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养老的制度激励

说起传统的养老模式，许多
人立即会猜到我要说的是家庭
养老。 没错，中国传统的养老模
式一直都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体。
但家庭养老并不是说国家规定
了公民赡养老人的义务就行了，
撒手不管了。国家还需要建立制
度性的激励，历代政府为支持家
庭养老，都实行“侍丁”与“权留
养亲”两项制度。

“侍丁”制度最早可以追溯
到《礼记》的记载，“八十者一子
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是
指政府对有老人需要赡养的家
庭，减免其税收与徭役。西汉时，
平民家有九十岁老人，可免除一
人的徭役； 有八十岁的老人，减
免两口人的人头税。 唐朝时，男
子七十五以上、 妇人七十以上，
可免除其家庭成员的徭役一名。
宋朝时， 有八十岁老人的家庭，
可免纳家庭成员的“身丁钱”，并
免除其中一名男丁的服役义务。
明清也一样，如《清律例》规定，
“军、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
养，免其杂泛差役”。

“侍丁”制度对今天有没有
启示意义呢？ 众所周知，现在已
基本上不存在徭役，不过徭役无
非是一种人力税，现代国家对有
赡养老人负担的纳税人减免个
人所得税，庶几就有点“侍丁”制
度的遗意。

“权留养亲”则是中华法系
中一项比较特别的缓刑制度：犯
罪之人（重罪除外），如果父母年
迈、无人照料，政府可不立即执
行判决，允许犯罪人回家赡养父
母， 候赡养结束后再执行判决。

这一制度正式形成于北魏孝文
帝时期，之后唐宋明清，历代相
沿，如《宋刑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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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存留养亲”是一项迄
今已消失多时的古老法律制度，
但我相信对于今人并非没有可
借鉴之处。 按中国现行缓刑制
度， 法庭在决定缓刑的适用时，
一般只是考虑犯人的犯罪情节
和悔罪表现， 因此有学者提出，
“可以将犯罪人家庭情况作为缓
刑适用条件的考虑因素。由犯罪
人所赡养、抚养和扶养的直系亲
人，若确实有待照顾且非犯罪人
再无可托付的情况，应被纳入缓
刑适用的考虑因素。 ”

以今日情势，当然不可能、
也不必要恢复“侍丁”与“权留
养亲”制度，但传统的做法可以
借鉴。 如果真要提倡家庭养老，
那么光宣传孝道是远远不够
的， 也应当考虑如何在税收与
司法上给予妥当的照顾， 以激
励家庭养老。

以社会养老
补救家庭养老之不足

家庭养老模式当然也有着
内在的缺陷———那就是，家庭贫
寒的老人及孤寡老人由谁来养，
将成一大问题。 不过，传统社会
对此也并非毫无办法，主流的家
庭养老之外，其实还存在一个辅
助性的宗族养老系统。

宗族救济古已有之， 到了
宋朝，宗族福利开始制度化，那

就是范仲淹创设的范氏义庄。
义庄就如一个公益基金， 定期
向族人或族中贫困、 孤寒人口
发放钱米： 每一位五岁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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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钱的丧葬费。 范氏义
庄创立后， 宋朝及后世的士绅
纷纷效仿，成立义庄赡养族人。
有了义庄救济的机制， 族内的
贫寒与孤寡老人便得以“生有
所养，死有所葬”，不致沦落到
老无所依的凄凉境地。

到明清时候，一些宗族已在
族规中明确规定了赡养老人的
职责，如道光年间，苏州潘氏的
《松鳞庄赡族规条》：“凡贫老无
依者，无论男女，自五十一岁为
始，每月给米一斗五升，六十以
上给二斗， 七十以上给二斗四
升，八十以上给二斗八升，九十
以上给三斗。 ”光绪年间，苏州陆
氏宗族的《赡族规条》：“凡贫老
无依不能自养者， 无论男女，五
十一岁为始， 每月给米一斗二
升， 六十以上每月给米一斗五
升， 七十以上每月给米二斗，八
十以上每月给米二斗四升，九十
以上每月给米二斗八升，百岁建
坊， 贺仪七十串制钱一百两，以
申敬老之意。 ”

不过，宗族共同体的救济毕
竟是基于血缘，族外人无法获得
义庄的福利。那么古代有没有超
越血缘关系的养老机制呢？ 有
的。 南宋《夷坚志》中有一则“刘
厢使妻”的故事，透露了一个信
息：至迟在南宋时期已出现了民
间慈善人士创办的公益性孤老
院：“金国兴中， 府有刘厢使者，
汉儿也。 与妻年俱四十余，男女

二人，奴婢数辈。 一日尽散其奴
婢从良，竭家赀建孤老院。 缘事
未就。 ”尽管这个孤老院因故未
能建立起来，但当时的社会应当
有类似的孤老院存在，否则刘厢
使不可能平白无故想到筹办孤
老院。

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更为
发达，其中公益性养老机构通常
叫做“普济堂”，类似于今天的福
利院，以收养“老疾无依之人”为
主。 如清代康熙四十五年，“京城
广宁门外， 士民公建普济堂。
……凡老疾无依之人，每栖息于
此。司其事者，殊为可嘉”。后来雍
正又下旨要求地方政府对普济
堂“时加奖励以鼓舞之”，因此，普
济堂的建设在清代颇为兴盛。

福利性质的国家养老

在家庭养老、宗族养老与公
益养老覆盖不到的地方，还有福
利性质的国家养老。至迟在南北
朝时期，传统社会已经出现了养
老福利。当时刚传入中国未久的
佛教带来了“布施”的观念，信奉
佛教的梁武帝在建康建立“孤独
园”，收养孤儿和贫困孤寡老人。
其后唐王朝则在京师设立“悲田
院”收容乞丐、孤老。

宋朝时候，跟“孤独园”、“悲
田院”功能类似的福利养老机构
已经遍布天下， 为全国贫困、孤
寡老人提供“老有成养”的保障
成为常设的国家制度。根据北宋
末的一项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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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收养机构， 既收养老人，也
收留乞丐、孤儿。到了南宋时，一
些地方政府又修建了“安老坊”、

“安怀坊”、“安济院”， 则是专门
收养孤寡与贫困老人的福利机
构。 后来的明朝与清朝，基本上
都保留了宋代的居养院建制。

可以说，传统社会的养老系
统是多层次的（不要以为只有家
庭养老一种模式）， 第一个层次
是主流的家庭养老；第二个层次
是辅助性的宗族养老；第三个层
次是民间的慈善养老；第四个层
次是国家的福利养老。 今日中
国面对的养老问题， 比历史上
任何时代都要严峻， 更加迫切
需要建立一个以家庭养老为
主、同时涵盖自助养老、社区养
老、商业养老院、民间公益养老
院、 国家福利养老院在内的立
体型养老体系。 （据“我们都爱宋
朝”微信公众号）

“
■ 吴钩

中国古代是怎么养老的？
别以为责任都推给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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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出生的孩
子越来越少，待赡养

的老人越来越多，更多的学校
被闲置、关闭，改建成养老院。
老龄化社会已经比意料中更
快的速度来临。 学者的研究发
现，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
用了近百年的时间，而中国只
用 20 年便迎来老龄化， 并且
社会老龄化的速度还在加快。

一个提前到来的老龄化
社会 ，对国家 、社会与个人都
将带来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
单说养老一项，便足以让人头
大。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
肯定有很多老人要搬入养老
院 ，“夕阳 ”产业 （针对老年人
的医疗业 、养老院 、墓地销售
等 ）必成方兴未艾的 “朝阳产
业”。 长远地看，社会化养老应
该也是大势所趋 ，然而 ，请相
信，这个社会化养老的前景距
离目前还很遥远，且不说中国
现有的养老院规模跟庞大的
老年人口相比无异于杯水车
薪 ， 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来
说，老人家也更容易接受传统
的家庭养老模式而不是社会
化养老模式。

现在，我们需要克服一种
成见：社会化养老一定比家庭
养老更优越、更先进吗？ 发达
国家的养老制度当然值得借
鉴，但传统的养老经验也许对
我们更有启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