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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族賴以形成和發展的倫理依託及精神紐帶，

可以說它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特質。慎終

追遠，孝親敬老文化是一種具有終極關懷性質的

本源型文化，其主要特點

是感恩圖報、推己及人及

永續傳承。所謂本源，意

即事物產生的最初根源或

其本體之所在。人之所以

為人乃至人類社會文明的

形成和發展，均策源於孝

親敬老之人倫意識及其文

化表現的萌發和拓展。孝

親的原意是指子女對父母

的敬重、奉養及順從，其

中以敬重即尊親為核心，

譬如，孔子提出「今之孝

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

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

乎？」（《論語∙為政》）[2]，

再如，孟子認為「孝子之

至，莫大乎尊親。」（《孟子∙萬章上》）[3]此外，社會

上「敬老」是由家庭中「孝親」推己及人而來，例

如，孟子曾強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孟子∙梁
惠王上》） [4]，將尊親推廣至敬重社會上一切老

人。由此可見，孝親本是子女對父母養育恩情的感

恩圖報，而敬老則是社會個體在意識到別人的父

母理應與自己的父母一樣得到尊敬或幫助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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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親敬老是我國對於人類文化的一大貢獻，

它的文化魅力和精神感召力早已超出民族和國

界，成為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在當前人類社會面

臨經濟衰落和道德衰退

雙重困擾之際，作為世界

上最富有孝親敬老文明

傳統的國家，國人理應順

乎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

時代要求，繼承和發揚這

份精神遺產所固有的道

德良知，並且密切結合當

前社會養老服務發展現

狀及其趨向，在大力發展

居家社區養老的鮮活實

踐中，使之在優質傳承和

綜合創新的交替推進下

不斷完善，發揚光大。

一、孝親敬老文化

的概念界定、

功能作用及其現實價值

文化，在我國原指文字、文章、文采、禮樂制

度、法律條文等對於人們品德、能力的教化，而按

照英國學者泰勒的看法，「文化包含知識、信仰、

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個人作為社會成員所必

需的其他能力及習慣。」[1]孝親敬老正是這種教化

國人品德、能力及其行為習慣的文化類型；作為中

摘 要：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能夠為發展居
家社區養老服務提供倫理基礎、精神動力及智慧

支援。一方面，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是居家社

區養老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是提升居家社區養

老服務品質的必然選擇；另一方面，居家社區養老

服務為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提供現實平台和

生長空間。現階段，在將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

融入居家社區養老服務中時，我們既需要關注其

現實性、針對性、實效性、相容性，也需要把握其

前瞻性、長效性、規律性、差異性。

關鍵詞：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深入開展；居

家社區養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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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採取的良善行為。這種良善行為不僅體現個人

美德，而且帶有人文互動的感召性，有利於營造人

人相親相愛，家家和睦相處的良好社會氛圍。由於

孝親敬老是一種源於兩性姻緣、自然血緣及地緣

關係而又具有並不局限於這種關係的深厚人文

性、廣泛社會性及無限神聖性，此種人類文化和生

活方式的本真表現類型，將會伴隨社會文明進步

而永續傳承且不斷提升。當然，其中有悖事理、情

理、法理且不能被創造性轉化的落伍因素，也必然

會在此激濁揚清過程中被淘汰。

孝親敬老堪稱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粹，其文化

特質表現為在兩性姻緣、自然血緣及地緣關係中

天然固有地蘊涵著對他人、對社會的責任，其中蘊

涵的倫理理念、道德價值、心靈智慧及其它精神養

分，實乃國之瑰寶。由於其中凝聚完善人性、完美

人生的傳統美德，以及蘊涵充實人生價值和生活

意義的倫理智慧，以至在今天，它依然是一種具有

無限生機和活力、能夠讓國人生活變得更加美好

的珍貴的精神動力資源。在我國老齡化步伐不斷

加快且家庭養老由於種種原因而日漸衰微的現階

段，傳承和創新中華孝親敬老文化，不僅能夠為鞏

固家庭養老的基礎地位提供精神動力，而且能夠

為提高居家社區養老服務品質水準，以及發揮機

構養老補充和輔助作用，提供倫理道德智慧。尤

其是在當前我國加快積極應對老齡化步伐的實踐

中，孝親敬老的優良傳統已經成為家庭養老的思

想道德基石，社區養老的精神動力支撐，機構養老

的人文關懷酵素。顯而易見，新境遇下的孝親敬老

文化現今已邁入新的理論生長空間，顯示出其在

社區建設和家庭發展中更好發揮自身功能作用的

可能。其中一大重要標誌，就是它正在為搞好社會

化為老服務體系建設提供深厚思想定力、創造新

穎道德智慧、注入濃郁人文關懷。可以預期，其中

蘊涵的倫理理念、道德價值、心理情感智慧等，在

竭誠為老服務的鮮活實踐中，必然會成為我國建

設具有民族特色、時代特徵的新型孝親敬老文化

的核心要素。

在從傳統現代性向新型現代性轉變的過程

中，孝親敬老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既面臨嚴峻挑戰，

同時也適逢良好機遇。一方面，在以往的現代化歷

程中，雖然憑藉思想觀念變革之力致使傳統孝道

中的政治倫理說教得以清除，但並沒有將其中天

然固有的人文精神養分適時地注入現代化土壤之

中，以致其影響力被削弱，其正能量難以充分發

揮。此外，在以往的政治動亂歲月中，對傳統孝道

倫理的全盤否定，造成了孝親敬老文化傳承的斷

裂，加上社會轉型期出現的新情況、新矛盾、新問

題，致使如今在建設具有民族特色和時代特徵的

孝親敬老文化時，傳承和創新面臨諸多困難，陷入

傳承受阻和發展不力的現實困境。尤其是在我國

老齡化步伐不斷加快且家庭結構功能發生重要變

化的現階段，孝親敬老文化面臨著來自個人主義

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的深層影響和消解作用。這種

影響和作用在當前社會快速變遷及急劇轉型中尤

其突出，它不利於鞏固家庭養老的基礎地位，不利

於營造尊老、敬老、愛老、為老的社會氛圍，不利

於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教、老有所

為、老有所樂」的老年發展預期目標。另一方面，在

積極應對以上來自理論和實踐方面的挑戰時，孝

親敬老文化也迎來了自身發展的良好機遇。從和

諧社會建設的視角看，在我國社會體制深入變革、

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層調整、思想觀念

深度變化的改革發展新時期，傳承創新孝親敬老

文化對於搞好家庭建設和社區建設，培育良好家

風、民風、社風，形成尊老愛老為老的文明生活行

為習慣，以及促進社會的良性運行、健康發展和文

明進步，均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及實踐價值。從積

極應對老齡化的視角看，為了居家社區養老的健

康發展，亟待通過對孝親敬老文化的傳承創新，去

充分發揮其功能作用，以平抑家庭生活矛盾、型塑

寬厚仁愛的個體心態，以及營造團結友善、互幫互

助、和諧宜居的社區氛圍，進而為建構我國社會化

養老服務體系作出其應有貢獻。

二、居家社區養老的概念界定、 

功能作用及其發展現狀

截止2016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總數為
23086萬，其中65周歲及以上人口為15003萬，分別
佔總人口比例為16.7%，10.8%。與此相應地，2016
年年末，我國共有養老服務機構2.8萬個，養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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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床位680萬張，按60及以上老年人口計算，每一
養老服務機構對應服務老年人數為8245人，即每34
人擁有一張養老服務床位。 [5]顯然，如此條件之

下，絕大多數老人不可能入住養老服務機構養老，

只能另闢蹊徑。由此可見，在《「十三五」國家老齡

事業發展和養老體系建設規劃》中，政府提出使

「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託、機構為補充、醫養相

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更加健全」[6]，這種發展目標

十分契合現階段我國老齡人口生活現狀、養老意

願及其緊迫需求。早在多年前，上海就提出

「十一五」期間上海將逐步形成「9073」的養老格
局——鼓勵90％的老年人由家庭自我照顧，規劃
佔比7％的有一定困難的老人可享受社區居家養老
服務，佔比3％的有特殊需求的老人可享受機構養
老服務。[7]然而，時至今日，在家庭養老由於多種

因素干擾而日益衰退的現實狀況下，人們對於居家

社區養老的需求日漸增強；這就要求有關方面不

斷擴大由社區提供的為老服務的覆蓋面，即將家

庭養老與社區養老有機結合起來，讓更多的老人

能夠享受到居家社區養老的福祉。

顧名思義，居家社區養老就是老人一般情況

下住在自己家中或特定時期入住社區設施，並在

家人及相關人員輔助下，主要依靠其所在社區各

種服務資源來為自己提供多重支援的一種養老模

式。與傳統家庭養老相比，雖然居家社區養老其中

包含子女及親朋好友為老人提供的物質幫助和精

神慰藉，但這些人由於各種原因既很少與老人一

起居住，也很少面對面直接照料老人，他們大多在

忙中偷閒中探望老人，或借助現代技術工具表達

和輸送自己的親情關懷。而與機構養老相比，居家

社區養老是老人雖然沒有入住養老院，但其依然

能夠享受到與養老院差不多的各類服務，以至這

種住在自己家中或社區設施接受社區養老服務的

方式，被人們喻之為「沒有圍牆的養老院」。此外，

家庭是小社會，社區是大家庭；國人的家庭觀念及

泛家庭意識根深蒂固且影響深遠，這些在其人倫

日用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各方面，均會有所反映

和體現。那些基本上能夠生活自理的老人，他們生

活在自己熟悉的家庭及其周邊環境，不僅滿足其

宜居需求、適應其心理行為習性，有利於其身心健

康，而且增強其社會認同感、提高其社會融入度，

有利於其積極養老心理意願的形成及其付諸行

動。顯而易見，居家社區養老融傳統家庭養老和社

區養老的優勢於一體，堪稱大多數老人最現實而

又最合理的選擇。

追根溯源，居家養老服務作為社區服務功能

受到重視，原本發端於西方發達國家，譬如在「二

戰」後歐美福利機構養老服務模式的弊端初露端

倪之際，英國率先推行社區照顧的居家養老模式。

之後，伴隨養老服務的「去院舍化」、「去機構化」

潮流，社區照顧的居家養老模式在西方發達國家

陸續興起，至今已成其主流養老模式。而在我國，

由於老齡化步伐不斷加快、家庭養老功能逐步弱

化、社會養老服務嚴重滯後，加上社區日益發展成

為國人日常生活的基地，諸多有識之士紛紛將尋

求解決老齡化問題的目光，聚焦在依託社區資源

實行居家養老服務上，並且以社區為依託開展居

家養老服務，也逐漸擺上各級政府議事日程。作

為我國老齡化程度較高地區，上海市對居家養老

服務的重視由來已久；在老齡化重壓之下，政府及

其職能部門不僅較早在建構「9073」格局時提出
老人居家依託社區養老，而且率先就居家養老服

務的有關標準進行科學規範。此外，自北京率先

出台《居家養老服務條例》之後，河北、蘇州等地

紛紛效尤。其它地方如河南、山西、山東等，雖然

暫時尚未出台專門性的居家養老服務條例，但在

這些省份現已出台的有關建設社會化養老服務體

系的地方性政策法規中，也無不將居家養老服務

列入最重要章節特別強調。

在我國，發展居家社區養老就是訴諸家庭養

老與社區養老的有機結合，指導其理論建構的思

想道德基礎，充分體現了對中華孝親養老文化的

傳承和創新。家庭是社會的細胞，而家其原初含

義如《說文解字》所釋：「家，居也」[8]。由此可見，

家庭最早主要是指以婚姻、血緣或收養關係為紐

帶聯結在一起生活的人們的日常居所，以後又被

延伸、泛指為家鄉、家園或居住地。由於國人生老

病死的生命週期與家庭息息相關，在條件具備的

情況下居家養老不僅順理成章，而且往往會成為

老人們的首要選擇。社區是社會生活的支撐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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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成員的聚集點、社會文化的交匯點，因此，國人

養老不僅要以家庭為基礎，而且要以社區為依託，

需要借助社區的各種力量和資源。老人們居家依

託所在社區養老，具有多重含義：一是為他們提供

經濟支援的責任主體，包括個人、家庭、社會、政

府的多元負責；二是為他們提供日常照料的生活

服務擔當者，來自家庭成員、社區組織及社會機構

等多方面；三是為他們提供的服務內容，囊括日常

生活照顧、基本醫療護理、精神心理關懷、個體素

質教育、宜人文體娛樂等多種類；四是為他們提供

的服務性質，體現了社會公益性與市場營利性的

相容互補。從各地出台的有關居家養老服務的政

策法規中，人們均可以體悟出以上這些含義。

雖然在政府大力提倡、加大支持以及全社會

積極回應、廣泛參與的推動下，居家社區養老服務

業已初見成效，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當前我國在

發展居家社區養老中，尚存在諸多障礙性因素。

一是在物質技術層面的力不從心；基本生活服務

設施、網路通訊設備、醫療衛生機構及醫療水準

等，這類開展居家社區養老服務的必要物質技術

條件，離老人們的宜居及舒適要求還存在一定距

離。二是在組織協調層面的無能為力；一些社區在

其治理理念思路、體制機制、方式途徑以及管理格

局、方法手段等方面有所欠缺，這就對組織協調社

會力量、優化整合社會資源去搞好居家社區養老

服務，造成了嚴重干擾。三是在政策運用層面的無

所作為；一些地方和部門的決策領導者不是緊密

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去創造性地貫徹實施中央出

台的有關發展居家社區養老的政策法規，而是以

教條態度生搬硬套之或以經驗不足搪塞應付之。

四是在宣傳引導層面的不得要領；在一些地方的

宣傳中，非常重視對社區為老服務周邊環境、基本

設施等硬體建設的推介，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忽略

了對心理交流、人文關懷等軟體建設的關照。五是

在理論研究方面有所不足；有些研究者對家庭養

老、居家養老、社區養老乃至居家社區養老等概念

之間的異同之處表述得含混不清；有些研究者言

必稱國外，對發達國家養老理論和方法機械套用、

片面依傍和簡單比附，缺乏以本土思想文化視角

對這方面中國經驗的獨立思考和分析總結；有些

研究者花大力氣致力於實證研究且滿足於其個別

結論及局部經驗，卻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化自

覺視角下的理論建樹。

三、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與發展

居家社區養老服務的關聯性

孝親敬老文化之所以能綿延數千載而經久不

衰，其主要原因就在於它的人倫精義和道德良知

植根於我國民間社會且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成為孕

育社風民俗的豐沃養料。時至今日，發展居家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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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依然離不開孝親敬老文化的思想道德潤澤

及其精神心理支撐。這既是居家社區養老賴以健

康發展的根本保證，更是提升其服務品質的必然

選擇。當然，與此同時，廣泛開展居家社區養老服

務，也為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提供了現實平台

及其生長空間。

1．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是居家社區養老服務
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

眾所周知，我國的現代化之旅並非西方現代

化之途的簡單複製，其整個進程必然帶有自身的

鮮明特點及獨特個性。尤其是我國孝親敬老文化

的更新和發展，受益於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包容、

變通、協和之思想秉性和倫理智慧的潤澤，能自覺

地、主動地、創造性地適應社會變遷、社區建設以

及家庭發展的客觀需要。在歷經衝突和碰撞中，

這種文化不斷地自我改造、自我更新、自我發展，

直至將自身精華積澱、凝聚、昇華，最終被創造性

地轉化為推動居家社區養老健康發展的動力因

素。由此可見，與國運家運血脈相連的孝親敬老文

化，內在地蘊涵支持居家社區養老的道德情商和

精神能量。

現階段，作為家庭養老與社區養老結合體的

居家社區養老，其發展的主導趨向雖然是養老的

社區化服務，但其立足之根基依然是家庭。因為

無論從法律法規還是從倫理道德上講，子女都是

父母養老的第一責任主體。尤其是從以文化人和

以德育人的綜合角度看，由於孝親敬老理念本身

體現了家庭倫理與社會倫理、個人美德與社會公

德的高度融合，深刻認知和牢固樹立此種理念，實

乃個體社會化或再社會化的必修課。這不僅決定

個人家庭是否幸福和事業是否發達，而且直接關

係到社會能否良性運行和健康發展。因此，習近平

總書記特別強調：「敬老愛老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

德。要把弘揚孝親敬老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宣傳教育，建設具有民族特色、時代特徵的孝親敬

老文化。要加強家庭建設，教育引導人們自覺承擔

家庭責任、樹立良好家風，鞏固家庭養老基礎地

位。」[9]

以往，家庭養老囊括日常生活照料、精神心理

慰藉的各個方面；當今，儘管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家

庭養老在內容和形式上會有較大變化，但它在社

會為老服務中的基礎性地位及策源性作用，在較

長的一個時期內並不會被輕易動搖或改變。這種

相對穩定的狀況，是由國人特別眷念家庭及分外

看重親情的文化秉性所決定的。當然，隨著社會變

遷和時代進步，這種文化秉性必然有所變化和適

時更新，但其主導傾向卻始終朝向親情、愛情、友

情的交疊共識，而不會導致三者分道揚鑣。有鑑

於此，國人理應順乎新型現代性背景下的社區建

設要求，遵循家庭養老演變的內在規律及時代特

徵，把弘揚孝親敬老的倫理道德理念，創造性地

納入大力發展居家社區養老服務之中，進而為全

面實現社會化為老服務，提供精神動力及情商支

援。

2．傳承和創新孝親敬老文化是提升居家社區養
老服務品質的必然選擇

開展居家社區養老服務，在我國還是一個新

事物，在其進程中勢必會遇到種種挑戰以及這樣

或那樣的困難和障礙。正是在應對挑戰和解難排

障中，居家養老服務品質方能得以完善和提升。從

某種意義上講，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不啻居家

社區養老服務中的軟體建設，可以說已經成為其

破解現實難題、擺脫發展困境、提升服務品質的

必然選擇。

不言而喻，居家養老服務的屬性是責任心、義

務感、公益性、盈利性兼而有之，其價值目標指向

是以尋求社會效益為主，同時兼顧經濟效益。《北

京市居家養老服務條例》在其第二條中明確指出：

「本條例所稱居家養老服務是指以家庭為基礎，

在政府主導下，以城鄉社區為依託，以社會保障制

度為支撐，由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企業、社會

組織提供專業化服務，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和志

願者提供公益互助服務，滿足居住在家老年人社

會化服務需求的養老服務模式。」[10]在這裡，以家

庭為基礎，是指子女盡其孝親奉老職責及老年夫

妻盡其相互照顧義務，完全屬於不可推卸的法定

責任及道德義務性質；在政府主導下，是指政府

對實現公民社會養老服務也承擔著自身應有的責

任義務；由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主要屬於事業

化公益性質，但在其提供的實現方式及途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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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則是在政府主導下，市場和社會力量均可參與

其中；由企業、社會組織提供專業化服務，主要屬

於合理收費的市場化盈利性質；至於由基層群眾

性自治組織和志願者提供公益互助服務，則完全

屬於社會化公益性質。家庭、政府、市場、社會力

量，在這居家社區養老服務的四大主體中，就目前

情況來看，家庭、政府位於第一序列和第二序列，

分別起到基礎性作用和主導性作用，而位於後兩

個序列的市場和社會力量，則分別發揮其專業效

能和協同效應。顯而易見，提升居家社區養老服務

品質的過程，就是這四大主體各自更好地發揮自

身功能作用以便形成強大合力的過程。而在這一

過程中，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則是其必然選擇。

對於家庭、政府來說，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有利

於增強履職責任、提高服務自覺和促進政策創新，

而對於市場和社會力量來說，傳承創新孝親敬老

文化則有益於優化資源組合、激發服務活力和推

動公眾參與。

3．居家社區養老服務為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提
供現實平台和生長空間

居家社區養老服務是一項內涵豐富且外延寬

闊的，需要動員全社會力量廣泛參與其中的社會

化養老模式。正是對令人矚目的這種養老模式的實

踐探索，為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提供現實平台

和生長空間，並且使之在廣泛、深入地推進居家社

區養老服務持續發展中，大顯身手。

一是增強人們在居家社區養老服務中的責任

心、義務感，需要通過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來

營造氛圍、凝心聚力和形成合力。在一些地方的社

區建設中，比較重視對孝親敬老文化傳統的大力

宣傳，並且比較重視對人們孝親敬老意識及其行

為習慣的悉心培育。例如，在社區玻璃櫥窗中陳

列宣傳傳統孝道的家規家訓、民謠格言及圖畫圖

像，在社區文明公約中明文規定尊老愛幼是人們

日常生活的行為準則，在壽星榜上將九十歲以上的

老人照片放入其中以示敬重和優待。再如，設置

孝親敬老道德紅黑榜，用以表彰孝敬老人的人和

事，或者抨擊不孝敬老人的人和事；將孝親敬老的

典型人物及動人事蹟列入文明光榮榜和善行義舉

榜，大張旗鼓地進行宣傳；評選五星級文明戶時，

將孝親敬老作為評選標準的重要一項列入其中。

二是激發人們在居家社區養老服務中的主動性、

創造性，也需要通過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去達

致思想情感認同，培養敬業愛崗精神，以及提高服

務能力水準。例如，有這樣一個社區居家養老服務

中心，其秉承「敬老愛老、伺老奉老」的服務宗旨，

對其工作人員提出的文明服務規範是：愛心貼心、

細心耐心、想得周到、做得細到；眼勤、嘴勤、手

勤、腿勤；嘴巴甜一點、動作輕一點、行動快一點、

做事多一點、效率高一點、脾氣小一點、理由少一

點、腦筋活一點、微笑露一點、技術精一點。從此

類通俗易懂的話語裡，人們能體會到對服務物件

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及心理關懷的人文情愫。再

如，一些地方精心打造「12349」為老服務資訊平
台，並且致使其實現與居家養老服務實體的有效

結合。這種「互聯網+養老服務」模式，具有緊急救
助、生活幫助、精神關懷、素質教育等多重服務功

能，可為老年人提供滿意、周到、便利的服務。透

過其服務理念「召之即來、來之能幹，急老人之所

急、需老人之所需」，人們也能領略到融孝親敬老

的思想情感於網路技術運用之中的非凡魅力。

四、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促進

居家社區養老服務深入開展

目前，在我國居家社區養老的多重需求與社

會化養老服務的現實能力和水準之間，尚存在著

較大的反差。因此，在推動居家社區養老服務進程

中，需要通過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去營造社區

氛圍，破解發展難題，激發創造活力。

首先，在將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融入居家

社區養老服務時，要具有現實性和針對性。文化的

核心要素是價值理念，雖歷經社會變遷及時代發

展浪潮的衝擊，但由於能夠不斷自我更新去適應

環境條件的變化，其最終洗盡鉛華，在國人的心

理積澱為一種蘊涵深刻哲理及高尚情操的文化精

神。孝親敬老正是這樣一種具有形而上意義且恆

久彌新的價值理念，作為有史以來國人一以貫之

的思想行為準則，其歷經滄桑而底色不變，在個體

社會化實現、家庭文明型塑、社會秩序維繫中，一

直發揮著不可替代的正向功能作用。當下，傳統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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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遭遇社會轉型期各種複雜因素的強勁挑戰，有

些人榮辱不分、羞恥不知、善惡不辨，缺乏感恩之

心和仁義之德，以致在家庭和社會生活中欺老、騙

老、辱老、虐老等侵犯老人權益的行為不端現象，

時有發生。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必須直面現實

生活中的這類不良現象，充分發揮其正本清源、抑

惡揚善的強大功能作用。此外，在新型現代化進程

中，針對人們自由平等意識普遍增強、道德自覺自

律性逐步提高、精神心理需求日漸擴大、同喻文化

和後喻文化兼容並蓄、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交融

互動等發展趨向，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理應尋

求如何超越傳統孝道，使自身在促進居家社區養

老服務發展時更能體現時代精神，以及更能展示

自身文化特質。

其次，在將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融入居家

社區養老服務時，需要講求實效性和相容性。以往

經驗已經證明：在推進居家社區養老服務中傳承

創新孝親敬老文化，重在實踐，重在實效。這就意

味著一些嘩眾取寵的形式主義花樣，以及一些不

著邊際的空泛化宣傳套路，當在嚴格戒除之列。

孝親敬老文化的生機和活力就在於它深深植根

於、浸潤於民間生活方式的豐土沃壤，並且能以大

眾化方式體現和落實在百姓人倫日用的具體生活

實踐中。現階段，空巢老人、留守老人、失獨老人、

高齡老人、半自理或不能自理老人等老年群體的養

老問題迭出不窮，成為居家社區養老服務中亟待

重點解決的難題。惟有貼近居家社區養老的鮮活

實踐，才能克服形式主義弊端，跳出老套路和舊框

框，致使對孝親敬老文化的傳承創新具有廣度力

度深度，從而贏得公眾的普遍認同，並且觸動他們

的心靈，感召他們去自覺踐履之。此外，在孝親敬

老文化中官與民、雅與俗、新與舊、法與德、理與情

等因素相互交融，因此，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

要努力在求同存異、綜合創新的整合過程中實現

自身的現代轉化，向居家社區養老服務活動注入

新元素、新品味、新風格。

再次，在將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融入居家

社區養老服務時，應體現前瞻性和長效性。凡事預

則立不預則廢，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應從長計

議，著眼於未來。譬如，隨著城鎮化步伐的加快，

近些年來流動隨遷老人不斷增多，雖然他們目前

還比較年輕，尚能為其子女或隨遷地作出一定貢

獻，但不久的將來他們的養老問題勢必凸顯。這就

需要通過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支持他們或積

極融入隨遷地參加居家社區養老，或從容返回原

住地參加居家社區養老。顯然，在傳承創新孝親敬

老文化時，在這方面有關方面應當有所考慮，做到

胸中有數，未雨綢繆。此外，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

化不僅需要因地制宜和因時利導，達致實際效果

及即時效應，而且需要建章立制，確保在居家社區

養老服務持續發展中，其能夠長期發揮自身功能

作用。一是將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設為專章，列

入各地居家養老服務條例之中，並且在有關社區

立法中，將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作為重要一項

列入；二是在各地社區建設謀劃中，將傳承創新孝

親敬老文化列入發展規劃及議事日程；三是將傳

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以豐富多樣且符合時代要

求的內容形式，深度融入各種家庭文明建設及社

區文化建設活動，並且有機融入城鄉社區資訊服

務平台建設。

最後，在將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融入居家

社區養老服務時，應把握規律性和差異性。將傳承

創新孝親敬老文化融入居家社區養老服務，惟有

遵循「知行並進」、「傳創相長」的內在規律，才能

由表及裡、由近及遠、由內向外、由淺入深。在這

裡，「知行並進」是指既通過對孝親敬老歷史文獻

和現實典型事例的宣傳教育，使人們牢固樹立孝

親敬老價值理念，又運用有效方式及途徑促使人

們將此種價值理念付諸具體行動，進而轉化為孝

親敬老的行為習慣。在將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

融入居家社區養老服務時，這兩方面同等重要，不

可偏廢。「傳創相長」是指在孝親敬老文化的傳承

與創新之間，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以至在將孝親

敬老文化融入居家社區養老服務時，兩者也能夠

相互促進，共同提高。此外，在將傳承創新孝親敬

老文化融入居家社區養老服務時，還應注意由社

會變遷發展、社會分層分工等因素所致的區域、城

鄉、族群、性別之間的差異性。譬如，在中原文化、

巴蜀文化、三秦文化、瀟湘文化、嶺南文化、江南文

化等地域文化中，雖然孝親敬老的思想道德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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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源同質的，但其表現形式由於地方風俗習慣

的影響卻有所不同。這就需要在開展居家社區養

老服務中有所考慮。再如，由於社會分層和社會分

工的影響，不同階層及不同職業的人們在居家社

區養老中對服務需求的側重點也會有所不同，這

也要求在將傳承創新孝親敬老文化融入居家社區

養老服務中有所考量。如此，方能順其自然，事半

功倍。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欠發達地區居

家社區養老服務的社會支援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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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ome 
community pension service

Feng Qinglin, Zhou Quande( Henan Provin-
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Social Develop-
ment Research Institute)

Abstract: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can provide spiritual power and wisdom, 
the ethical basis of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
munity home endowment service. On the one hand,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old-age home, community home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service 
pens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home of community en-
dowment service for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provide a realistic platform and growth 
space. At this stage, in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into the home community endowment 
service, we not only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ality, 
pertinence, effectiveness, compatibility, also need to 
grasp its prospective, long-term, regularity and differ-
ence.

Key Word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filial 
piety culture, Carry out in depth, community home en-
dowment ser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