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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社会养老思想与实践

古代“社会养老”思想

一、先秦时期“尊老敬老”传
统和“社会养老”思想。

我国有着悠久的尊老敬老
历史， 可以上溯到夏商周时期。
《礼记·祭义》记载“夏后氏贵爵
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人
贵亲而尚齿”，“尚齿’，就是敬重
老年之意，夏商周都有尊老敬老
的传统。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
侯王坚持尊老敬老、扶老助老的
传统。 齐桓公采纳管仲“老老”

“振孤寡”的政策，赐 70 岁以上
的老人酒肉，没有子女照顾不能
自存的孤寡老人则由国家照顾，
“视独老穷而无子者， 靡得相鬻
而养之，勿使赴于沟浍之中”。 晋
悼公提出“逮孤寡”“养老幼，恤
孤疾”的施政思想，越王勾践实
行“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问
其病”的政策，齐景公推行“振孤
寡而敬老人”的施政思想。 这些
都体现了尊老敬老的思想，由国
家照顾孤寡老人，给予老人酒肉
衣帛等养老物资，体现了“社会
养老”的思想。

许多思想家更是把尊老敬
老、扶老助老的思想进一步升华，
儒家、墨家都阐述了尊老敬老、扶
老助老的思想。 儒家思想是以仁
孝为中心的伦理思想， 主张孝顺
父母长辈并把孝推己及人。 孔子
提出仁爱众人，把“大同”社会作
为社会理想，孔子在《礼运·大同
篇》描述“大同”社会，鳏寡孤独等
人均由国家养赡，“故人不独亲其
亲， 不独子其子……鳏寡孤独废
疾者，皆有所养”。 孟子认为君主
要以民为本，广施“仁政”，对鳏寡
孤独老弱病残存恻隐之心，是“仁
政”首要的内容，“文王发政施仁，
必先斯四者（鳏寡孤独）”， 提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的思想。墨家主张兼爱
众人， 主张国家照顾没有亲人的
老人和孤儿， 也体现了社会养老
的思想，“老而无妻子者， 有所侍
养以终其寿。”。儒家、墨家等思想
家致力于把尊老敬老、 扶老助老
的个体道德上升为社会规范和国
家制度， 体现了中国古代悲天悯
人的情怀，也包含了“社会养老”
的思想。

二 、汉代以来 “仁政 ”和 “社
会养老”思想。

汉朝统治者吸取秦灭国的
经验教训，怀柔天下以图长治久

安，自汉高祖开始就主张以孝治
天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以后，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
仁孝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儒家提
倡的“仁政”思想上升为国家伦
理。 汉朝广施“仁政”，形成了尊
老敬老、 扶老助老的社会制度，
政治上尊崇高龄老人，经济上对
高龄老人给予粮食、布帛、酒肉
等物资，照顾鳏寡孤独等人成为
常态。 汉代的“仁政”思想由国
家、 社会给予老人养老物资，包
含了社会养老的思想。 汉代尊老
敬老、扶老助老的“仁政”思想影
响很大，很多后续王朝都是在汉
代“仁政”思想基础上，构建尊老
敬老、扶老助老的社会制度和文
化氛围。

三、佛教和道教的广泛传播
与“社会养老”思想。

东汉末年，佛教传入，道教
产生并传播。 佛教和道教在中国
广泛传播，并与儒家思想逐步实
现了融合，佛教和道教思想与儒
家思想一起影响了官绅和普通
百姓，推动了对老人、孤儿等弱
势群体的救助，也在一定程度上
参与“社会养老”。

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
教，以道家思想为基础，道教思想
主张周穷救急和善恶报应的思
想，主张恤老怜贫，救济老弱病残
等人，受道教思想影响，给予贫病
无依的老人必要的生活物资，促
进了中国古代社会养老。

佛教思想在东汉末年传入中
国，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发展，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 佛教的“业报轮
回”和“慈悲”思想影响很大，直接
影响了人们对孤老贫病之人的救
助。“业报轮回”思想主要宣扬“善
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福祸观，救
助贫病老年人，施医施药，救助受
苦的百姓是可以收获福报的。“慈
悲”观念主要提倡普度众生，解救
众生之苦。 佛教宣扬的理念和佛
教徒对老年人的救助影响到国家
的社会养老政策。

古代社会养老实践

一、鼓励尊老助老的社会制
度。 中国古代对老人非常尊崇，
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尊老助老的
社会制度，包括给予老人尊崇的
社会地位、给予粮食布帛酒肉等
生活物资、保障高龄老人有专人
照顾等，这些社会制度方便老人
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生

活照料和精神抚慰。
1.给予老人尊崇社会地位的

养老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聘请老
人担任教师，赐“几仗”“冠带”名
号，“三老五更”制度等，使老人
享有尊崇的社会地位。 先秦时
期，我国聘请德高望重的老人在
各级学校担任教师，以自己丰富
的经验教化百姓，《礼记·王制》
中记载夏商周时期养国老和庶
老于庠、序、学、胶、虞庠等学校。
聘请德高望重的老年人担任教
师在清朝时仍然保留，雍正皇帝
命地方官员和德高望重的老人
宣讲《圣谕广训》，营造尊老助老
的文化氛围。

“三老五更”制度也同样表达
了对经验丰富的老人的尊敬，“三
老五更” 都是指有丰富阅历和经
验的老者。 周代“三老”“五更”各
一人，后来各诸侯选定自己的“三
老五更”。 汉代时“三老”在乡、县、
国均设立，“举民年五十以上，有
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
乡一人。 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
老。 ”唐代《通典·嘉礼》卷六十七
《养老》条记载“仲秋吉辰，皇帝亲
养三老五更于太学。 ”“三老五更”
制度是古代尊崇老人的一个典型
表现，延续时间非常长，宋代时还
保留“三老五更”制度。

赐高龄老人“几仗 ”、“冠
带”、名号等以示尊崇。 自先秦以
至明清，赐高龄几仗、冠带、名号
的记录很多，朝廷在赐高龄老人
几仗、冠带、名号的同时，往往有
物资的赏赐，对老年人既是精神
的抚慰，也保障了老人的部分养
老物资。

2. 保障老人有必要的养老资
源的养老制度， 包括赐高龄老人
生活物资和致仕制度等。 赐高龄
老人生活物资是中国古代统治者
非常重视的养老制度， 历经各朝
并成为各朝代坚持的“仁政”，高
龄老人酒肉布帛钱粮的养老实践
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老年人的生
活。 各朝代赐高龄老人生活物资
的记载汗牛充栋，不胜枚举，汉代
从文帝十三年到汉平帝元始年
间，赐孤寡布帛粟米者三十余次。
其他各朝代赐老人养老物资的记
载也非常多，南北朝到宋元明清，
由国家给予高龄老人一定的养老

物资的社会制度一直延续， 保障
了高龄老人养老物资。

致仕制度即退休制度，是官
员因为老、病、孝养等原因交还
官职，退休养老的行为。 官员在
致仕以后，生活没有保障，国家
给予致仕官员俸禄或者赏赐田
地银钱等物，以助其养老。 致仕
制度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开始
形成，自王莽初步确立致仕制度
之后，围绕着致仕的年龄、待遇
等问题，开始出现制度规定。 官
员致仕后，还可以得到致仕前官
职的全俸、半俸，保障了官员的
养老生活。 同时，各朝代对致仕
官员还赐车马、银钱、土地、仆人
等，官员致仕制度是国家对老年
官员的特殊照顾，保障了官员退
休后的养老物资。

3.保障老人有专人照顾的制
度，如给侍制度、免除徭役制度
等。 给侍制度就是指安排专门人
员照顾高龄老人，免除高龄老人
赋税的同时，免除侍丁的赋税和
徭役， 以使高龄老人得到照顾。
侍丁由“家侍”和“外侍”两种，家
侍是指由其子充当侍丁，外侍是
指由无血缘关系的外人充当侍
丁，选取侍丁的原则是：“皆先尽
子孙，次取亲邻。 ”尤其是“外侍”
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更是孟
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理想的
实践。

免除高龄老人子女劳役，以
使老人有专人照顾，也是古代中
国社会养老思想的表现。 先秦时
管仲就践行了对高龄老人子女
免除徭役的制度，齐桓公时七十
以上的老人可有一子免除徭役，

“年七十以上，一子无征”。 对高
龄老人的儿子免除徭役的制度
是中国古代社会延续较长的制
度，自先秦至明清，都有免除高
龄老人子女徭役的制度，该制度
保障了老人有儿子照顾。

二、 国家设立专门的养老机
构， 对于没有家人照顾的老年人
提供住所，给予衣食、医药等生活
照料。 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家出资
养老机构， 南朝梁武帝萧衍建立
了中国第一个由国家出资的养老
机构———孤独园， 由国家给予衣
食和住所，“凡民有单老孤稚，不
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

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 ”齐武
帝设立“六疾馆”，免费救助“鳏寡
孤独残废”等人。唐代由寺庙筹建

“悲田养病坊”， 救助鳏寡孤独等
人，武则天主政期间，开始由国家
出资并由专人管理， 成为专门收
容贫苦老人的养老机构， 唐武宗
后改为“养病坊”，并成为国家制
度保障鳏寡老人可以在官办养老
机构养老。 宋代设立“福田院”“居
养院”“安济坊”“养济院”等机构，
救济无依无靠流落街头的老人和
幼童， 给需要救助的老弱孤贫衣
食住所和医疗救助， 而且各州县
都建立专门救济老人的养老机
构。宋代以后，元明清都把宋朝集
养老和医疗救助于一体的养老机
构作为制度， 在各州县均设立官
办养老机构“养济院”，收容“不能
自存” 的鳏寡孤独废疾等需要救
济的人， 养济院每月给予老人钱
粮物资，并免费进行医疗救助，在
制度上日益完善， 受益老年人越
来越多， 元明清时期都规定符合
收容条件的老人，要应收尽收。

三、其他社会养老实践。
1.宗族互助性养老是影响很

广泛的社会养老实践。 宗族是中
国古代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因
为血缘关系，宗族内部存在多种
形式的互助， 包括贫困救济、抚
恤幼孤、丧葬救助等，对于宗族
内的无依无靠的老人给予物质
照顾和必要的生活照料，宗族性
的社会互助养老在中国古代非
常普遍。 由宗族成员捐赠的财产
物资建立的慈善组织———义庄，
对于宗族内需要救济的老幼孤
寡等贫困人进行救助，很多义庄
已经形成完备的制度，对宗族内
贫老无依的人进行钱粮救助。

2.行会互助养老。 工商行会
组织互助养老是出现较晚的互
助养老形式，清代出现了工商行
会的互助组织，个别行会要求加
入的会员缴纳一定的会费，对同
业年老失业的老人给予钱粮照
料，已经出现了行会互助性质的
养老方式。

3.慈善救助性养老。 受儒家、
道教和佛教思想的影响， 中国民
间很多个人和宗教组织积极救助
孤寡老人， 给予孤寡老人必要的
生活物资， 救助包括贫病无依的
老人在内的需要救助的老病饥寒
以及需要丧葬救助的人， 个人捐
款捐物救助老年人，以及寺庙、道
观等救助需要救助的老人， 对于
中国古代老人的养老起了一定的
积极作用， 由个人捐款捐物的善
会和善堂， 佛教寺庙和道教道观
对老人的社会救助， 帮助老人养
老，也是社会养老的实践。

总之，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
社会养老历史，在社会养老的思
想和实践方面都有值得借鉴的
经验，这些经验对于老龄化的中
国缓解养老矛盾和完善养老保
障体系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据《合作经济与科技》）

� �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养老问题是我国社
会和家庭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社会养老在养老体系

构建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借鉴古今中外有益的社会养老经验对
于社会养老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由家庭来提供养老资
源的就是‘家庭养老’，而由社会来提供养老资源的就是‘社会
养老’。 中国古代已经由社会提供钱粮、衣帛、医药、住所等部分
或者全部养老资源，已经有了社会养老的思想和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