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龄化日本的“令和 24 年问题”
百货店、银行闭店，日本地方政府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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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天皇即位，开启了令和时代，世间呈现一片欢腾的景象。
但是，从现在日本社会的状况来看，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2019 年 4 月，总务省发布了 2018 年 10 月 1 日时点的人口调查结
果。总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大约 26.3 万人，为 1 亿 2644.3 万人，连
续 8 年人口持续减少。总人口的数值中包含了外国人人数，外国人增
加了大约 16.5 万人，所以仅看日本人人口的话减少了近 43 万人。减
少量、减少率均成为 1950 有统计数字以来的最大值。
另外，70 岁以上的人占总人口的 2 成以上，而 14 岁以下的人口
为以往最低记录。可以明显看出少子高龄化越来越严重了。
河合雅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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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是一个不顾一切持续减少出生人数的时代。平成元(1989)年
时，表示一位女性一生生孩子的推定值，即合计特殊出生率为 1.57，
比以往丙午年(1966 年)的最低值 1.58 都要低。当然这个事实媒体大
肆做了报道，然而当时的日本人的都沉浸在泡沫经济中，并没有进到他们的耳朵里。
这之后的出生率也是持续下降，但政府并没有付出太多努力去考虑解决措施。到了平成快结束
的时候，慌慌张张的开始认真实施少子化政策，但是这也不能很快就看到效果的。
很多人不再结婚，或者即使结婚也不要孩子，日本闯进了人口不断减少的社会。战后人口一直
在增加，到了 2008 年达到顶峰，之后一下变成了不断减少的态势。
令人遗憾的是，令和时代将比以往更加严重的持续发生少子高龄化以及人口的减少。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主张“2042 年是‘日本最大的危机’”。这是因为团块世代(生于 19471949 年)和团块二代(生于 1971-1974)都将变成超过 65 岁的高龄者。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
题研究所(IPSS)推算，届时高龄者人数将达到大约 3935.2 万人，成为以往最多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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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高龄者的绝对数会增加，接收他们的老人之家以及工作人员还都不会发生不足。再加上
团块二代将会遇上就职的冰河时期，情况非常严峻。非正式员工开始增加，正式员工也会由于公司
的经营状况严峻，很多情况下会导致租金不稳定。养老储蓄不够，养老金低，或者没有养老金的老
年人数量将急剧增加。另一方面，年轻人的人数越来越少，这种结构将在 2042 年变得更加显著。
这之后就会像从陡峭的下坡路上滚下来一样，人口减少会急剧加速。据 IPSS 的推算，日本的人
口到 2065 年大约为 8,800 万人，到 2117 年大约会减少到 5060 万人。
另外，2067 年的年出生人数为 54.6 万人，而百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 56.5 万人(IPSS 推算)。
也就是说，百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人数比新出生的宝宝人数都多。
有着如此大规模国民的一个国家，人口像这样急剧减少，并且少子高龄化如此严重的，纵观世
界史，过去也没有类似的例子。日本现在已经踏进了非常危机的境地。

服务过剩型社会的崩溃

那么，不采取任何措施，人口这样持续减少下去的话，令和时代的日本社会今后将变成什么样
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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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会出现的，就是人手不足。这个问题已经在很多个领域非常显著了。根据国情调查的结果，
2015 年日本的劳动力人口约有 6,075 万人。另一方面，根据内阁府 2014 年试算的未来人口推算来
看，以各种劳动环境将按照现状推移为前提的话，2030 年日本的劳动人口约为 5,683 万人，2060 年
将减少到 3,795 万人。
劳动力人口的高龄化也将加剧。2015 年的劳动力人口中 50-64 岁的约有 1,763 万人。即使简单
计算，也能看出高龄者占了现在劳动力人口的三分之一。根据 IPSS 的推算，2040 年 50 岁以上劳动
力人口的比例将超过 4 成。
服务供应商的巨大短缺已经成为了社会问题。2020 年货车司机将出现 10.6 万人的缺口(援自国
家交通省“汽车运输业务工作方式改革的现状与问题”)。快递司机人手不足，交货现场灾难性的
状况，很多媒体都对此做过报道。
这其中的背景，就包括日本已经变成了服务过剩的社会。这是在昭和时代一下子发展起来的。
制造业失去了过去的优势，工厂转移到了海外。聘用的盘子需要扩大，服务业就代替了重工业不断
地发展起来。“麻烦的事情付钱请别人做比较好”，这种价值观在平成的泡沫时期渗透进来，也是
一个原因吧。
现在代表了日本服务业的便利店由于是否要继续 24 小时营业而引发话题。这是因为无法召集
店员，24 小时营业无法维持，店铺都在倒苦水。针对这一问题，总部最初的答复是“总部的员工派
给你们做支援，麻烦继续 24 小时营业吧”。但是这个答复没有捕捉到问题的本质。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今后不足的，不仅仅只有店员。做盒饭、小菜的人，用货车运输商品的人，
都会产生不足。便利店没有仓库，是靠着何时运多少个什么商品这种严苛精细管理的商务模式才能
维持运营的。今后，地区的情况各不相同，可能有些地区将无法支持这种商务模式。
根据内阁府整理的报告“地区的经济 2016”，预计到 2030 年时占据全国的 80％、即 38 个道
府县均会陷入供给能力无法满足区域内的需求，生产力不足的境地。这样的话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服务也将无法维持。百货店、银行、医院、养老院等，只能在一些预计有一定程度客户数量的地
区维持店铺的运营，在很多地区政府辖区内都将无法存续了。
人手不足的，并不仅仅是民间企业。据总务省“地方政府战略 2040 构想研究会”的提案，到
2040 年时需要以现在一半的公务员人数来支撑政府行政工作。村办事处或者市镇办事处等的职员，
大多都是当地的本地人。也就是说如果人口持续减少的话，就不得不减少向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公
务员人数。居民的高龄化不断加剧，越来越需要他人的帮助，职员反而会减少。
另外，警察、消防员、自卫队人员等需要年轻人的工作也越来越难以确保工作劳动力。以往大
家理所当然享受的日本的安全、安心的神话，也将不复存在。
今后不断增加的看护离职也将加速人手不足的进展。一般来说，到了 50 岁左右，父母基本就到
了需要接受看护认定的年龄了。现在 40 岁左右需要看护父母的人也在不断增加。
目前，看护离职的人每年固定在 10 万人左右。这是因为政府为了避免看护保险财政的破产，将
特别养护老人院的入院标准变得更加严格，并且提升了自己需要负担的比例，通过政府管控缩小了
服务的规模。看护政策由养老院转到居家养老，导致产生了大规模的看护难民，不断有人不得不离
职去照顾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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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团块二代的先头部队差不多在 2021 年变成 50 多岁，
到时候看护离职应该会早早的收场。
即使到不了离职的地步，帮亲人去医院看病而需要上午请假，或者需要提前下班的人也会越来
越多吧。人手不足的情况会比政府预计的更加严峻。基本上在大部分的领域，都将无法维持目前的
服务。

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将来，除了人手不足，还将会出现由于高龄化导致的“社会大变质”。
日本是长寿大国，已经有 28%的人口超过 65 岁，属于超高龄社会。
到 2020 年，过半数的日本女性的年龄都在 50 岁以上。4 年后团块世代都将达到 75 岁以上的高龄，
日本人中平均每 3 个人就会有 1 个人 65 岁以上，每 6 个人中就会有 1 个人 75 岁以上。每年的死亡
人数将超过 150 万人，是出生人数的 2 倍之多，变成超高龄者大国。
高龄化不仅仅在地方上加速，以东京圈(东京、神奈川、埼玉、千叶)为首的大都市圈的高龄化
也会急速加剧。重度患者以及需要看护的病人急速增加，医疗机构和看护机构跟不上如此激增的需
求，着实令人担忧。此外，认知证患者的增加、社保费用的扩张、地区面向高龄者的住宅如何确保
等课题，到了 2024 年将会浮出水面，出现在大家眼前。
面对超高龄者大国，以往的思路是行不通的。比如说商务方面，消费者的需求将发生巨大变化。
这并不仅仅是说卖给高龄者的东西会畅销，卖给年轻人的东西会卖不出去这么简单。生产商品
时需要考虑的是，不仅要送到高龄者手上，还要让高龄者能够用起来。以饮品为例，高龄者能打开
袋装牛奶吗？2 升的瓶子，高龄者能拿起来倒着喝吗？提供商品的时候这些都需要考虑到。
令人遗憾的是，事实上大部分人还很难以这样的思路去思考问题。大家都觉得现在的社会今后
也会这样持续下去，才难以理解所谓的高龄化社会。
极端的说，在未来的日本，有可能不管有多少钱都没有意义了。比如说，现在已经出现想搬家
但是没办法预约的搬家难民了。就算出两倍价钱，人手还是不够，搬不了家。搬家公司违规制定高
价、强势拒绝搬家委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将来，这类事情有可能在各个领域出现。
就算有钱，但如果这个社会变成想要的商品和服务本身无法实现的话，哪怕支付上百万日元，
也不能如愿以偿。就算攒上几千万日元，处在“钱会烂掉的社会”，也没有用。换言之，人口减少
的社会，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社会”的终结。
如果想象比较困难的话，那就请在自己的年龄上加 20 岁、30 岁，然后想象一下周围都是这样
的人的情景吧。应该能意识到这样的的社会将会和现在的社会有明显的不同。
这样下去的话，未来的日本人口将持续减少，高龄者对策也没有什么作用，这两个内政问题将
不断持续下去。不管有多少财政支撑，破产已经是目视可及。
安倍晋三政权也展开了几项措施，但这些措施实际上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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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扩大接收外国人劳动力。最初坚持“不考虑采取移民政策”的安倍首相，开始认真考虑接
收外国人的劳动力，才有了这项政策。修订出入境管理法，新创建了“特定技能”这一在留资格，
计划 5 年期间最多接纳约 34.5 万人。
当然，这可以暂时、局部的缓解人手不足的状况。但是即使靠外人帮助，能够暂时维持生产、
服务的体制，人口减少也会造成市场的大幅紧缩。高龄化带来的市场喜好也会发生很大变化，人均
消费额会降低。供需平衡的崩溃无法抑制。
AI 开发也一样。2019 年度预算中 AI 相关的预算总额高达约 1200 亿日元，是上一年度的 1.5
倍，作为当时首次超过一千亿日元的预算而引发了话题。当然，着力发展创新是好事情。创新产生
的可能，对未来的期待，大家都是同样的心情。但是，这根本算不上是人口减少问题的根本对策。
将来，一部分人的工作将被 AI 替代，这在很多领域都能够实现。但是，这仅仅是“提高作业效
率”层面的事。并不能达到消除高龄者增加所带来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吧。AI 的研究员们即使以提高
各种作业的效率为目标做了研发，也并没有为了解决人口减少而去做技术开发。
另外，技术上能实现，和达到实用化、低成本的在全国各个角落普及，这是不同维度的问题。
可以说在未来的 10 年、20 年内，技术开发不可能达到能够解决日本各地人手不足的程度。
从根本上说，安倍政权在人口问题是基于“维持现状”的出发点考虑的。
安倍政权在 2014 年的内阁会议上，确定了“50 年后人口维持 1 亿”的目标。制定了切实的数
字目标，这是值得称赞的，但 1 亿人这个数字是不现实的。估计这是包含了外国人移民的数字，即
便如此，据 IPSS 的推算，2065 年人口大约有 8,800 万人，即使出生率能够大幅提高，如果不接纳
足够多的移民，这个数字也是难以达成的。
如果说政府想尽办法去达成“1 亿人”的目标，那政策只能向达成数字目标去倾斜。这些政策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的人口问题。
抛弃维持现状的目标，而是将向人口减少、超大龄国家的转变看作无法避免事实，以此为前提
来考虑相关政策的推进，这是现在需要做的。

以据点型国家为目标

那么，具体说来应该怎么做呢？我认为，必须接受人口减少社会这一前提，改造社会的构造，
考虑“战略性紧缩”。紧缩绝不意味着衰退或者失败。紧缩是为了守护国家，使国家能够比以前更
加富饶。
下面我以地方为例进行说明。
地方政府响应总务省举行的“平成的大合并”，规模小的政府之间进行合并，地域扩大了，工
作人员人数减少了，居民的高龄化和分散化不断推进。这样的结果是，日本民间的有识之士发起的
“日本创建会议”的人口减少问题探讨分科会于 2014 年发表了对将来的推算，据此，全国的政府
到 2040 年将有半数面临消亡的危机。将会有些地方政府人口不足 100 人，或者高龄化比率高达 8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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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最近的统一地方选举，也有地方政府出现无人投票，候选人数达不到规定人数的现象，引
人注目。想必这都是因为高龄化的推进，从年龄上来说，越来越多的居民难以完成议员的工作了吧。
地方政府的自治管理本身也出现了危机。
人口减少，居民都是高龄者，行政服务也无法提供。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变成这样之前，我
所提倡的，就是“据点型国家”。
所谓的据点型国家，就是在人口越来越少的地区中，以繁华的商区为据点，将人们集中在那里
进行生活的社会。通过引导居民集中住在同一商区，各种服务就可以切实的服务到每一位居民。仅
仅按照各个地区制定各自的据点，将居民转移到据点居住，医疗服务、行政服务、邮政、配送等各
种服务就都可以高效率的展开了。对服务供应商而言，能够降低业务成本，对居民来说也可以控制
无谓的费用支出。
国交省以主要的服务内容为主，估算了建立一个据点所必要的需求规模，即“在这个地区至少
要有多少的居民，不然这个行业无法站得住脚”(“国土的基本设计 2050”2014 年)。据此，像餐饮
商铺、便利店、邮政局、一般的诊所，最低需要 500 人的人口规模才能够运营起来，那么据点的最
低线就大致是 500 人左右。当然，要是能到到 1000 人、5000 人等更大的规模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
纵观世界，据点型国家在意大利、瑞士等都有成功的先例。这两个国家都有 500 人规模的村庄，
而且这 500 个人都有各自的工作，能够维持生计。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试图无谓的扩张。销售只
有那个村子能做的有特色的、品质高的商品。那样就会形成品牌效应，全球的买家都会慕名前去购
买，在那个地区生活的人们就能够获得足以维持生活的收入。
以往日本通过工作赚钱了就投资购买设备，扩大工厂，增加雇佣员工，一点点扩大规模。但是
意大利瑞士做品牌产品的村子不是这种套路。他们也会注力发展技术创新，但不会无谓的扩张规模。
埋头工作、埋头扩大规模这种事情，必须与之诀别。
日本今后要保持富饶的话，需要转向即使减少生产数量，也要提高附加价值，每个商品都能卖
高价的商务模式。日本各地也有非常优秀的传统产业。这样的产业所在的街道大都能够让周边区域
热闹起来，完全可以成为据点。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加入新的想法，磨练技术，相信能够诞生让世界
瞩目的魅力据点。
地域不同，建设据典型国家核心的智慧城市的方法也会随之不同。虽说是建设，但也不是从零
开始，日本现在没有这种空余时间。首先，将地方城市的中心街道的一角当作特区。然后在特区中
集合日本的科学技术能力，重塑为高科技区域，打造谁都想住过来的特区。通过利用高科技技术，
协助高龄者自立生活。
这是“战略性紧缩”的一个例子。不单单是地方政府，企业、家庭也可以通过减小规模，来保
持富裕。

令和时代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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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无法阻止出生人数的减少，也不是说今后少子化就放任自流，不需要实施任何对策了。
如果有人想结婚，有想要孩子的愿望，那么就应该更加贴近他们的愿望去考虑支援政策。哪怕只能
稍微减缓少子化的速度，也能为改造社会结构争取更多的时间。
以往政府没有贯彻少子化对策，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受到了战前、战时“多生多养”的政策影响。
因此安倍政权并没有着手实施少子化对策，而是着重进行育儿支援政策的推广。但是这种政策效果
非常有限。
在很多国家，为了解决少子化问题，有“多子多补”政策，可以给养育孩子多的夫妇很多的经
济支援，日本也应该效仿。夫妻、恋人之间放弃第 3 个孩子最大的理由就是经济能力的问题。我认
为第 3 个孩子以及更多的孩子，应该给予 1000 万日元的现金支援。在有生育能力的女性锐减之前，
应该采取一些类似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
为了促进社会的转变，民间能做的事情始终是有限的。政府应该举起大旗，指引大家走上正确
的道路。
如今已经进入到令和时代，如果选错今后的发展道路，国力一定会发生衰退。今上天皇 59 岁即
位。恐怕我所认为的日本最大的危机，即 2042 年问题，将在令和时代到来吧。
从这年以后，毎年将减少 90 万人，真正进入人口减少的时代。在令和时代，就必须进行日本社
会的变革活动。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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