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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点看　点

国正在快速成为中度老龄化社

会，并可能在本世纪中叶进入

极度老龄化社会。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截至2019年底，中国60周

岁及以上人口为25388万，占总人口

的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

17603万，占总人口的12.6%。据预

测，中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

将在2022年左右超过20%，65周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4%，进入中

度老龄化社会；到本世纪中叶，这两

个比例将分别接近40%和30%，进入

极度老龄化社会。快速的人口老龄化

将导致中国养老服务需求激增。如何

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模式，走一

条有中国特色的应对人口老龄化之

路，是未来发展的关键。

养老模式的选择必须立足基本国

情。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传统文

化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社

会转型期的时代特征，都将给养老模

式选择烙上深深的印迹。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是养老模

式选择的现实依据。首先，中国人口

老龄化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起步，

经济发展水平长期滞后于老龄化水

平，表现出明显的未富先老特征。整

个社会还未积累起足够的财富，解决

养老问题必须基于这一现实，脚踏实

地。其次，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也是

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快速的人

口老龄化留给社会的反应时间有限，

必须抓住时机进行制度建设和财富积

累。再次，中国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老年人口。在“十四五”时期 60 周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望达到 3 亿，到

本世纪中叶甚至将达到 5 亿左右。养

老中的任何问题可能都涉及亿万人的

福利，必须审慎应对。最后，区域和

城乡差异巨大，导致养老问题更加复

杂多变，必须处理好不同地区和城乡

之间的统筹与平衡。

中国传统的孝老、敬老文化是养

老模式选择的历史根基。中国人讲究

孝道，敬老文化源远流长。一般认为，

孝文化自先秦已经形成。孔子强调子

女对父母的赡养建立在尊敬的基础

上，要“以色事亲”，和颜悦色地侍奉

父母,从而使父母精神愉悦。以孝老、

敬老文化为基础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家

庭养老模式，家庭成为老年人物质和

精神供养的当然来源和养老的当然居

所。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仍然有来自国

家的支持，有研究认为实际上是一种

国家支持下的家庭养老。深厚的孝老、

敬老文化和悠久的家庭养老传统将为

构建新的养老模式提供丰富的养分，

这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构建

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

境”的原因所在。

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长期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养老模式选择的

制度背景。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意。中

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养老模式选择

也必须坚守公平正义，政府要履行保

障基本养老服务的责任，确保“人人

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由于中国

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在城

镇和一些农村地区还实施了严格的独

生子女政策，传统家庭养老力量（特

别是照料资源）大为削弱，使政府有

更大、更重的组织好社会养老服务的

责任。

中国当前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

代社会转型的社会转型期，这是养老

模式选择的时代特征。在社会转型期，

正是养老社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是

养老模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阶段，

也是各项养老制度建设的关键时期，

必须加快各项制度建设，形成完备的

养老政策体系和良好的养老社会环境。

中

积极探索适合
中国国情的养老模式

从养老的国际经验来看，一般比

较强调以下几点：

一是政府责任。2002 年在西班牙

马德里召开的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

会强调，政府担负着主要责任，应促

进、提供和确保（老年人）获得基本

社会服务，同时铭记老年人的具体需

求。尽管不同国家养老模式存在差异，

但各国政府都有保障老年收入、养老

服务供给和服务质量的责任，以确保

老年人可以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福利

性的或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

二是家庭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家

庭支持的重要性。即便在现代社会，

家庭仍然是养老的重要力量，特别是

在精神慰藉方面几乎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如新加坡、日本等国家通过实施

多种措施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就近

居住，实现“依亲而居”，发挥家庭在

养老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居家养老

的重要性。通过对家庭和社区养老环

境的改造，使老年人留在原有住所和

熟悉环境中养老，维持社会关系和支

持网络，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

三是全社会共同参与。马德里老

龄大会强调，我们必须与地方当局、

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私营部

门、志愿者和志愿组织、老年人自己、

老年人协会及家庭和社区共同努力。

除了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之外，家庭、

志愿人员、社区、老年人组织和其他

社区组织可在向老年人提供支援和非

正规照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发

展，中国也一直在加强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致力于实现老年人“人人享有

基本养老服务”的目标。但从目前来

看，仍然存在格局未成、导向不明、

体系不全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

打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模式，应从

以下几点着手：

一是努力构建以老年人为中心的

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必须发挥政府

的主导作用，调动社会各主体的积极

性，共同承担养老责任，逐渐形成以

老年人为中心的由家庭、社区、养老

机构、其他社会成员和组织等组成的

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最终，老年人

处于一个由多个同心圆组成的体系之

中：最中心是老年人，外围第一层是

老年人的家庭成员，第二层是社区，

第三层是企业、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

包括养老机构。老年人可以向任何一

层寻求养老服务，但最终向哪一层寻

求服务，将取决于老年人的需求和选

择。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是要让

老年人有实现各种选择的可能性。这

一层层的同心圆就是养老服务的一道

道防线。当前，首先要通过政策引导

鼓励家庭成员承担养老服务责任，继

承中国传统家庭养老的长处，构筑养

老服务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必须大

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和嵌入式的小型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为老年人就地养

老创造条件，构筑养老服务的第二道

防线。最后，大力发展护理型养老机

构，为老年人进入失能期进行兜底保

障，构筑养老服务的最后防线。

二是树立以促进老年社会参与为

核心的积极养老导向。应通过为老年

人创造就业、参加志愿服务和社会交

往等活动的机会，使老年人参与到社

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生活中

去，成为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社

会发展的推动者，而不是被动地养老。

为此，必须消除不利于老年人社会参

与的制度障碍，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

一方面，应改革当前僵化的强制性退

休年龄规定，尊重老年人的劳动权利

和选择权，改为弹性退休年龄，让老

年人可根据自身的身体条件和意愿选

择退休年龄，同时根据不同退休年龄

确定相应的养老金支付标准，引导老

年人尽可能延长工作年限。另一方面，

应通过时间银行等措施鼓励老年人开

展亲友互助、邻里互助、志愿服务，

吸引更多的老年人参与养老服务，实

现老年人之间的互助养老。

三是建设以养老保险制度为支柱

的收入保障机制。收入保障是老年人

维持生活水平和获取服务的关键。老

年收入来源主要有养老保险、个人储

蓄、家庭支持和社会救助等，其中养

老保险制度应该逐渐成为老年收入保

障的支柱。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养老

保险制度，应通过引入公民养老金为

老年人提供基本收入保障。建议将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部分改革为

公民养老金，形成覆盖全民的普惠性

和兜底性的第一层次养老金，在此基

础上再将现有制度整合成与个人缴费

相关养老金、单位补充养老金、个人

养老储蓄等多个层次，建立多层次的

老年收入保障体系。根据居民收入水

平确定公民养老金标准，并根据收入

水平增长情况动态调整。同时，还应

该进一步增加养老金制度的公平性，

建议通过设立养老金的最高和最低标

准控制养老金水平差距。另外，还必

须尽快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根

据全国社会平均工资和个人历史缴费

贡献统一确定待遇标准，消除地区差

异，实现横向与纵向公平。

四是建设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

基础的服务负担分担机制。长期护理

保险通过社会共济，可有效分担参保

人的长期护理费用，从而降低服务使

用人的支付负担，可快速提升老年人

的服务购买力，有利于满足老年人的

养老服务需求。中国长期护理保险试

■ 林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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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正在快速成为中度老龄化社

会，并可能在本世纪中叶进入

极度老龄化社会。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截至2019年底，中国60周

岁及以上人口为25388万，占总人口

的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

17603万，占总人口的12.6%。据预

测，中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

将在2022年左右超过20%，65周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4%，进入中

度老龄化社会；到本世纪中叶，这两

个比例将分别接近40%和30%，进入

极度老龄化社会。快速的人口老龄化

将导致中国养老服务需求激增。如何

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模式，走一

条有中国特色的应对人口老龄化之

路，是未来发展的关键。

养老模式的选择必须立足基本国

情。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传统文

化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社

会转型期的时代特征，都将给养老模

式选择烙上深深的印迹。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是养老模

式选择的现实依据。首先，中国人口

老龄化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起步，

经济发展水平长期滞后于老龄化水

平，表现出明显的未富先老特征。整

个社会还未积累起足够的财富，解决

养老问题必须基于这一现实，脚踏实

地。其次，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也是

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快速的人

口老龄化留给社会的反应时间有限，

必须抓住时机进行制度建设和财富积

累。再次，中国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老年人口。在“十四五”时期 60 周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望达到 3 亿，到

本世纪中叶甚至将达到 5 亿左右。养

老中的任何问题可能都涉及亿万人的

福利，必须审慎应对。最后，区域和

城乡差异巨大，导致养老问题更加复

杂多变，必须处理好不同地区和城乡

之间的统筹与平衡。

中国传统的孝老、敬老文化是养

老模式选择的历史根基。中国人讲究

孝道，敬老文化源远流长。一般认为，

孝文化自先秦已经形成。孔子强调子

女对父母的赡养建立在尊敬的基础

上，要“以色事亲”，和颜悦色地侍奉

父母,从而使父母精神愉悦。以孝老、

敬老文化为基础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家

庭养老模式，家庭成为老年人物质和

精神供养的当然来源和养老的当然居

所。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仍然有来自国

家的支持，有研究认为实际上是一种

国家支持下的家庭养老。深厚的孝老、

敬老文化和悠久的家庭养老传统将为

构建新的养老模式提供丰富的养分，

这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构建

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

境”的原因所在。

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长期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养老模式选择的

制度背景。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意。中

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养老模式选择

也必须坚守公平正义，政府要履行保

障基本养老服务的责任，确保“人人

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由于中国

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在城

镇和一些农村地区还实施了严格的独

生子女政策，传统家庭养老力量（特

别是照料资源）大为削弱，使政府有

更大、更重的组织好社会养老服务的

责任。

中国当前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

代社会转型的社会转型期，这是养老

模式选择的时代特征。在社会转型期，

正是养老社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是

养老模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阶段，

也是各项养老制度建设的关键时期，

必须加快各项制度建设，形成完备的

养老政策体系和良好的养老社会环境。

中

积极探索适合
中国国情的养老模式

从养老的国际经验来看，一般比

较强调以下几点：

一是政府责任。2002 年在西班牙

马德里召开的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

会强调，政府担负着主要责任，应促

进、提供和确保（老年人）获得基本

社会服务，同时铭记老年人的具体需

求。尽管不同国家养老模式存在差异，

但各国政府都有保障老年收入、养老

服务供给和服务质量的责任，以确保

老年人可以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福利

性的或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

二是家庭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家

庭支持的重要性。即便在现代社会，

家庭仍然是养老的重要力量，特别是

在精神慰藉方面几乎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如新加坡、日本等国家通过实施

多种措施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就近

居住，实现“依亲而居”，发挥家庭在

养老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居家养老

的重要性。通过对家庭和社区养老环

境的改造，使老年人留在原有住所和

熟悉环境中养老，维持社会关系和支

持网络，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

三是全社会共同参与。马德里老

龄大会强调，我们必须与地方当局、

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私营部

门、志愿者和志愿组织、老年人自己、

老年人协会及家庭和社区共同努力。

除了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之外，家庭、

志愿人员、社区、老年人组织和其他

社区组织可在向老年人提供支援和非

正规照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发

展，中国也一直在加强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致力于实现老年人“人人享有

基本养老服务”的目标。但从目前来

看，仍然存在格局未成、导向不明、

体系不全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

打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模式，应从

以下几点着手：

一是努力构建以老年人为中心的

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必须发挥政府

的主导作用，调动社会各主体的积极

性，共同承担养老责任，逐渐形成以

老年人为中心的由家庭、社区、养老

机构、其他社会成员和组织等组成的

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最终，老年人

处于一个由多个同心圆组成的体系之

中：最中心是老年人，外围第一层是

老年人的家庭成员，第二层是社区，

第三层是企业、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

包括养老机构。老年人可以向任何一

层寻求养老服务，但最终向哪一层寻

求服务，将取决于老年人的需求和选

择。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是要让

老年人有实现各种选择的可能性。这

一层层的同心圆就是养老服务的一道

道防线。当前，首先要通过政策引导

鼓励家庭成员承担养老服务责任，继

承中国传统家庭养老的长处，构筑养

老服务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必须大

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和嵌入式的小型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为老年人就地养

老创造条件，构筑养老服务的第二道

防线。最后，大力发展护理型养老机

构，为老年人进入失能期进行兜底保

障，构筑养老服务的最后防线。

二是树立以促进老年社会参与为

核心的积极养老导向。应通过为老年

人创造就业、参加志愿服务和社会交

往等活动的机会，使老年人参与到社

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生活中

去，成为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社

会发展的推动者，而不是被动地养老。

为此，必须消除不利于老年人社会参

与的制度障碍，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

一方面，应改革当前僵化的强制性退

休年龄规定，尊重老年人的劳动权利

和选择权，改为弹性退休年龄，让老

年人可根据自身的身体条件和意愿选

择退休年龄，同时根据不同退休年龄

确定相应的养老金支付标准，引导老

年人尽可能延长工作年限。另一方面，

应通过时间银行等措施鼓励老年人开

展亲友互助、邻里互助、志愿服务，

吸引更多的老年人参与养老服务，实

现老年人之间的互助养老。

三是建设以养老保险制度为支柱

的收入保障机制。收入保障是老年人

维持生活水平和获取服务的关键。老

年收入来源主要有养老保险、个人储

蓄、家庭支持和社会救助等，其中养

老保险制度应该逐渐成为老年收入保

障的支柱。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养老

保险制度，应通过引入公民养老金为

老年人提供基本收入保障。建议将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部分改革为

公民养老金，形成覆盖全民的普惠性

和兜底性的第一层次养老金，在此基

础上再将现有制度整合成与个人缴费

相关养老金、单位补充养老金、个人

养老储蓄等多个层次，建立多层次的

老年收入保障体系。根据居民收入水

平确定公民养老金标准，并根据收入

水平增长情况动态调整。同时，还应

该进一步增加养老金制度的公平性，

建议通过设立养老金的最高和最低标

准控制养老金水平差距。另外，还必

须尽快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根

据全国社会平均工资和个人历史缴费

贡献统一确定待遇标准，消除地区差

异，实现横向与纵向公平。

四是建设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

基础的服务负担分担机制。长期护理

保险通过社会共济，可有效分担参保

人的长期护理费用，从而降低服务使

用人的支付负担，可快速提升老年人

的服务购买力，有利于满足老年人的

养老服务需求。中国长期护理保险试

■ 林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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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点看　点

一

我记得一次网上聊天，有位朋友提问，大千世界有很

多问题要思考，还要有这样那样的修炼修为，到底为了什

么？

我回答：为我们在当下更好地生活。

这句话看来简单，做到并不容易。

关于“当下”的说法，在中国有很多。特别是近些年，

国外的大量心灵修为的书被翻译过来后，在年轻人中很普

及，甚至很时尚。从本质上说，这些心灵修为的书，受近

代日本禅宗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日本近代禅很讲究“当下”的概念。

举一个例子，当你喝茶时向禅师问禅，什么是禅？禅

师说：好好品茶，不要问这问那，思前想后。

当你正在泡温泉时，又问禅师，什么是禅？禅师说：

好好泡澡，不要思前想后，问这问那。

“当下禅”，就是让人体会当下生活的全部情趣。

做到“当下”不是那么容易的。比如，你只要活着，

不管有事没事，你总会在思前想后。吃饭，想着吃饭前后

的事；走路，想着走路前后的事；当下，想着今天、明天、

后天以至大后天很多引起你焦虑的事，或者想着以前很多

让你懊悔的事。

做到“当下禅”，是要进行一些训练的。这种训练就是

要专心致志地集中在眼前的生活，眼前做的事，眼前进行

着的活动，而斩断思前想后的各种意念。这是修为的一点

技术。

走路，只一心一意走路，体会散步走路的全部情趣；

吃饭，好好吃饭，那些烦人的事、恼人的事先不去想；写字，

专心致志地写字，不瞻前顾后，想这想那；静坐的时候，

要安安静静地坐，使自己进入放松、自然的状态，以道家

的概念来讲，就是“致虚极，守静笃”。

这就是训练。不做这样的训练，想一上来就立马“当下”

了，是奢望。

二

现在这种“当下”的心灵训练的法门不少，各种东方

的西方的古代的现代的书籍也很多。一些人看了很多，听

直视当下的心灵
了很多，也练了很多，但实际上依然不能体会当下生活的

快乐和奥秘，心灵得不到解放和解脱。这是为什么？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在佛教修为方面见多识广，各

种经书看了不少，近现代的大德，他都信仰过、学习过、

研读过。

有几天，他突然感觉自己的心率很乱，时慢时快，到

了晚上也不敢睡觉，怕有生命危险。去医院，医生说了一堆，

还开了药，但他还是很恐惧，向我请教。我就笑了，说你

不是会念佛吗？好好念呀！他说念了心也在狂跳。我说你

不是读了很多经书吗？你按照书中的方法去做呀。他说一

下子找不到怎样做的感觉。我就说“当下”呀，不要想别的。

他想了想，说做不到。

一个人，如果学习了很多东西，没有真正学到本质，

遇到困扰时，有可能就是花拳绣腿。这个年轻人在感觉生

命有危险时，一下子什么都不真信了。

我于是帮他梳理了一下，才发现原来是他最近突然和

领导关系很紧张，内心有了莫名的焦虑。和我对话后，他

终于知道自己出现问题的原因了。

我又给了他几点解决人际关系紧张的建议，让他放下

焦虑，直面心灵，解决问题。这就是佛法。

没过几天，他又能读这本经读那本书，“当下”开了。

三

要善于活在当下，就一定要直面当下的心灵。要不你

的“当下”有可能是虚假的。当你心头正为一件事特别纠

结，你对自己说，只管当下吧。这句话只是空洞的说教，

仍然无法达到享受“当下”的境界。不敢直视自己的心灵，

把问题掩盖起来，于事无补。

工作体会不到工作的快乐，散步体会不到散步的快乐，

回家体会不到家庭生活的快乐，会友体会不到会友的快乐。

这是因为你心头纠结着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你没有直面它，

也没有解决它，理清它，因此也没有放下它。当你笼统说

放下的时候，不过把它掩盖起来，它会在更深层次、更隐蔽、

更纠结地作用于你。

四

学会直面心灵的智慧，理清自己当下心头的第一个问

题，然后再梳理出第二个、第三个问题，这才是非常智慧、

非常必要、非常基础、非常实际的修为。

不管有多少问题，在心头一定是按重轻排队的，且因

人而异。比如，快要毕业的大学生和家有儿女的父母，他

们面对的事情，其排序一定是不同的。

此外，事情不仅有重轻之分，还有急缓之分。比如说

最近一件大事是解决职场问题，但突然小孩发高烧，职场

问题是长期的，小孩生病是短期的，那么，小孩生病就自

然成为这两天最急的事情。

梳理问题，最复杂和重要的是，还有隐蔽和明显之分，

这样的梳理要慢慢训练。有时候我们感觉自己不快乐、不“当

下”，但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仔细想一想，问一问，

自己拿起笔在纸上写一写，慢慢廓清思路，或者和他人交

流一下，联想一下，才能慢慢发现自己的问题。

所以，要学会直视当下的心灵，发现那些明显的或者

不明显的，那些纠结我们的问题，要学会如何按重、轻、急、

缓的顺序排列出来，要能够正视它，理清它，找到解决它

的方法。一时解决不了，该放下就放下，该舍弃就舍弃，

该自我安慰就自我安慰。

五

佛教修为的精髓之一是要能时时醒觉自己的身心状

态，醒觉自己的心灵。

放下，不是对存在的问题熟视无睹，不是掩耳盗铃。

活在“当下”，只会离“当下”越来越远。

一位朋友有一阵很焦虑，丧失正常的工作能力。经过

与他对话，发现他把生活目标定得过高了。他又觉得这些

都是好的目标，应该努力坚持，结果就很焦虑。

我帮他把问题梳理清楚。工作要做，但不可力不从

心。孩子要接受好的教育，但不要攀比。父母要回报，

但要量力而行。把生活中实际的问题解决一点，他就解

脱一点，都解决了，他就全解脱了。这是实事求是地放

下“贪嗔痴”。

所以，无论说顺其自然也好，应无所住也好，无为也好，

当下也好，在实际生活中，就是要做到直视自己当下的心

灵，发现那些隐蔽的、纠结自己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

检验一个人是不是生活得有质量，或者说检验一个人修为

是不是很成功，要从这个人生活中的状态来做检验。 □

点目前已经超过三年，应该总结经验，

尽快出台统一制度。建议建立城乡一

体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各类医疗

保险参保人群作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的覆盖人群，即根据目前城镇职工医

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覆盖范

围，将大部分在职人员和全部老年人

纳入参保范围；建立政府补贴、保险

缴费和使用者负担三源合一的筹资机

制；建立全国统一的护理需求分级和

评估制度；实施实物支付、现金支付

和混合支付相结合的保险给付。

解决养老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

力，应抓住当前人口老龄化程度还相

对较低、年轻老年人比重较大的战略

机遇期，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鼓励社

会各方各尽其责的机制和环境，积极

探索，真正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

模式。 □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

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 柯云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