涨。很多
财政大臣时于 1909 年至 1910 年推出
响力已基本消失，但私立学校将贵族
老年人已经习惯到我们的专卖店购物，我认为
“人民预算”，让贵族缴纳高额税分给
文化传承了下来。
我们的经销方式很有前景。
” （据《北京晚报》
）
穷人，而威斯敏斯特公爵家族就是当
英国人对贵族的看法是什么？曾
年被沉重打击的对象之一。没想到， 在英国议会给不同政党提供政策分析
看天下
百年后他们的后代喜结良缘。
的马克·皮纳表示：
“举个例子来说，
如
“直到 40 年前，贵族还是英国高
果德国人被问起什么令他们最自豪，
端时尚杂志《Hello！
》的封面人物，如
回答多半是产业技术和经济实力；同
今早被明星取代了。”
斯诺说。
样的问题，法国人可能会说法兰西文
斯诺夫妇及其两个孩子住在英
化；而英国人成熟的答案归根到底是
国南部沿海地区一幢价值 700 万英镑 ‘稳定’。无论风云如何变幻，17 世纪
的乡下大别墅里。为何不住在伦
以来的英国社会，基本保持稳定。”皮
敦？斯诺回答：
“我太太喜欢乡下
纳进一步解释说，
在英国人眼中，
这种
……英国乡郊如此美丽要归功于贵
稳定就是用君主、
国会、
福利体系等关
跷跷板房屋 国际知名建筑师亚历山大在美
族。我岳父在他的土地上种了 100 万
键词串起来的。所以，作为上院的一
国纽约市北部的雕塑公园设计建造了一座约4.27
棵树！”直至现在，贵族仍然是英国的
分子，
英国贵族自然被纳入
“存在即合
米高、
由一根混凝土桩支撑的房屋，
这座房屋像跷
大地主。据 2010 年《乡村生活杂志》 理”
的范畴，
而且他们也代表了一部分
跷板一样可以向两边倾斜。该设计被称为是
“社
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仍有超过 1/3
英国人提起来会感到自豪的国家历
会关系建筑”
系列实验性、
表演性的作品。
的土地掌握在极少数贵族手中。贵
史。至于贵族是否应该被集体取消世
族的生活方式自成体系。
袭的荣誉头衔，英国老百姓没那么在
在《英国贵族的没落》一书中，作
意，
毕竟生活不会因此有什么变化。
者康纳汀爵士写道：
“二战后，贵族完
在皮纳看来，
大部分人也不会因为
全被挤至英国政治、
社会、
生活以及历
结识贵族，
或者是与这样的家庭有了婚
史的边缘。
”
海克利尔庄园的女主人卡
姻关系而觉得特别了不起。当然另一
纳文伯爵夫人说：
“二战后为了食物供
方面，
贵族都有自己的圈子，
许多人往
给，
许多资源被国有化。为了生存，
英
往在私立中学阶段就有了交情，
普通人
国所有阶层的人都挽起袖子，种地种
和他们交朋友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一
菜。在这期间，整个社会结构迅速扁
名驻英国的中国媒体记者认为，
如今英
隐居 来自日本的老人大岛一久 46 年前
平化。
”
海克利尔庄园正是《唐顿庄园》 国人不会向往贵族生活。一些庄园从
从东京搬到了格陵兰岛的肖拉帕卢克，仅是
的拍摄地。
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没落，
60 多岁的
因为在书中看到了关于这个地方的照片，他
为何贵族自称“中产阶层”？这
人都会觉得那是历史文物，
更不要提年
就立刻爱上了这个地方，想方设法来到这里
应该始于英国前首相梅杰与布莱尔
轻人了。
《唐顿庄园》在英国甚至没有太
定居，之后再也没有回去。
执政时期。
“ 梅杰曾向民众保证在上
多年轻人关注。
（据凤凰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