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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养”家庭支持政策体系的构建*

白 维 军 李 辉

摘 要: 老有所养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美好愿景，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是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当前，

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化养老在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实现老有所养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社会化养老

仍面临着待遇水平较低、服务能力有限等难题，养老金水平和服务可及性未能充分实现政策预期。作为天然的养

老单位，家庭对于老有所养有着独特的优势和现实价值。在大力开展社会化养老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家庭的养老

功能，通过家庭支持政策，鼓励、维护和强化家庭养老责任，营造支持性家庭养老政策环境，并从教育、经济、人力、
就业、技术等方面，构建支持性家庭养老政策体系，以提升家庭养老能力，补齐社会化养老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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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简评与问题的提出

老有所养是一个重要的民生话题。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多谋民生之利、
多解民生之忧，在老有所养上不断取得新进展。①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指出，必须健全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

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②实现老有所养，是党和政

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国家的一项大政方针和

战略部署，对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回应，学术界对如

何实现老有所养进行了广泛研究，总体来看主要有

三种观点: 一是从经济保障的视角，主张通过城乡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非缴费型基础养老金的发

放、高龄津贴制度的实施等措施，增强老年人的经济

支付能力，实现老有所养。二是从服务保障的视角，

主张通过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以机构养老、社区养

老、居家养老等方式，增强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可及

性，实现老有所养。三是从保障主体的视角，主张以

国家、社区、家庭等为主体，向老年人提供全方位、多
样化的生活保障，实现老有所养。上述研究同时也

都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为我国实现老有所养贡

献了宝贵的智慧和方案。此外，已有研究大都主张

以社会化养老为手段，通过对老年人个体提供经济

和服务支持实现老有所养。有些研究虽然也提到家

庭养老的重要性，但缺乏对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的探

讨，大量家庭政策文献主要集中在家庭政策与生育、
家庭政策与儿童、家庭政策与家庭变迁，或者发达国

家的家庭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方面。因此，如何

在坚持社会化养老的同时，积极发挥家庭的养老功

能，构建家庭养老的政策支持体系，既是当前理论研

究的一个不足，也是破解养老难题的一个切入点，应

成为实现我国老有所养的一个新思路和新视角。
从实践层面来看，为实现老有所养，近年来国家

以社会化为手段，积极开展为老服务，投入大量财力

用于补贴养老金和兴建养老院，取得了积极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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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但我国老龄人口基数庞大且增长迅速，有限

的政策性资金投入难以满足巨大的养老需求，国家、
社会、家庭一直承受着沉重的养老压力。以养老服

务为例，目前我国城乡社区养老机构覆盖率低、养老

服务可及性差、为老服务种类少等问题普遍存在，无

法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而社会化养老资金投

入的不足和晚年收入的微薄，更加剧了老年人的养

老经济压力。因此，我们需转变思路，进行老有所养

的政策创新，以更好地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作为天然的养老单位，家庭可以为老有所养提

供一个既有历史经验又有现实基础的理想选择。在

我国传统社会中，由家庭为老人提供赡养服务被视

为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家庭是整个养老体系的基

石。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的常

态化，我国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推行和社会养老

观念的持续强化使得我国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改

变，年轻人的养老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家庭养老

被逐渐淡化，家庭保障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但是，

在我国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的背景下，社会化养老

的严重不足、家庭养老的天然优势与中国几千年的

养老文化，共同推动着家庭养老的回归与重塑。
其实，支持家庭就是支持养老，改善家庭的生存

发展环境就是改善和提高老年人的养老待遇。就目

前为数不多的家庭政策来看，养老方面所得到的支

持明显不足，家庭政策更多体现的是以解决“零就

业”家庭、落实九年义务教育、实施低保制度为目的

的就业、教育、生活方面的支持，缺乏以养老为直接

目的的家庭支持政策。基于此，笔者认为，社会化养

老是我国未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举措。与此同

时，不应忽视家庭在整个养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面对家庭养老功能的持续弱化，我们应及时出台政

策，加大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力度，构建一个稳定的养

老保障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夯实我国的养老基础。
循此思路，本文首先考察了家庭养老的历史经验与

现实价值，然后分析养老视角下的家庭政策及其属

性以及当前养老保障中家庭支持政策的缺失，最后

提出构建老有所养家庭支持政策体系的建议。希望

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能为我国老有所养战略提

供一些新的思路和政策框架，营造支持性家庭政策

的良好环境，构建支持性家庭政策体系，实现家庭养

老功能的回归与重塑，以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

家庭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家庭养老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价值

纵观古今中外，政府都十分重视家庭的养老功

能，并通过立法或政策支持发挥家庭的养老作用。
在古代中国，家庭被视为首要的养老主体，在生活照

护、精神慰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使在现

代社会，家庭养老仍有着其他养老方式所无法比拟

的独特优势。
1．家庭养老的经验追寻与借鉴

在古代中国，为实现老有所养，国家通过对家庭

和老人的各种优待来增强家庭的养老能力。比如，

国家赐予米、酒肉、布帛和手杖等，对家庭和老人提

供优待。《汉书》记载: “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
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

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年八十已上，赐米人

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

二匹，絮三斤。”③《后汉书》记载: “年始七十者，授

之以王杖，餔之以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④免

徭役、减赋税等也是提高家庭养老能力的重要方式。
《隋书·食货志》记载:“其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从

役，百年者，家不从役。”⑤唐朝设立了给侍制度，保

障老年人得到赡养。《新唐书》记载: “民间户高丁

多者，率与父母别籍异居，以避征戍。乃诏十丁以上

免二丁，五丁以上免一丁，侍丁孝者免徭役。”“男子

七十五以上、妇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为侍; 八十以

上以令式从事。”⑥在尊老孝老方面，我国古代历代

还通过律法的方式予以规范，规定了子女的尽孝义

务，对尽孝者予以奖励，对不孝者予以惩罚。《礼

记·王制》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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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汉书》有以孝顺亲长为依据对官员

进行提拔的相关记载。《汉书》曰: “今诏书昭先帝

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

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⑧《唐律疏议》和《明

律》均将不孝敬老人作为“十恶”之一，一旦有人触

犯将遭到严厉处罚。我国古代的这些规定均将家庭

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养老单位，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养。
古代中国如是，现代社会亦是如此。大量的调

查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化养老机构的存在并不能完

全代替家庭养老。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家庭

养老仍是老年人颐养天年的首要选择和重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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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世界上许多国家，它们在老龄化治理中都十分

重视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出台家庭支持政策，给予

家庭养老多方面的保障。例如，韩国坚持“家庭照

顾第一，公共照顾第二”的养老政策，对愿意同老人

居住在一起的家庭，实行遗产税和所得税优惠，并在

住房方面给予补贴。日本通过社会福利立法，保障

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对和父母居住在一起的子女，

给予一定的社会福利税减免，并在工资之外给予一

定的养老补贴。英、美等西方国家也深刻认识到家

庭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专

项立法、舆论引导、服务提供等多种方式，加强对家

庭养老的支持。⑨以美国为例，2000 年，美国国会通

过了《美国老年人法案修正案》( Older Americans Act
Amendments) ，决定设立全国家庭照管者支持项目，

向各州提供资金，用以支持照顾老人( 60 岁或以上)

的家庭和那些照顾孙子孙女的祖父母。⑩此外，美国

还为家庭照料者提供喘息照料服务、信息咨询服务

和培训服务等，减轻家庭照顾者的压力。
由此可见，发挥家庭养老功能，以家庭为单位进

行养老支持是有经验可循的。借鉴相关经验，开展

家庭养老，能有效缓解政府的养老压力，也能让老人

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中安心养老，提高其晚年生活的

幸福感和满足感。
2．家庭养老的现实需求与价值

第一，家庭养老弥补社会养老不足，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

占有资源减少，自我养老能力下降，对家庭和社会的

依赖与日俱增。而就社会养老来看，一方面，目前机

构养老难以满足人们的养老需求。“物美价廉”的

公立养老机构供不应求，私立养老机构收费较高，众

多老年人被排除在外。而且，因管理不善、监管不到

位、缺乏专业护理人员等原因，人们对机构养老的质

量也难言满意，养老院虐待老人事件的频频曝光也

使一些老年人对机构养老望而却步。另一方面，以

经济保障为主的社会养老保险面临巨大的财政危

机，使得社会养老的风险和脆弱性不断加剧。老龄

化的日益加重，加之“空账”的持续施压，使当前的

社会养老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从而难以保障老

有所养目标的实现。在农村，由于养老保险制度持

续低水平运行，经济保障的效果不佳，很难满足老年

人的养老金需求。老年人对养老的需求是刚性的，

社会养老的上述不足可以也必须通过其他途径予以

弥补。在自身养老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老年人依靠

家庭力量实现老有所养的愿望是目前最为实际的做

法。而且，家庭养老作为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与大

规模的社会养老相比，其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极

低瑏瑡，可以很好地弥补社会养老的不足，从而有效应

对老龄化风险。
第二，家庭养老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实现老有

所依、老有所乐。多项研究表明，对于大多数老年人

来说，家庭养老是他们的首要选择，有的甚至是唯一

选择。因为他们习惯了熟悉的生活环境，难以适应

机构养老带来的生活改变。而且，以家庭为单位进

行养老资源分散配置和决策，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

满足不同养老者“差异化”“精准化”的个性需求。瑏瑢

老年人退出劳动领域后，收入、社会参与机会减少，

能力下降，如果没有来自家庭的支持和照顾，他们极

易陷入贫困并产生心理问题。老年人和子女共住一

处，能得到子女的情感支持和精神慰藉，有利于老年

人身心愉悦，减少他们产生心理疾病的风险; 同时，

家庭成员也能在经济方面给予老人一定的支持，满

足他们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的养老需求，促使他

们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老年状态。对于高龄老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患病、失能等的风险大大增

加，和子女共住一处，可以使他们及时得到家庭成员

的照护并应对突发事故。可见，家庭养老可以使老

年人从家庭成员那里得到更好的经济支持、精神支

持和生活照料，提高其抵抗风险的能力，有效保障其

晚年生活，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第三，家庭养老促进家庭和谐，塑造敬老孝老的

养老氛围。在古代社会，老年人一般威信较高，掌握

家庭的主要资源，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他们利用

手中的资源分配权，既维系家庭的秩序，又保障自己

的养老需求。在现代社会，老年人在家庭中的资源

占有份额减少，权威受到挑战，家庭地位下降，家庭

成员对其的尊敬程度也大不如前。这使得老年人处

于“老无所养”的危险境地，家庭养老已变得不再牢

靠。家庭氛围也由曾经的“以老为尊”转变为如今

的“重小轻老”，不仅影响家庭的和睦，也危及老年

人的老有所养。因此，重塑家庭养老氛围，完善家庭

养老保障，由国家给家庭以养老方面的政策支持，促

使家庭成员积极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既能

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又能改善代际关系，促进家

庭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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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养老视角下的家庭政策及其属性

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家庭

养老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价值，通过养老视角下的家

庭政策解读，弘扬家庭政策的养老属性，以全方位的

养老家庭支持政策，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
1．养老视角下的家庭政策解读

关于什么是家庭政策，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统一

的认识，从福利视角对其进行界定的主要有以下代

表性观点: 吴帆认为，家庭政策是政府以家庭为对

象，旨在增强家庭发展能力、完善家庭功能和提升家

庭成员福利水平而做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瑏瑣何欢

认为，家庭政策主要是通过制度、项目、服务等影响

家庭功能和家庭福利的政策，这些政策可以是以家

庭为主要目标的显性政策，也可以是间接影响家庭

福利的隐性政策。瑏瑤综合不同学者对家庭政策的不

同理解，学者们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达成共识: 一是

家庭政策以家庭为单位，从家庭的整体状况考虑政

策适用的条件; 二是当适用对象是个人时，主要考虑

的是个人的家庭角色和在家庭中的行为。瑏瑥本文认

为，养老视角下的家庭政策可以理解为国家以家庭

为单位，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文化、法律等手段，对

家庭进行支持和规范，以增强家庭的养老能力，改善

老年人的福利水平，促进家庭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家庭政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养老视角下

家庭政策的养老属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

是通过对家庭的支持，增强家庭的养老功能，从而弥

补社会化养老的不足。我国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

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且“未备先

老”，国家和社会力量的不足要求家庭必须承担一

定的养老责任，以实现老年人老有所养。而且，在中

国的传统文化中，家庭一直被视为天然的养老主体，

是供养老人的基本单位。因此，政府对家庭的政策

支持，也就自然而然地包括对家庭养老的支持。二

是通过对家庭的支持，使得家庭和老人获得养老保

障，满足老年人多方面的养老需求。政府通过对家

庭的养老政策支持，不仅能增加家庭的养老资源，提

高家庭的赡养能力，减轻家庭成员的照料负担，而且

能有效满足老年人的经济需求、照护需求和精神需

求，增强老人晚年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当前养老保障中家庭支持政策的缺乏

在我国目前的家庭政策中，见之较多的是对贫

困家庭、儿童福利、妇女就业等方面的支持。就养老

而言，家庭政策关注较多的是养老服务，而不是广义

上的养老和老年人赡养。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老

龄化的不断发展，国家从政策层面出台了多项规定，

以解决广大老年人老有所养问题，其中也提到一些

对家庭支持方面的要求。例如，在 2013 年国务院发

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关于

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基础上，国务

院办公厅于 2015 年下发《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

服务相结合指导意见的通知》，就如何推进医养结

合进行了顶层设计。其中提到要推进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和医务人员与社区、居家养老结合，与老年人家

庭建立签约服务关系，为老年人提供连续性的健康

管理服务和医疗服务。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

意见》以促进养老服务业更好更快发展为目的，就

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大力提升居家社区养老生

活品质、全力建设优质养老服务供给体系进行了详

细部署。其中提到要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为老

年人的家庭成员提供养老服务培训，倡导“互助养

老”模式。2017 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

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从健

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等八个方

面，就如何推动我国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做出了战略部署。其中与家庭有关的内容有: 一是

完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和特别扶助制度。
二是逐步建立支持家庭养老的政策体系，支持成年

子女与老年父母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和承担照

料责任，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适应老年人生活特

点和安全需要的家庭住宅装修等改造工作，对其中

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给予适当补助。2017 年，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

项目的意见》提出，要注重发挥家庭养老的基础作

用，鼓励制定家庭养老支持政策，引导公民自觉履行

赡养义务和承担照料老年人责任，倡导制定老年人

参与 社 会 发 展 支 持 政 策，发 挥 老 年 人 积 极 作 用。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

意见》从深化放管服改革、拓宽养老服务投融资渠

道、扩大养老服务就业创业等方面，对推动养老服务

发展做出指导。该意见指出，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

化改造工程，有条件的地方可积极引导城乡老年人

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根据老年人社会交往和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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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结合老旧小区改造等因地制宜实施。
上述国家规划和意见大多是以养老服务为主题

的，针对老年人个体、社会养老投入与体系完善、家
庭养老及其支持等方面的关注较少，即使偶有提及，

也多为倡导性建议，缺乏具体可操作的举措。政策

不足直接导致当前养老保障中家庭支持的缺失，更

难说形成系统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而且，我国的

家庭支持政策对象具有选择性。改革开放以来的家

庭政策专注于问题家庭和失去家庭依托的边缘群

体，缺少对普通家庭的支持。瑏瑦这也是我国家庭养老

能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就养老政策支持

的对象来看，我国目前开展的养老保障项目主要以

老年人个人为单位，缺乏对家庭的考量，对家庭进行

养老支持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除对经济困难老人进

行救助时会考虑家庭情况外，几乎没有其他以家庭

为单位的养老保障项目。这说明，我国当前的家庭

政策严重缺乏以家庭为单位的养老政策支持。这一

短板急需补上。

四、老有所养家庭支持政策体系的构建

家庭养老对分担国家的养老责任、满足老年人

多样化养老需求、促进家庭和谐、推动社会进步等具

有独特优势。养老的根基在家庭，老有所养美好愿

景的实现有赖于家庭的积极作为。因此，从强化家

庭养老功能的角度出发，国家需要从之前支持个人

为主转向支持家庭为主，从教育、经济、就业、人力、
法律等方面，构建全方位的家庭养老政策支持体系，

实现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1．教育支持政策

对家庭的教育支持是多途径、多目标的。以强

化家庭养老责任、提升家庭养老能力为目标，政府可

通过以下途径，对家庭进行教育支持。首先，以接受

教育为目的，在保证完成义务教育的前提下，对有进

一步深造意愿者进行支持，或者对参加尊老、敬老、
孝老活动者予以支持，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水平，使他

们从思想深处认识到赡养老人是儿女应尽的义务，

并积极承担养老责任。其次，面向家庭，用先进事迹

等开展家庭养老宣传教育，在社会上塑造一种敬老、
孝老的文化氛围，教育子女积极履行自己的赡养责

任和义务。通过这种方式，教育晚辈要尊重老年人

的权利，善待父母，对老人多些耐心、少些抱怨，更不

能做出打骂老人这种不道德的事情。此外，在各教

育阶段，国家根据学生的特点，在教学活动中加入敬

老孝亲课程，在全社会营造一种积极的孝亲敬老风

气，提高子女的主动尽孝意识，并促使其转化为行

动。这种通过学校对孩子进行的孝道教育，其实也

是一种针对家庭的教育支持行为。老有所养的家庭

教育支持是一个长远战略，短期内可能不会起到立

竿见影的效果，但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能在思想上

为家庭养老提供强大的精神滋养。
2．经济支持政策

以养老为目标的家庭经济支持政策主要有以下

几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家庭的经济支持。即根据家

庭结构和赡养负担，对不同类型的家庭在生活补助

发放、个人所得税缴纳、社会保险缴税时，给予不同

程度的特殊照顾或税收优惠。同时，对赡养资源缺

乏而赡养需求大的家庭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 对愿

意同老人居住在一起且尊重、善待老人的家庭，给予

租房、购房或建房补贴; 对积极赡养老人的子女，采

取社会工资的形式，每月给其发放一定的经济补贴，

增强其赡养老人的经济能力。二是对老年人的经济

支持。即延续之前以个人为单位的做法，对老年人

进行经济支持，减轻家庭的养老负担。具体来说，在

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过程中，对个人因家庭困难无力

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给予一定的缴费支持，提高其应

对老年贫困和长寿风险的能力。另外，我国城乡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水平普遍较低，领到的养老金

并不能完全满足老年人的经济需求。因此，可根据

经济发展水平，适度提高老年人的养老金待遇。对

家庭养老进行经济支持，在整个老有所养政策体系

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国家需要在这方面加大投入，增

强家庭养老的能力。
3．人力支持政策

发展和支持家庭养老，必须在人力资源上给家

庭以足够的支持。除鼓励子女亲力亲为照顾老人

外，还需整合社会资源，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志愿团

体的作用，鼓励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对老年人的照顾，

弥补家庭养老人力资源的不足，为家庭照料成员提

供喘息时间。随着我国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专业

社会工作者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国家应创造条件支

持社会工作者走入家庭。一则社会工作者可以为家

庭成员讲授养老、护理知识，提供照护培训; 二则他

们可以调解老人与子女之间的误会和矛盾，使老人

更宽厚、仁慈、包容，子女更耐心、细心、尽心，使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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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子女之间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同时，还需完善志

愿者服务制度，在充分保障志愿者权益和安全的前

提下，鼓励其进入家庭，为有需要的老人提供照料服

务。养老是两代人甚至三代人之间的事情，我们还

应从鼓励生育、改善家庭结构方面，夯实家庭赡养的

人力基础。在政策支持中，儿童福利制度尚需完善，

通过健全托幼、儿童教育等公共服务降低育儿成本，

解除生育家庭的后顾之忧。此外，国外的一些做法

也非常值得借鉴。例如德国为应对新的人口问题，

提高人们的生育行为，出台了一系列与家庭相关的

友好政策，范围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

形成了内容庞杂的家庭支持体系。瑏瑧我们可以借鉴

德国的家庭友好政策，支持家庭的人力资源增长。
4．就业支持政策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促进家庭主要劳动力实现

就业，是增强家庭养老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需要国

家予以政策支持。老年人的经济来源除国家提供的

养老保险金和自己的微薄收入或积蓄外，主要仍靠

子女接济，否则很容易陷入贫困境地而老无所养。
我们可以从农村和城市两个层面进行支持政策的构

建: 在农村，借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鼓励

年轻人“离土不离乡”就近就业，创造条件让子女在

本地就业，或者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鼓励

等手段，让他们在当地自主创业。这是保证父母和

子女共居一处的前提，是增强家庭赡养能力的有效

途径。对于当地无企业者，可通过就业公共服务的

完善，为年轻人季节性外出务工提供帮助，增加其就

业机会和收入。在城市，在坚持“零就业”政策的同

时，政府出资对就业困难的家庭成员提供继续教育

和技术培训的机会，帮助其改变就业观念，增强就业

能力。也可参照残疾人就业的做法，通过税收优惠

等特殊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孝亲敬老的就业困难人

员，在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中，督

促相关企业为城镇就业困难群体留出工作岗位。
5．技术支持政策

进入信息化时代，科学技术大大改变了人们的

生活，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养老也不例外。
从智慧养老到“互联网+养老服务”，科学技术在养

老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

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探索“区块链+”在民生领域的

运用，积极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教育、就业、养老等领

域的应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智能、更加便捷、更

加优质的公共服务。瑏瑨科技改变生活，也改变养老方

式。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4 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 8．54 亿，分布在城市、乡村的

各个角落。因此，适应时代变化，对家庭进行养老方

面的技术支持，也是构建家庭政策体系中必须考虑

的问题。具体来讲，可以对家庭成员进行养老技能

培训，使其掌握一些基本的照料、护理、急救知识，以

更好地应对老年人的照护需求。可以向有高血压、
糖尿病、心脏病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家庭提供测量

设备，并进行相应的培训，以及时关注老年人的健康

状况，做出饮食和药物方面的合理调整。对于特殊

老人，可提供一些高科技的技术设备，如智能手环、
一键呼叫器等，将其与医护中心和子女的手机联网，

为居家养老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此外，还可通

过设备提供和技术培训，对具备条件的家庭推广使

用新 技 术，提 高 居 家 养 老 的 便 捷 性，实 现 高 质 量

养老。
6．法律支持政策

从法律层面为家庭养老提供保障是老有所养家

庭支持政策体系中必须具备的内容。对家庭养老的

政策支持，如果没有必要的法律规范和约束，是不持

久和不牢靠的。因此，构建家庭政策支持体系，需要

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体系，保障老年人养老权利的

实现。目前，我国《宪法》《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等已对老年人与其子女在赡养过程中的权利

义务关系以及法律责任做出了明确规定。但这些规

定过于原则，需要细化，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
如: 子女需定期回家看望老人，定期给予老人经济支

持，对有照料需求的老人必须予以护理，而不能不顾

老人意愿将老人送进养老院，等等。另外，中国农村

有着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观念，大多数人包括老

人都认为，赡养老人只是儿子应承担的责任，与女儿

无关。女儿看望老人或给老人钱物，只是女儿的个

人意愿和孝心，与法律义务无关。这种认识不利于

法律规定的女儿作为父母法定赡养人义务的履行，

也无形中增加了儿子的养老负担，造成赡养父母责

任失衡，不利于家庭养老的实施。因此，落实法律对

女儿在赡养父母责任方面的相关规定在农村显得尤

为必要。
7．其他支持政策

一些更为灵活多样的非正式制度支持也可以在

47

中州学刊 2020 年第 7 期



家庭支持政策体系中发挥作用，从而提高家庭的养

老能力。例如，建立褒扬机制，对尊重老人、善待老

人的家庭给予褒奖，将其事迹在社区、社会上进行宣

传。借鉴“五好家庭”“最美家庭”的做法，对孝顺老

人的职工，在工作考核、晋升中予以优先考虑。单位

也可根据自身情况，给员工建立养老亲职假，对有老

人需要照料的员工，允许其有一定灵活的上下班时

间，每月可享受一定的带薪或半带薪的亲职假，并提

供灵活的休假选择。此外，完善老人同子女随迁的

配套措施，鼓励老人和子女同居一处。对在异地工

作并愿意接老人一同居住的子女，要打破其在低保、
购房、教育、医疗方面的户籍门槛，让其能享受当地

的社会保障待遇，减轻其生活压力，增强家庭赡养老

人的能力。对愿意返乡创业和照顾老人的打工者，

政府应畅通社会保险转移接续渠道，并由返回地政

府积极为其创造再就业机会。以上种种，都应在一

个完整的养老保障家庭支持政策体系中有所体现。
实现老有所养是广大老人对晚年生活的美好向

往，是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社会化养老是

我国养老政策关注的重点，也是大势所趋。但是，在

我国目前的情势下，完全将工作重心放在社会化养

老上，将全部希望寄于通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来增

强老年人的经济支付能力，实现老有所养，并不是明

智的选择。老龄化的日趋严重、财政和养老基金的

支付压力，使得社会化养老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

需求，实际上多数老年人仍需依靠家庭的帮助度过

晚年生活。而我国家庭养老的优良传统以及人们对

家庭养老的高认可度，均使得家庭养老具有其他养

老方式所无法替代的优势。因此，在养老保障公共

政策的制定中，应创新思路，优化举措，在坚持社会

化养老的同时，构建一个完整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

体系，通过对家庭经济、教育、人力、就业、技术等方

面的政策支持，通过投资于家庭，强化家庭的养老功

能，增强家庭的发展能力，最终实现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老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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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Support Policy System of Providing for the Elderly
Bai Weijun Li Hui

Abstract: Providing for the elderly is a beautiful vision for the elderly to enjoy their old age，a major event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and a solemn commit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to the people． At present，the socialized
pension led by govern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ping with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and achieving the goal of providing for the
elderly． However，the socialized pension system is still faced with the problems of low treatment level and limited service capacity，and
the pension level and service accessibility can not fully realize the policy expectations． As a natural pension unit，the family has unique
advantages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the elderly． When vigorously developing socialized pension，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family for the aged，encourage，maintain and strengthen the family pension responsibility through family support policies，create a sup-
portive family pension policy environment，and construct a supportive family pension policy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education，econ-
omy，human resources，employment and technology，so a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family pension and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socialized pension．

Key words: aging; providing for the elderly; family support policy

57

“老有所养”家庭支持政策体系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