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阳节刚刚远去，按照我国
传统，重阳乃登高望远、把酒赏
菊的好时节。 由于九月初九的谐
音为“久久”，有长久之意，所以，
民间也历来有在此日进行祭祖
和敬老活动的习俗。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一些地方将农历
九月初九定为“老人节”，以此倡
导社会树立尊老助老的风气；
1989 年，我国政府将该日确定为

“中国老人节”、“敬老节”；2012
年 12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一步以
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该日为“老
年节”。

而翻开史书，由国家或官方
制定和推行的养老制度也几乎
贯通古今。 古代政府对养老的关
注与投入，有一种近乎天然的职
责与自觉，它无疑与我国的孝文
化紧密相关。

官办机构延续 1500 年

我国最早的官办养老救济
机构出现在南北朝时期。 南朝梁
武帝萧衍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他受佛教救济思想的影响很大，
在公元 521 年，下旨在首都南京
设立名为“孤独园”的慈善机构，
专门救济民间无依无靠的老人
和孤儿。

《梁书·武帝本纪》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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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于京师置
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 若
终年命，厚加料理。 ”也就是说，
梁武帝创设的“孤独园”，为郡县
出资，收养无家可归的孤儿和无
人赡养的老人，并负责为收养的
老年人料理后事。

这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官方
设立的救济赡养机构，并成为后
世仿效的榜样。 当时，连梁武帝
的政敌、北朝的东魏权臣高欢也
不由称道：“江东有萧衍老翁，专
讲究文章礼乐，中原士大夫南望
羡慕，认为正统所在。 ”

至唐朝，类似的官办养老机

构已得到长足的推广。 武则天时
代，唐朝开设了主收贫、病、孤、
疾者的“悲田养病院”；唐肃宗在
长安和洛阳分别建了“普救病
坊”，用于照顾无人赡养的老人。

宋朝则使“养老院”成为流
行的养老方式。 北宋初年即开设
了名为“福田院”的养老机构，后
又设“居养院”，南宋则称“养济
院”， 这些机构都将不能养活自
己的孤寡老人登记在案，由国家
赡养，虽然机构名称各异，但都
属慈善性质。 值得一提的是，在
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
50 岁，使得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
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
的黄金时期。

明朝嘉靖年间，京城除了加
大养济院的数量与规模，还定期
轮派官员进行督查，查看贫者和
老者有无饭吃以及有无制度上
的弊端。 嘉靖十一年（1532 年），
在北京地区，仅政府免费提供给
老无所养等各类穷人的衣服，就
花费 275 两银子（相当今日近 15
万元人民币）。 国家花钱直接给
老人购买生活必需品，在社会上
形成一种极为良好的养老风气。

清代延续明代制度，继续开
办“养济院”和“施棺局”，即便到
了清末国家较为衰弱之际，对养
老的支出也毫不吝啬。 如光绪年
间的某一年，仅广东一省的养济
院，就花费白银近 1.7 万两。

家庭养老有法可依

当然，我国养老还是以家庭
为主力军， 在古代更是如此，但
无论在各个朝代，政府都制定了
相应的政策法规，让家庭养老得
以更顺畅地实现。

从周代开始，养老制度就已
初具规模。《礼记·王制》中对王
公贵族的饮食都按年龄做了详
细的规定。 而对于民间的老人赡
养问题，周代也对有老人的家庭
实行减免徭役的政策，有“八十
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
从政”一说，即如果家中有 80 岁

以上的老人，则
儿孙中可以有
一人不服徭役，
如果有 90 岁老
人，则全家都可
以不服徭役。

战国时，齐
国也 规 定 ， 对
70 岁以上的老
人，免除其一子
的徭役和赋税；
对 80 岁以上的
老人，免除其二
子的赋税徭役；
对 90 岁以上的
老人，免除其全
家的赋税徭役。

汉朝“以孝
治天下”， 对养

老问题更加重视，特别是对“家
庭养老” 有着极严的规定和要
求。 孤寡老人到市场上做买卖，
规定免缴纳租税，并允许孤寡老
人贩卖作为国家专卖品的酒。 为
确保养老制度的落实，汉律还规
定，不赡养老人者，要被处弃市
之刑，即在闹市执行死刑并将犯
人暴尸街头。 对父母、祖父母等
长辈不敬也是重罪，子女杀父母
或祖父母，即使没有成功，也要
被判处弃市之刑，殴伤长辈者同
样要受弃市之刑。

汉朝还向老人授予名为“鸠
杖”的实物，是帝王赐予老人使
用的拐棍，相当于今日的“老年
证”。 从汉宣帝刘询开始，国家规
定，凡是 80 岁以上的老人，皆由
朝廷授予王杖。 与此相配套的
《王杖诏令册》全文近 600 字，规
定了 70 岁以上老人应该享受的
生活和政治待遇，有学者称其为
中国最早的“老年人保护法”。

唐律则规定： 父母在世时，
子孙不能出远门、 不能分家、不
能存私房钱， 否则要被治罪，较
好地解决了“空巢”现象。 唐代也
继承了汉代给老人“赐杖”、“免
税”等诸多做法，并提出了“补给
侍丁”制度，即为 80 岁以上的老
人安排侍丁进行照料，并规定这
些侍丁不用服徭役。 唐代甚至还
有“精神养老”一说，就是奉养父
母时要和颜悦色，不能让老人不
开心，有违反者甚至可以成为休
妻的理由。

宋、明、清三代都规定免除
老人子孙的赋税。 为保证老人有
子孙养老送终，北魏首创的存留
养亲制度一直沿用至清代。“存
留养亲”是指犯人的直系亲属年
老，但家中没有其他人可以赡养
老人时，对于非重罪犯人，允许
他们通过一定的程序得到从宽
处罚，流刑可免发遣，徒刑可以

缓期执行，让他们留下来照料老
人，等老人去世后再继续服刑。

宋朝：古代养老集大成者

遍览各朝养老福利制度，最
为完善者当宋朝莫属。

在“家庭养老”方面，宋代对
“侍丁”和“存留养亲”两项制度
有着明细的规定。 北宋天禧元年
（1017 年），真宗诏：“父老年八十
者赐茶帛，除其课役。 ”天圣二年
（1024 年），仁宗诏：“（西京）城内
民八十以上，免其家徭役，赐茶
人三斤， 帛一匹。 ” 明道二年
（1033 年），仁宗诏：“其父母年八
十者，与免一丁，著为式。 ”这些
宋朝法令表明，宋代平民如果家
有 80 岁以上的父母， 可免除家
庭成员的“身丁钱”，并免除其中
一位男丁的服役义务，以便老人
身边有子孙服侍、 奉养。《宋刑
统》则规定，除了谋反、内乱等死
罪之外， 罪人若家有祖父母、父
母年八十岁以上，且“户内无周
亲年二十一以上、 五十九以下
者”，可以“申刑部具状上请听敕
处分，若敕许充侍”。

在“官办养老”方面，宋代提
供的国家养老福利最为丰富。 北
宋立法：“居养鳏寡孤独之人，其
老者并年满五十岁以上，许行收
养，诸路依此。 ”凡 50 岁以上的
鳏寡孤独老人，可以进入国家在
京师及诸路开设的福利院养老。
国家给他们的养济标准一般为
每人每日一升米、10 文钱；对 80
岁以上的居养老人，政府还有额
外补助， 另给大米及柴钱；90 岁
以上老人每日有酱菜钱 20 文，
夏天给布衣，冬季给棉衣。 后来
因为要收养的老人太多，又将进
入福利院的年龄线提高到 60 岁
以上。

宋政府设立的福利院，包括

京城的福田院、遍设于各州县的
居养院、养济院，都是综合性的
福利院，收养的对象包括“鳏寡
孤独贫乏不得自存者”、“非鳏寡
孤独而癃老废疾、委实贫乏不能
自存者”。 南宋时期，一些地方政
府又修建了“安老坊”、“安怀
坊”、“安济院”，是专门收养孤寡
与贫困老人的福利机构。 制度化
的福利性公墓体系也始于宋代，
最初在京师汴梁设立“漏泽园”，
后又在“京畿近郊佛寺买地，以
瘗死之无主者。 瘗尸，一棺给钱
六百，幼者半之”。 为尽力照顾逝
者家庭，漏泽园中的下葬品和祭
品都由政府置办。

而宋代的“宗族养老”也开
始走向制度化。 范仲淹设立的范
氏义庄可谓宗族养老的典范之
作，它如同一个公益基金，定期
向族中贫困人口发放钱米。 苏州
的范氏宗族，每一位 5 岁以上的
族人都可以从范氏义庄领米，每
口每日一升。 族中若有老人去
世， 也可以从义庄申领到 15 贯
至 25 贯的丧葬费。 范氏义庄创
立后，宋朝士绅纷纷效仿，成立
义庄赡养族人。

宋代还甚至出现了“社会
化养老”机制。 南宋《新安志》
载：“愚民嗜储积，至不欲多男，
恐子益多，而赀分始少。 苏公谪
为令， 与民相从为社， 民甚乐
之。 ”这里讲的是，新安当地居
民不愿多生育儿子， 怕儿子多
了会分掉他们的财产， 而一位
苏姓知县顺应“民嗜储积”的习
惯， 鼓励人们成立一个养老基
金会，平日将余钱存入，年老时
再取出。 这可谓我国养老储蓄
与保险的先例。

可以说，宋朝建立起了以家
庭养老为主， 宗族养老为辅，国
家养老和社会化养老为补的多
层次养老系统。

16
２０16．11.1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段理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阎如玉律师、马健律师 印刷：北京佳诚信缘彩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团河路 6 号天顺鸿彩印院内
发行热线：０１０－65927745 广告热线：０１０－65066945 65953695/6/7 转 1818 广告经营许可证编号：京朝工商广字第 0203 号 投稿信箱：editor@gongyishibao.com

古代政府如何介入养老？ ■ 杨子

� � 梁武帝萧衍设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官办
性质的养老机构

纵观古今，无论是国家制度，还是子女的赡养和孝敬，孝道文化和敬老的精神内核都始终没有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