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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古代有优秀的尊老养老文化，当代人应该以史为师，拓宽解决当代养老问题的思路。中华文

明中历来不乏从尊老养老理念到孝老礼制、从家庭礼制到国家制度、从社会体制到法律制度的传统，其中蕴含

着中华孝文化绵延不绝的深层逻辑。社区居家养老是延续传统孝文化的最佳接口，要发挥孝文化在社区养老

中的基础性作用要通过增强全社会的服务意识、责任和义务、提高社区服务能力等措施予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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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史为师

养老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无论中外

似乎同样面临着“养老危机”。为了应对这一问

题，我国效法西方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这一制度

被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然而，它自建立

之日起就陷入了“制度刚性”困境: 保险水平刚性

提高乃至越高越好，必然带来缴费负担越来越重;

相应地，保费缺口也就越来越大。究其原因，并不

完全在于养老保险制度本身，更大程度上在于制

度环境。许多发达国家的个人缴费能力要比我国

强，可是我们又不能等待国家富裕起来了、个人缴

费能力增强了再来建立这项制度。我们的历史责

任就是如何在人民还不富裕的现实条件下，在从

发展中国家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及时地、逐步地

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年人口

的总规模非常大，与欧洲国家没有可比性。要解

决我国的养老问题，不仅要学习外国经验，还要以

史为师，从我们的古人那里吸取智慧，找到适合国

情的办法。我国历史上一直重视养老问题，形成

了灿烂的养老文化。试问，中华五千年历史上为

什么没有发生“养老危机”? 并不是因为年龄结

构，不同时代进入老年的年龄界限是不一样的，老

年是相对的，历史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不一定总

是很低，所以年龄结构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

在于养老文化以及相应的制度设置。现代医学已

经证明，养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不纯

粹是一个医疗技术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

会问题、心理问题和文化问题。
中华养老文化蕴含着最宝贵、最有效、最廉价

的文化教育资源，从中挖掘养老和养生的智慧，就

可以多快好省地化解疾病防治、生活照料、精神慰

藉等一系列养老难题。所以，要向中国五千年的

文化宝藏寻找健康、长寿、快乐、幸福的智慧，寻找

化解中国养老难题的钥匙。
本文拟初步梳理出中华文明中从尊老养老理

念到孝老礼制、从家庭礼制到国家制度、从社会体

制到法律制度的演进过程，从中探寻中华孝文化

之所以绵延不绝的深层逻辑; 进而讨论中华尊老

养老传统与现代养老问题的最佳接口———社区居

家养老，以及在此项实践中如何发扬中华尊老养

老传统的基础性作用。

二、传统孝文化的历史演进

( 一) 从尊老养老理念到孝老礼制

我国最早的诗歌经典《诗经》“蓼莪”篇中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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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父母的养育之恩“昊天罔极”( 像上天那样广大

无边)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

瘁”［1］。我国流传至今最早的历史文献总汇《尚

书·尧典》就定义“克谐”为“孝”( “克谐，以孝烝

烝”) ，尧帝以虞舜孝德厚美而传位予他［2］9。可

见我国最初定义“孝”就不仅是一般的奉养，态度

还要恭敬和美。这与后来孔子《论语·为政》篇

所说的孝不仅是“能养”，还要“敬”父母是一脉相

承的［3］14。《尚书·商书·太甲中》已然将“奉先

思孝”确定为人的行为准则［2］132。到了孔子，则

把孝的地位提高到极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

与”［3］2。《孟子·离娄章句上》说得更具体: “不

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不

尽孝，就没有资格称为人，没有资格做儿子［4］。
在全部德行中，百善孝为先。先秦的养老经验到

《孝经》里则总结为: “夫孝，德之本也; 教之所由

生也。”《孝经》并不只是讲怎么对待老人、怎么对

老人尽孝，它实际上是人的德行或教化的最根本

的原则。《孝经》把“孝”的内涵分了三个层次。
第一层含义是: 爱惜自己的身体，保护自己的生

命，继承父亲的志业，这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第二层含义是: 修德学

道，增长才干，服务社会，忠君报国。这是大孝。
第三层含义是: 行道布施，立功于生时，扬名于后

世，令父母显得荣耀，这是最高形式的孝［5］。
从夏商周三代一直到汉代，我们的祖先们逐

渐地把中华养老文化建成为从观念到行为、再到

制度、再到法律的一套完整体系。第一，这个体系

发端于尧舜时期，①其时即开始有固定场所举行

养老礼。《礼记·王制》记载: “有虞氏养国老于

上庠，养庶老于下庠; 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

老于西序; 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 周

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

郊。”［6］165

第二，先秦时期，举行养老礼还要穿特定的衣

服，衣服有不同的颜色。“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

养老; 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 殷人冔而祭，缟

衣而养老; 周人冕而祭，玄衣而养老。”［7］165

第三，国家设置官吏，专门负责尊老养老事

务，越是接近基层，官吏的职责越是具体。比方说

大司徒担负对不孝不悌的人怎么量刑这个职责。
其他的，有逐级的、不同的职权和责任。具体的养

老在基层就有专人负责［6］156－157。
第四，鼓励并支持家庭养老。《礼记·王制》

云:“凡三王养老，皆引年。”［6］165“引年”是依据

年龄对年老而贤者加以尊养，把尊老养老由理念

逐步作为礼制普及于全国。对老者本人实行“五

十不从力征，六十不服戎，七十不与宾客之事，八

十宾客之事弗及也”的优待，对其家庭则给予一

定的优惠政策。“八十者一子不从征，九十者其

家不从征。”［6］165上述这些做法都是支持众多的

老者由家庭奉养。
( 二) 从家庭礼制到国家制度

在《礼记》里面记载了如何把养老尊老上升

到安邦定国的高度。《礼记·乡饮酒义》中记载:

“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

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6］826

这就是“以孝安治天下”。
大致在西汉时期养老制度真正成为国家的普

遍制度。西汉养老制度，第一条是实行“分龄照

养”，就是以十岁为单位来划分人生的阶段。按

照年龄，需要什么就分配给什么，这样可以有效地

分配生活资源，制定科学的规划。
第二是“定期宴老”，即定期请老人吃饭，以

显示对老人的尊重和照顾。《礼记·王制》记载:

“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

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6］163 所谓“燕礼”，是设

宴于寝，“飨礼”则设宴于朝，“食礼”则是虽设酒

而不饮，以饭、肴为主。至周朝，则兼行“燕”“飨”
“食”诸礼，春夏之时用“燕”“飨”、秋冬之时用

“食”礼。
第三是依年龄分级养老。《礼记·王制》记

载:“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

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

使人受。”［6］163“乡”“国”“学”都是宴饮长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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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到了周代，已经形成行为规范和社会准则。”参见周留

建:《论先秦时期敬老养老思想的发展》，《江苏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学报》2013 年第 4 期。



所。五十、六十、七十这个年龄段，一般是在学校

养老; 八十岁的长者，因为身体衰弱，就不到学校

里养老了，国君要派人亲往他的家中，给予照顾，

赐给饮食; 九十以上的人，可以得到更高的礼遇，

让人代为接受就可以了。总之，年龄越大，礼遇

越高。
第四是规定照顾饮食起居的标准。在饮食方

面，五十岁以上的人，就可以吃比较精美的粮食;

六十岁以上的人，应该常备肉食，这是国家要保证

的; 七十岁以上的人，除了平常用餐以外，还有美

善之食以补充营养; 八十岁以上的人，除了六十、
七十两个阶段的饮食调配外，还可以吃一些珍贵

的食材; 九十岁以上的人，由于年龄已长，应该随

其居所，常备膳食，给予细微的照顾。
在起居方面，《礼记·王制》记载，人在五十

岁以上时，应特别留意饱食及保暖，六十岁以上的

人应食肉，七十岁以上的人应穿丝帛衣物，八十岁

以上的人则应时时有人相伴以暖身［6］163－164。
第五是给予较高的社会地位。此即《礼记·

王制》所说的“五十而爵”［6］164。爵是官位，“五

十而爵”不是一定给一个有实权的官位，而是给

一个相当于一定官职的待遇。年龄越高身份待遇

越高，以表示国家和社会对老人的尊重。
( 三) 从社会体制到法律制度

如果说在汉代以前敬老养老文化主要外化为

人们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准则，这些基本属于社会

体制; 那么到了汉代，孝伦理不仅成为国家普遍的

社会制度，还逐步实现法律化，形成了一系列法律

制度，汉朝“以孝治天下”有了法制保障［7］［8］。
《礼记·王制》中记载了我国古代特有的“王

杖”制度，君王对于年老德高者有拄杖的礼遇:

“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

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

从。”［6］163

据《汉书》记载，汉初高祖刘邦立三老诏，汉

文帝元年专门下诏尊养老人，规定了具体措施:

“年八十以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
其九十以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禀

鬻( 粥) 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

夫、令 史 致。二 千 石 遣 都 吏 循 行，不 称 者 督

之。”［9］我们中国第一个盛世就是“文景之治”，怎

么成为盛世的? 这是其中很重要的表现之一。汉

代以孝治天下，这个社会就能有序、安定、和谐。
武帝延续了以上律令，并对在职官吏实行教化，推

行孝行，褒奖成绩显著的官员。同样，对在职官

员，如果不奉养父母就予以严惩。还明令年九十

以上“复子若孙”，也就是免除其所有子孙的赋

役，使之全力以赴地孝养老人［10］。
西汉的《王杖诏书令》可说是中国最早的养

老法律实物证据。1959 年到 1983 年期间，在甘

肃省武威地区出土的文物中，就出土了一些鸠杖，

还有皇帝颁的诏书( 木简) ———“王杖十简”和“王

杖诏书令册”。“王杖十简”内容涉及西汉宣、成

二帝关于给高年老人赐王杖的诏书，以及对侮辱

受杖老人的犯罪者的处罚案例等等; “王杖诏书

令册”是记载关于尊敬老者、抚恤鳏寡孤独残疾

者、高年赐杖以及处决殴辱受杖老人的罪犯等的

5 份诏书［11］［12］［13］。
宣帝本始二年( 公元前 72 年) 颁布了赐高年

王杖的诏令 ( 高皇帝以来至本始二年，朕甚哀怜

耆老。高年赐王杖) ，首次肯定了“高年”的特权。
从此，开始了高年受王杖的制度。成帝把宣帝年

八十以上授王杖的规定放宽到七十岁以上，大大

放宽了幅度，受王杖者的社会地位明确规定相当

于俸禄六百石 ( 粮食) 的官吏 ( 这一待遇高于县

令) 。凡年七十以上持鸠杖，相当于节，是权力的

象征，可以自由出入官府，行走驰道; 经商不征市

税;“比山东复”即像当年追随汉高祖打天下又定

居于关中的关东吏民那样终身免除赋役。对敢于

殴辱持杖老人者，定为大逆不道罪，处死并弃于

市。早在《商书》中就规定“刑三百，罪莫重于不

孝”，周朝时“不孝”罪位居“八刑”之首，汉代木简

证明，这在汉代是确实做到了的。
汉代对年七十以上高年群体的尊崇和奉养并

非单以赐王杖的形式实现的，还包括不定期地赏

赐絮帛粮物、有限地复除其赋税徭役等等。这既

是为了解决老年群体生活的实际困难，更主要地

还是为了形成尊老、养老的社会风气。成帝建始

元年( 公元前 32 年) 颁布的诏令明确鳏、寡、孤、
独的含义及优抚措施，鳏夫寡妇免除终身赋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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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免税，并要有人照顾其生活; 对孤、独、盲人、侏
孺等当事人，官吏不得擅自征召讯问，诉讼时不得

刑讯。对“夫妻俱无子男”者，给予更多的优抚，

与归附的少数民族一样，免去田租、市税，可以自

由开店卖酒。成帝对鳏寡孤独的优抚，在赐予钱

物的同时，还明令免其税赋徭役。臧知非认为:

“后者比前者更具实际意义，前者是临时的，后者

是长期 的; 前 者 属 于 治 标，后 者 则 带 有 治 本 意

义。”［10］

到了东汉时期，对不孝罪的惩罚，进一步形成

了许多具体的法律条文。同时，东汉还将《孝经》
和孔子的《论语》一起列入七经之一。所谓“经”，

汉武帝的时候颁了五经，到东汉的时候在五经的

基础上又加了孔子的《论语》和《孝经》，确定了

《孝经》最高经典的经学定位。到了隋唐，不孝被

列为十种恶之一，此后，宋、元、明、清各朝代都予

以沿袭。以法行道、以法保孝，用法律震慑力保证

了孝道的推行，强化了孝文化的地位［14］［15］。
( 四) 中华民族孝老敬老的优良传统是必须

延续的

中华传统养老文化的先进性在于，早在 2000
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实现了中华传统养老文化从观

念到制度的演化，并且由制度化进一步演化为法

制化。由汉代到唐代以后，进而扩展到包括孝道

教育、社会伦理、人才培养、官吏选拔在内完整的

养老制度体系。这是世界上最早、最全面的养老

制度体系。因此，不能一味地认为社会保障、社会

福利就是西方社会的产物，以为中国古代没有福

利制度。其实，中国古代不但有，有些还很先进。
中国历朝历代尤其是宋代，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

救助制度很发达。［16］同样，不应该认为社会工作

是西方特有的，其实我国古代也有社会工作，不过

名称可能叫义学、义仓、义诊、义演、义卖、义赈。
“义”其实更加凸显了社会工作的伦理意涵和社

会实质。
几千年来，孝老文化对于维系中国家庭和社

会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虽然时代

变了，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变了，但是，中华

民族孝老敬老的优良传统是必须延续的。对于老

年人的赡养和尊重，既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

志，也是现代人的一种美德。但是，怎样找到孝文

化与现代社会建设的最佳接口?

三、传统孝文化的现代接口

( 一) 社区养老及其遇到的困境

要让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建设中发挥基

础性作用，应当把社区养老当作一个重要接口。
客观来看，社区养老的发展状况不太好、不太快。
社区养老，按理说应该是一种非常合理的养老模

式。从理论上讲，它可以实现政府、社区、社会组

织、邻里、家庭等多元主体的有效整合，它还具有

投入成本低、原有资源可以充分利用等独特优势。
应该说，这项事业是很有前景的。而且，社区养老

也符合老年人的需要，所以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是

顺应民心之举。
社区养老不同于传统的家庭 ( 单纯依赖子

女) 养老，它是以居家养老为主、以社会机构养老

为辅、依托社区和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等各方面力

量为居家老人提供生活起居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服

务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把家庭养老与社会化养

老的优点结为一体，让老人在家里既可以享受到

家人的照料又可以享受到社区提供的服务。然

而，“这样的联动服务体系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尚

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建立起来。”［17］关键是在

社区养老中，要解决怎么样把中华传统养老文化

与社区养老相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好，是社区养老发展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
目前，要在社区养老中充分发挥中华民族传

统养老文化的基础性作用，必须解决四大难题: 一

是传统养老观念淡薄，二是人口结构变化，三是人

口流动，四是社区建设滞后。发挥传统养老文化

在社区养老中的基础作用，要从这四个方面找到

有效的化解之策。
( 二) 在社区养老中充分发挥孝文化的作用

1．应对传统尊老养老观念淡薄的难题

近代以来，传统文化被当作封建思想的一部

分受到批判与否定，孝道一度被当作封建道德而

被完全否定，以至于即使在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

的中原地区、在作为传统文化根基的农村地区都

不乏不孝之子，子女对老人尽孝的情况甚至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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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可见多少年来对传统文

化的认识不足，对此我们必须正视。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传统文化毕竟根深蒂

固。而且，我们古代创造了很多把养老文化大众

化的方法和手段，使之绵延不绝。比如，编纂了平

民百姓很容易接受的《二十四孝图》《劝孝篇》《三

字经》《弟子规》等等，都很便于在群众中传播。
这些年，很多地方都建起了孝道园，讲历朝历代孝

子们的事迹。现在有好多中小学又开始重新吟诵

《三字经》《弟子规》，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教育手

段。另外，通过家训、家规、家诫对家庭成员和子

孙后代进行道德文化教育，使得孝道在家庭的日

常生活中成为家庭和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发端

于江苏省常州市的道德讲堂，以“身边人讲身边

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教育方

式，依托社区平台，有效开展包括孝道在内的群众

自我教育，这种教育形式自 2009 年诞生至今，已

经在全国多地发展起来，可见传统文化要恢复起

来还是很有希望的。
另外，我国古代传播孝行的一个重要途径就

是道德和法律相结合。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是某

种程度上道德也法律化了。这与西方不一样，在

西方社会，法律与道德的边界划分得非常清楚。
我们中国很多道德就上升到了法律，历朝历代的

法律和法令中，都有养老敬老的相关条文。
另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官员要率先垂范。在

汉代，政府推行“孝政”，社会讲究“慈孝”。从汉

武帝的时候就实行“举孝廉”，把孝和廉作为选拔

干部的重要标准，鼓励人们做孝子、守孝行。从皇

帝做起，各级官员以身作则。京剧《打龙袍》说的

是宋代皇帝做了对不起母亲的错事也必须挨打;

明代宰相张居正，尽管日理万机，在父亲去世后，

也必须离职回乡“三年守孝”。此外，无论是皇帝

的以孝作谥，还是官员的为孝移职，都为天下人树

立了孝的楷模。现在，我们在道德模范评选中，专

门列了尊老养老一条，各地开展了形形色色的孝

老奖励活动，只要坚持下去，必然蔚成风气。
2．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难题

现在，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工作生活压力

也很大，部分老年人即使是在生病住院的时候，也

很难享受到子女的全身心照顾。特别是在城市，

对于“421”家庭结构的年轻夫妇们来说，赡养老

人是一个很沉重的家庭负担。人口结构的变化是

一个客观的情况，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进步的结

果。我们是否因此就没有办法化解养老压力了

呢? 办法总还是有的，社区养老服务就是一个重

要的形式。在上海的社区，不是说年龄结构变化

造成子女养老负担重吗? 社区就组织年轻老人照

顾高龄老人。五六十岁的老人和七八十岁的老人

结对子，将老年服务组织成一个网络。有自理能

力的老人，可以在日间照料中心得到午餐、聊天、
文化娱乐和健身活动等各种服务; 行动不便的老

人，由年轻老人和社区工作人员负责联系，责任到

人。从早晨开始，责任人就要给自己的服务对象

打电话或者登门探望，提醒诸如吃药等生活细节，

嘘寒问暖，如果发现问题，及时报告社区负责人，

联系医疗救助和其他服务。提供这些服务，他们

并不当作负担，反而觉得自己虽然退休了，社区还

是把这些事情交给自己来做，说明自己还很有价

值，感到很荣耀。还有很多地方成立了日间照料

中心，比如说浙江省宁波市的日间照料中心就很

普及。白天子女上班去了，老人们就在日间照料

中心，又管吃，又管玩; 子女下班回来就把老人领

回家。北京市西城区有一个汽南社区，它的“无

围墙”养老模式发展得很好。这些办法都可以解

决“421”结构、子女少带来的养老压力问题。
社区养老服务的主要优势是便于广泛调动和

利用社会各方面力量和资源，以弥补子女照顾之

不足。这种养老服务主要采取上门照顾为主、以
托老所服务为辅的形式。这种形式，便于发扬我

国社群的优良传统，邻里之间守望相助、亲仁善

邻、其邻不戒，亲如一家。社区还便于组织和联系

学校和机关等单位的志愿者队伍，凡是社区内的

单位都必须承担养老服务责任，单位食堂对老人

开放，餐饮单位提供送餐服务，以新的形式延续我

国历史上的“分龄照养”“按时宴老”“照顾起居”
等很好的制度，既提高了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又发

挥了老年人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3．应对人口流动带来的难题

由于人口流动率高，许多家庭虽然有子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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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城、异地乃至异国他乡工作，例如农村年轻人

跑到城市务工，大学毕业生很少回家乡工作，都导

致父母身边无人照顾，这种“空巢”现象给养老带

来很大难题。人口流动是现代社会的常态，不可

能做到“父母在，不远游”，但是，不能以人口流动

为由推脱赡养父母的责任。比如，可以尝试建立

服务交换制度，用给工作地点的老人提供服务未

交换家乡或原籍给自己的父母提供服务，或者向

父母所在的社区和养老机构购买养老服务。
我国在唐代就建立了鼓励和支持政府官员承

担家庭养老责任的制度，一部分官员采取把父母

接到就任之地的办法来赡养老人。另外一部分官

员携父母就任不便，就要申请移职或采取其他办

法以实现赡养老人的愿望。异地的官员可以采取

对调的办法，更换到离父母近的地方就职。在现

代，新加坡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它是一个城市国

家，立法规定子女每周探望父母的时间不得低于

多少小时。还规定，如果子女想搬到便于照顾父

母的地方居住，房子搬迁费用政府给予补贴。
人到老年，最渴望的是有子女照料的家，不光

是生活照料，还有精神慰藉。情感表达，家庭是一

个重要的载体。特别是我们现在经济条件改善

了，温饱问题解决了，养老服务特别是具有人情味

儿的关怀、爱护、精神上的体贴，都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在社会建设方面要做的工作还多得很。比如

说养老院建在什么地方，都很有讲究。德国政府

有意地把养老院和幼儿园建在一起，小孩天天在

那儿玩闹，老人就很开心。就这么一个举措就会

产生很好的社会效果。这就启示我们，即便是社

会化养老，也要努力营造一种“家”的气氛。
4．社区建设滞后带来的难题

社区居家养老，前提是社区要建设好，而加强

社区建设，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为此，一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树立正确

的义利观，增强社区工作人员的养老服务意识，提

倡重义轻利、以义统利，强化责任、承担义务，做践

行孝文化的表率。
二是加强对社区工作人员专业化服务能力的

培训。目前，我国高校已经培养出一批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但是还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可

以组织他们开展对在职社区工作人员的培训，既

可解决他们的专业对口问题，又可以培养大批扎

根社区的服务队伍。
三是增强全社会的服务意识，形成浓厚的尊

老敬老孝老社会氛围。党政干部要起到模范作

用，对不孝老养老者予以严惩，规定每年要从事一

定时间的包括养老服务在内的社会公益服务，将

此作为现代“举孝廉”的指标之一。在校学生每

年也要从事一定时间的包括养老服务在内的社会

公益服务，将此作为考核升级的必要内容。
四要建设强大的社会支撑系统，形成支持社

区养老服务的社会网络。其中，主要是引导专业

养老机构与社区挂钩。例如上海市，市区很大，城

市中心都是老社区，老年人多，退休职工多。而新

建的专业养老机构大都在城市郊区。这就导致服

务对象不愿意往郊区去。一方面，养老院的空床

率很高; 另一方面，社区里老人的需求无法满足。
要想办法让建在郊区的专业养老机构把“腿儿”
伸到社区里边，与社区挂钩，把服务延伸到社区。
发挥专业养老院技术水平高的优势，到社区里进

行培训，或者指导社区里的养老服务。
五是医养结合。要培育“义”的精神，发扬

“义诊”传统，调动专业医疗机构的积极性，使他

们愿意走进社区，与社区养老相结合。北京市西

城区的汽南社区和附近的复兴医院挂钩，专业的

医务人员为社区老人送医送药，社区老人到医院

看病享受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便利服务。
六是加强培育社会公益组织，鼓励企业投入

养老服务产业，在税收等政策上给予优惠，在管理

上加以规范。同时，要鼓励各种社会资源用于养

老服务，例如，机关学校食堂要向老人开放。
七是鼓励和支持城乡社区老人互助养老。我

国有邻里互助的优良传统，在城市一些老人自发

地“抱团养老”，在农村也开展了效果很好的互助

养老。2008 年，河北省肥乡县通过大胆探索实

践，以“村级主办、互助服务、群众参与、政府支

持”为原则，建立了以“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

保障、互助服务、优先优惠”为特征的农村互助幸

福院，率先在全国创造了农村社区“互助幸福院”
新模式。互助养老，以集中居住的互助养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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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分散居住的家庭养老模式，兼具家庭养老和

机构养老的特征，用较低的成本保障了农村独居

老人各项基本要求，在全国农村很有推广价值。

四、结语: 传统孝文化的古今贯通机制

中华孝文化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

就是紧紧地把人和人之间最自然、最紧密、最连续

的人伦关系———父子、夫妻、兄弟关系结合在一

起。在“五伦”中，此三者属于“天伦”，是狭义的

“人伦”; 君臣、朋友是其扩展，属 于 广 义 的“人

伦”。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与这一特点不

无关联。孝文化之所以能够贯通古今，正是因为

它植根于血缘关系、亲缘关系这个天然的基础，因

而可以随着代际的接替而得以连续，这是最可靠

的贯通机制。明白了这一特点，我们在社会作为、
社会制度、社会建设中，就要循着这一特点去做，

维护这个天然基础，而不是摧毁这个天然基础。
即使社会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改变了，也不要以为

进入现代社会了就用弱的社会关系例如市场关系

去取代强的社会关系，以弱代强、损本逐末，而是

要尽量弥补这一天然基础之不足，而不是抛弃和

损坏这一天然基础。这样，在现代社会制度建设

中，工作就顺利，代价就减小，效果会更好，这也就

是“道法自然”的真正意蕴。这个朴素的道理，在

五千年的历史上既被成功的经验也被失败的教训

所证实，因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就是孝文化

得以实现古今贯通的深层根源和天然机制。
将社会划分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将文化

区分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这是西方思维的典

型做法。这种“二元对立”式思维，把它们的区别

绝对化，以为“传统的”就一定是“落后的”，“现代

的”就一定是“先进的”，因而必须用后者去取代、
去覆盖前者。从本文所讨论的养老问题来看，中

国古代的养老文化、养老制度、养老体系对于解决

现代养老问题也具有启发意义。
以上所论述的只是传统养老文化对于社区养

老的基础性作用，其实传统养老文化对于机构养

老和其他养老形式都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全国各

地，不论城乡，都在实践并总结养老模式经验。相

信经过一个阶段的积累和总结，一定会形成基于

传统、适合现代的中国特色养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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