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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农村老龄化

———关于建立农村互助养老的设想
贺雪峰
[ 摘摇 要] 摇 老龄化问题并非是年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当前中国应对农村老龄化有两个优势:一是农
村集体土地制度,二是村庄熟人社会。 依托农村集体土地制度,让农村老年人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形
成老人农业,同时借助村庄熟人社会的条件建立老年人互助养老,国家给予必要的补助,就可能有效应
对农村老龄化问题。 文章尝试提出建立一个基于老人农业和村庄熟人社会基础上的互助养老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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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却已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 目前中国老龄化水平为 17郾 3% ,
据人口学家预计,到 2053 年中国超过 60 岁的老龄人口将达到峰值的 4郾 87 亿,相应老年龄化水平
将升至 34郾 9% ,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约 2 个百分点,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13 个百分点,跨入世界
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国家行列 淤 。 在当前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
进城,农村老龄化就更加严重了。 未富先老的中国如何应对农村老龄化就不只是策略性的,而且是
关涉到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国发展战略的大问题。 本文尝试提出建立基于老人农业和村庄熟人社会
基础上的养老互助设想,以引起讨论。

一、当前中国农民家庭的一般模式
中国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所有农户都有宅基地,都按人均分有承包土地。 人民公社时期
以及分田到户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农民主要收入来自于土地产出。 中国人多地少,分田到户以
后,农户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很快便将之前隐性的过剩农村劳动力显化出来,越来越多农村青壮年进
城务工经商。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城市化加速,城市就业机会迅速增加。 目前,中国绝大
多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已进城务工经商,留守农村的主要是老年人和儿童。
对于一般农业型地区的农户家庭来讲,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大大增加了农户家庭收入,
留守农村的老年父母一般仍然继续耕种自家承包地,获取农业收入。 因为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农
户家庭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来实现收入最大化。 当前中国一般农业型地区
大约有 70% 的农户家庭存在“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冶 家计模式。

一般来讲,超过一定年龄的老年人在城市难以获得就业机会,比如大多数工厂不再愿意接受超

过 50 岁的工人,工地劳动也拒绝老年人,因为很容易出现意外。 即使长期在城市务工的青壮年,一
旦年龄偏大就越来越难找到稳定工作,越来越开始做脏、累、苦活,也越来越难以在城市生存。 进城
农民工超过 50 岁就开始返乡,这个返乡过程可能要持续十年,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农忙时在
家务农、农闲时外出务工的状态。

农村中老年人尤其是中老年妇女大都会有一个时期帮子女带孩子。 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子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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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买房后,中国父母通常有帮子女带孩子的义务,一直带到孙子上小学为止,时间大约在 50 岁到

60 岁之间。 孙子大了,上小学了,父母一般都不愿继续与子女生活在一起,主要原因是在城市狭窄
空间共同生活容易闹矛盾。 在老年人缺少固定收入来源且往往在城市的生活子女收入有限的情况
下,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共同生活的心理成本极高,他们普遍会感到不自由,“ 象坐牢一样冶 ,因此
希望回到农村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回到农村,有住房,有承包地,有庭院,还有老年朋友,这样的日
子就比与子女一起住在城市局促空间要舒服愉快得多。

二、老人农业与熟人社会生活
原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红宇在重庆举行的“ 中国农村经济论坛冶 上说,中国从事农

业生产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在 50 岁以上淤,这个说法不一定准确,因为农业劳动力这个概念本身就
很模糊。 我们在农村调研,只要身体健康,农村老年人到了 75 岁甚至 80 岁仍然参加农业劳动。 应
当讲,当前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要高于 50 岁的统计,且未来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肯定还会提高。

农业劳动与体制内的正规就业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不存在退休的说法。 正规企事业单位,男

性 60 岁女性 55 岁就退休,农民则一般只要能动就都会劳动,耕种自家承包地,经营庭院经济,喂猪
养鸡,捞鱼摸虾。 一般来讲,当前中国农村人均耕地都很少,农业又有很强的季节性,在当前农业机
械化已经普及且有完善社会化服务的条件下面,农业生产中的重体力劳动已经很少了,农业生产主
要是田间管理,每年农忙时间最多不超过三个月。 按农民自己的说法,在农业机械化条件下,年龄
大也搞得了农业。 而且,从春种到秋收,春天种下的是希望,秋天收获的是果实,农业生产的节气构
成了农民生活的节奏,也构成了生活的意义。
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所有农户都有宅基地和承包地,所有农民都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 农
民家庭中的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 一旦进城农民年龄大了,他们无法或不愿在
城市安居,他们也随时可以返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农村农业收入比较低,同时,农村生活支出也
很少,自给自足经济使农民可以获得较为丰富的副食,又有自家住房。
农村另外一个重要特性就是数百年来形成的村庄熟人社会。 农民一般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个
村庄,村庄中不是亲就是邻,相互之间熟悉,有社会的支持与互助,也有相互之间的礼尚往来。 熟人
社会产生出价值与意义来。 这与在城市漂泊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不仅意味着身体的安全而且有
心理的归属,有通过人与人之间交往、欣赏所产生出来的意义感。
村庄还是中国农民的宗教与归宿,落叶归根和入土为安都是以村庄为基础的。 因此,回到村
庄,不仅身体、心理上有安全感,而且灵魂也有了归宿。
从农业来看,只要具备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老年人种田都是精耕细作,农业单产一定是很高
的,尤其是粮食单产一定是很高的。 因此,老人农业可以保障粮食安全。 从老年人角度来看,在农
业机械化条件下面,每年农忙二、三个月,其他时间都是农闲,农闲时间可以搞家庭副业,也可以休
闲娱乐,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很多,且村庄有很多同龄伙伴。 劳动不重,温饱有余,闲暇很多,自由
自在,还有同龄朋友,可以种花养草,这样的日子就是老年人的神仙日子。
也就是说,老年人与土地结合起来,不仅可以保障粮食安全,而且可以为老年人提供较高品质
的生活,甚至有老年人说美好生活从返乡种田开始,他们上无老下无小,人生任务已经完成,仅仅参
加有限的农业生产,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自由自在的,甚至是想吐痰就吐痰,要抽烟就抽烟,温饱没有
问题,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没有负担一身轻。
与土地结合起来的日子都是好日子。 当然,前提是身体健康,具有劳动能力,至少要有生活自
淤

李松:“ 老人农业冶 现象成困扰中国农业发展现实难题. 新华社,2011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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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力。

三、失能老年人的养老
与身体健康具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在农村的安逸日子形成鲜明对照,农村失能老年人在农村
的日子可能就相当凄惨了。 我们在农村调研总可以看到失能老人无奈的生活,媒体上也常见农村
留守失能老年人悲惨处境的报道。
农村失能老年人处境不好与当前家庭养老功能的减弱有关,家庭养老功能的减弱又与两个因
素有关:一是农民流动造成的家庭分离,二是代际赡养义务的弱化。 很多农村老年人生活在农村,
而子女生活在城市。 只要老年人生活能够自理,他们的生活质量都可以很高,一旦生活难以自理,
子女又不在身边,老年人的日子往往就很难过。 在农村,子女对老年父母赡养义务也在弱化。 传统
时期农村也有“ 久病床前无孝子冶 的说法,在流动背景下,子女对父母照料义务更加弱化。 通常情
况下,老年人夫妻相互照料的情况占绝大多数。 若有一方去世,另外一方失能,就只能由子女来照
料。 在外工作的子女留家照料失能父母,这种照料的质量一般都比较差。
失能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子女照料时,他们自己也会有很大的思想压力,认为自己拖累了
子女,很容易出现老年人自杀的人间悲剧。 农村老年人很害怕失能,有很多农村老年人说,希望自
己干干净净死,不拖累家人,最好是在还很健康( 当然年龄要有点大的情况下) 时突然去世,而不是
生慢性病,以致生活不能自理,拖累自己又拖累家人,活就好好活,死就快快死。
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缺少家庭照料是当前农村老龄化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相反,医疗
和经济问题倒在其次。 农村合作医疗一般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有保障的基本医疗,老年人一般也有
一定存款,子女也愿意支付父母赡养费,国家还有一定的基本养老保障。 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又缺
少家庭成员周到细心的照料,失能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就大幅度下降,很多失能老年人死于营养不
良,也就是生活不能自理时无法按时吃饭。 还有老年人去世多日而无人知。 失能老年人处境或结
局之凄惨就成为村庄熟人社会众所周知的事情,人间伦理惨剧就成为村庄上空最大的阴霾。

四、两种类型的农村老年人
综上所述,在农民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每个农户( 从而每个老年人) 都有住房、耕地、庭院,以
及农民生活在村庄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的情况下,农村老年人( 无论是城市返乡还是一
直务农的) 就有两种相当不同的类型:一种类型是低龄、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这种老年人往往上
无老( 父母已去世) 、下无小( 子女已成家) ,家庭无负担,家庭农业收入、副业收入和庭院经济收入
远超过了消费支出,他们还为自己养老存钱,为子女提供农产品,甚至有现金支持在城市艰难过日
子的子女。 这种类型的老年人,身体健康、家庭无负担,农业收入远高于家庭支出,农闲时间很多,
同龄朋友也很多。 与土地结合起来的低龄老年人,生活最稳定、安逸、惬意、自由自在。 他们辛苦了
大半辈子,甚至在城市漂泊流浪了大半辈子,终于回到农村来安享属于自己的生活了。
另外一种就是高龄、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他们不仅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生活不能自
理,吃饭穿衣也变得困难,这种类型的老年人如果缺少家人细心照料,其状况的凄惨可以预料。 虽
然多数失能老年人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照料( 包括老年夫妻一方的照料) ,也有相当部分失能老年
人并未得到足够照料,生活质量很差,与之前有劳动能力的状况天差地别。 因为无法得到足够照
料,失能老年人生活质量差,往往不长时间就会病情加重去世。
也就是说,当老年人可以在村庄中与土地结合起来时,可能有两个天差地别的生活状态:一是
安逸自由的低龄老年生活,具有劳动能力,身体健康,收大于支;二是生活不能自理的高龄老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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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温饱难以解决,心里十分煎熬。

一般来讲,到了 55 岁左右,农民就开始进入老年模式,越来越从城市回归农村,越来越从上有

老下有小的家庭中解放出来,开始过与土地结合起来的以老人农业为基础的老年生活。 55 岁在农
村还不能算老年而是壮年,一般都还要承担对子女的责任,比如带孙子。 他们还要尽可能扩大土地
耕种面积以获取更多收入。 从 55 岁一直到 70 岁,农村老年人一般都仍然具有很强的农业生产能
力,不同之处在于,年龄越大,种自家承包地以外的耕地越少,外出务工越少,以及经营副业越少。

到了 70 岁乃至 75 岁、80 岁,农村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就越来越力不从心,甚至生活都难以自

理了。 若夫妻都健在,即使有一方生活不能自理,另一方还可以照料,若夫妻中只有一人且生活不
能自理,就只能指望子女。 大多数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都会得到子女最低限度的照料,极少
数失能老年人得不到子女的照料。 无论能否得到子女照料,失能老年人无法与土地结合起来,生活
质量都比较差。 这些在村庄生活的失能老年人的状况给仍然有劳动能力且生活质量很高的低龄老
年人以不祥预期。
从有劳动能力的低龄老年人到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龄老年人,中间有一个过渡,即劳动能力
越来越差以致于终于不再种地了,但生活自理没有问题。 这个阶段的生活质量介于低龄老年人高
质量生活与高龄老年人低质量生活之间。
这样我们可以大致估算一下,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的中国农村老年人的状态:
第一种:55 岁至 70 岁,有劳动能力,生活质量较高,每天都是好日子。
第二种:70 岁至 80 岁,缺少劳动能力,生活能够自理,生活质量一般。

第三种: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龄老年人,生活质量比较低甚至很低。
当然,年龄与劳动能力、生活自理能力不能划等号。 有的老年人年龄很大仍然具有劳动能力,
还有老年人却因为患病而过早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 有农户家庭中,即使有老年人丧失生活自理
能力却可以通过夫妻另外一方的照料,或子女照料,获得不低的生活质量。

从老年人个人生活来看,若以 55 岁返乡开始与土地结合起来的老年生活,通常可以有大约 20

年较高质量的生活;三五年劳动能力较低,可以自理的中等质量的生活;可能有三五年生活不能自
理需要人照料的生活。 当然,这其中也有不确定性,最大的不确定性是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之前突
然去世。 另外两种可能性是,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后因缺少照料而很快去世,和虽然丧失了生活自理
能力却有家人细心照料而继续生活很多年。

从村庄来看,一般农业型村庄,55 岁以上老年人有 250 人,则这 250 人中至少有 80% ,即 200

人是具有劳动能力且生活质量很高的低龄老年人,有 30 ~ 40 人属于劳动能力不足,自理能力没问
题的老年人,还有 15 ~ 20 人为丧失生活能力的高龄老年人。 这 15 ~ 20 名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
年人大多数都得到了老伴或子女照料,生活质量还过得去。 极少数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得
不到足够照料而生活凄惨。 这极少数高龄老年人的凄惨处境成为笼罩在村庄上空及笼罩在所有老
年人心头的伦理与未来的乌云。

五、互助养老的构想
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非亲即邻;村庄同时又是一个伦理共同体,是村民获得意义感的场所。
村庄还是农民共同生产与生活的场所,是人情往来的单位。 任何一个丧失生活自理能力老年人的
悲惨处境都会在村庄引发舆论事件,引发心理反应。
在当前中国城市化背景下面,在村庄生活的主要是老年人,如上所述,村庄老年人主要有两种
类型:一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低龄老年人;一是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龄老年人。 低龄老年人占到全
部老年人群体的 80% ,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龄老年人占全村老年人比例低于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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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知道,在当前农业早已普及机械化的情况下,有劳动能力的低龄老年人种自家承包地,
每年农忙时间最多也就两三个月,有大量农闲时间,他们可能利用农闲时间到附近务工,或经营
副业。

传统时期乃至进入 21 世纪之前的所有时期,总体来讲,村庄都是封闭的。 进入 21 世纪后,中

国城市化加速,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农村出现了普遍的“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
计模式,而且出现了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年龄大了仍然要返回家乡种田的情况。 以农民家庭长期分
离为特征的状态,使得传统时期以家庭为基础的养老难以维系。 因此,在当前时期,推动农村互助
养老就有了强烈需求,也有可能性。

具体来讲,在一个有 250 名老年人的农村,如果有 200 名身体健康、具有劳动能力的低龄老年

人,有 15 ~ 20 名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龄老年人,则完全可能以村庄为单位,将低龄老年人组织起
来为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提供基本照料,提供照料服务的低龄老年人可以获得一定的服务
补贴,同时所提供服务时间以“道德券冶形式存入“ 时间银行冶,待需要时可以将“ 道德券冶 从“ 时间银
行冶中提取出来获得相应照料。 被照料高龄老年人子女承担一定服务费用。 国家给互助养老一定的
资金补贴。 从而就可能在村庄形成多数低龄老年人照料少数高龄老年人,高龄老年人生活质量大幅
度提高,而低龄老年人通过提供照料服务获得一定经济补偿和未来可用“时间银行冶的双赢结果。
村庄社会互助养老关键在以下几点:第一,照料什么。 对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龄老人,首先
是保证吃饭,一日三餐得有饭吃;其次是保证洗漱、卫生;三是精神照料。 当然还可能需要医疗或其
他更深度照料,比如大小便失禁的情况。 重病、重残的照料要依靠村庄养老互助不很现实。 所以老
年互助一般是轻度照料,主要包括送餐、清洁卫生洗漱、精神陪伴。
第二,在哪里照料。 照料地点可以在高龄老年人家中,也可以集中在村庄人口聚居点作日间照
料甚至全天侯照料。 若有国家财政补贴或全额投资建设的村庄高龄老年人照料中心,老年人自己
组织养老互助,国家给予补贴,是最好的。 照料中心建设在村庄人口聚居点,若与村办幼儿园、村卫
生室、村部以及村庄百货店、网购配送站建在一起,就更加便利。
第三,组织形式。 老年人互助由老年人自愿组织,国家财政和乡村组织给予支持。 只有采取自
愿组织的老年人互助形式,才能最大限度调动农民自身的参与积极性,才能保证老年人互助的质
量,也才能化解老年人互助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降低老年人互助的成本。 国家和乡村组织支持老
年人互助的形式有三种:一是财政补贴,二是具体指导,三是信用背书。
第四,老年人互助经费的来源。 收入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受到照料老年人家庭承担,这部分费

用不高,占到全部费用 1 / 2 左右。 按现行标准,一个月 1 000 元 / 左右可以获得适当互助照料,合计
收费 24 万元。 二是财政补贴,大致占到整个互助照料经费的一半,即每个进入照料中心老年人

500 元 / 月。 按一个行政村有 250 名老年人,有 20 名常年住照料中心老年人计算,一年大约需要
12 万元。 三是接受社会捐赠,尤其是本村乡贤的捐赠,预计每年获得捐赠 12 万元。 三部分累计有
48 万元。

第五,老年人互助经费的使用。 老年人互助经费的使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日常经费,其中

主要是伙食、必要的日常开支,按每位老年人一个月 1 000 元开支,一年需要 24 万元;二是部分工
作人员的照料补贴,比如有 4 位相对固定的低龄老年人负责照料中心日常工作,按每人每月 2 000

元付酬,一年需要支付 10 万元工资;三是为义务参加老年互助的低龄老年人记分以外,支付少许补
贴,比如 500 ~ 1 000 元 / 月;四是其他开支。

第六,老年人互助中的“ 时间银行冶 ,凡村庄低龄老年人都可以义务加入到护理、照料高龄老年

人的行列,每日照料护理工作记分形成“ 道德券冶 ,累计起来成为年老失能后可以免费享受照料的
“ 道德券冶 积分,这种“ 道德券冶 积分存入时间银行,由乡村组织进行信用背书。 时间银行的“ 道德
券冶 积分不能兑换为现金,也不允许交易,只能用作未来照料时的免费凭证。 老年人互助中,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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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人参加照料,每月可以获得少许补贴。

第七,村庄所有超过 55 岁农民都可以参加老年人互助社,互助社实行自治,由老年人自己组

织,选举产生社长、副社长,自主进行管理,民主决策。 乡村组织对老年互助社进行指导,国家对有
效运转的互助社进行补贴。
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因为低龄老年人很多,他们既有全职在互助照料中心工作的积极性,又有
义务提供照料的积极性。 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因为信息全透明,互助照料中就不会有为界定权责所
进行的复杂制度设计,就可以做到低成本和低风险,在互助照料中就不会出现其他正规养老机构常
有的道德风险。

以 20 名高龄失能老年人需要照料为例,我们来计算一下老年互助社的收支与“ 道德券冶 。 按

以上三项收入有 48 万元。 现金支出中日常经费 24 万元,工资支出 10 万元,则结余为 14 万元。 这

14 万元只要用于支付参加老年互助社义务劳动的少许补贴和其他杂项开支。 假定照料 20 名高龄
失能老年人,每天需要 5 个低龄老年人参加义务照料,一年下来就需要 1 825 人。 按全村有 200 名
健康低龄老年人来计算,每一年每个低龄老年人平均需要提供 9 天。 就是说,只要每个低龄老年人
每年参加 9 天照料高龄老年人的义务劳动,就可以为互助社提供充沛的照料者。 低龄老年人的义
务劳动还会获得“ 道德券冶 和适当补贴。 在闲暇时间很多的情况下,健康的低龄老年人提供义务劳
动,应该是很轻松的事情。
村庄中建立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受到照料,在村庄熟人社会的日子就过
得还好。 而低龄老年人有劳动能力,与土地结合起来,也几乎在不用国家财政支持的养老保障中过
自己的日子,还过得很好。 这样一来,在村庄中农村老龄化问题就化解于无形。

顺便说一句,老龄化问题其实不是年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当前中国实行男性 60 岁女性 55

岁退休制度,所有正规就业退休以后就可以拿到退休金。 一个社会中,拿退休金人口的比例越大,
这个社会中拿工资人口的比例就会相对较少,劳动人口减少而消费人口增加,整个社会的活力就会
下降。 尤其是中国这样未富先老的国家,随着老龄社会提前到来,劳动人口减少就往往很难为退休
老年人提供可以体面生活的退休金。
实际上,当前中国有两个方面因素使中国可以避免老龄问题,即虽然老龄化了却不是问题。 第

一,随着中国饮食卫生条件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中国人口中超过 60 岁人口占比越来越大,同时,超

过 60 岁人口中身体仍然健康者也越来越多,这些身体健康的 60 岁以上人口仍然可以是劳动力。

第二,中国农村家家户户都有承包地,有住房,有村庄熟人社会的归属。 超过 60 岁在城市再找到就业

机会相对较为困难,且城市生活成本也较高,他们回到农村,与土地结合起来却可以继续作为劳动者,
就不需要拿高额退休金即可以保障相对体面的生活。 甚至劳动本身具有意义感,有乐趣与成就感。
反过来讲,正是农村这条退路,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中国有了应对老龄化的最佳武器。

六、正式养老机构的困境
相较于基于村庄熟人社会的互助养老,正规养老机构具有高成本和高风险的弊病。
高风险就是正规养老机构必须要防范照料老年人时出现的各种意外,从而必须要建立各种设
施,形成各种制度,以规避风险。 在养老机构与老年人以及老年人家属之间就会有复杂的博弈。
高成本是因为正规养老机构必须要具备资质条件,要有正式的护理员和管理机构。 同时,要防
范风险就一定要有更多保险资金的投入。
正规养老机构一般都是建立在非熟人社会中的,非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能仅靠习
惯、人情与信任,而要靠制度。 完全靠收费营运的高风险和高成本商业养老机构,农村失能老人完
全不可能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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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建立的农村福利院主要是照料农村“ 五保冶 老人。 从我们调研来,五保老人很少愿意进入
到脱离村庄的福利院生活,原因是福利院没有自由,没有真正基于关心所提供的服务。 甚至当五保
老人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后,福利院的照料水平很低,虐待也很普遍,原因之一是福利院只有较少护
理人员,以及脱离了村庄熟人社会。 福利院较少护理人员,国家为每位五保老人提供的保障经费有
限,不可能通过正式渠道来雇请较多护理人员。
村庄熟人社会互助养老的好处是,有农村低龄老年人义务参加护理照料,以及村庄熟人社会中
的信息对称,而使村庄养老成本低,效果好。

除了商业性的养老( 基本上只能对应高收入群体) ,政府举办的福利院养老( 基本上对应农村

五保群体) 、干休所( 基本上对应军队干部) 以外,中国主要靠家庭养老。 当前城市化背景下面,农
民家庭客观上存在着普遍的家庭分离,家庭养老就面临着巨大挑战。 虽然仍然会有相当部分农村
老年人要依靠家庭养老,同时也会有越来越多农村老年人难以获得有保障的家庭养老了。 因此,在
中国农村建立互助养老制度就可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政府、社会、企业办养老,成本十分高昂。 一是按市场价雇请护理人员,成本太高;二是养老过
程中出现伤亡意外的风险太大。 武汉市新洲区一村集体办了一个失能老年人照料中心,有一次因
为老人抽烟引发火灾,虽然及时发现,没有造成伤亡,但村支书受此事件惊吓,也不再敢办失能老年
人照料中心了。
高成本与高风险决定了农村养老不能靠政府、社会和市场,也不能仅靠农民家庭,因为子女可
能已经进城去了。 农民养老的办法是让农民互助,政府对农民互助与自治的老年人照料中心进行
补助,这种补助不同于一般的民办公助,而是对互助的补助,对村庄低龄老年人照料高龄老年人的
补助,对低龄老年人义务照料高龄老年人所有时间银行“ 道德券冶 积分的信用背书。

七、老年人协会
与互助养老同等重要并可以相互支持的一个农村老年人组织是老年人协会。
如前已述,当前农业机械化已经普及情况下面,农村老年人种田,精耕细作,都可以种得好,且
每年农忙时间很少,有大量农闲时间。 农闲时间如何过得有质量、有文化、有意义,就成为决定农村
老年人幸福指数高低的基本方面。 决定农闲时间是否有质量的最基本方面是老年人能否组织起
来,有集体的文化活动、社会活动,有倡导,有互助,有相互的关心。
从文化上和社会上将老年人组织起来,一个办法就是建老年人协会,由老年人协会来组织农村老
年人“老有所乐冶,并在此基础上“老有所为冶,并且可以与养老互助的“老有所养冶形成相互支撑。
当前农村组织老年人协会有两个极好的条件:一个就是农村老年人有大量闲暇时间,他们都很

盼望闲暇时间有质量的文化生活;二是农村有很多有闲的“ 负担不重的人冶 ,这些“ 负担不重的人冶

因为子女在外工作有成绩,或自己当过村干部,或见过大世面,而有很强的为村庄老年人提供服务
的意愿与能力,将这两个条件结合起来,只需要一个很小的外在推动。

2012 年以来,笔者在湖北洪湖市和沙洋县四个村倡办的老年人协会,为每个村每年仅提供

5 000 元至 1 万元老年人协会活动经费,并为每个村老年人协会提供( 建设) 了一个 140 m2 的老年
活动中心,结果,四个村老年人协会就一直运转良好,每一届老年人协会会长、副会长和常务理事都
是无报酬的,村庄却有很多“ 负担不重的人冶 愿意来竞争会长、副会长,他们最大的收获就是老有所
为,为老年人服务,受到老年人尊重和村民敬重。 有了外力的推动,希望提高闲暇生活质量的“ 老
有所乐冶 的老年人与希望通过为老年人提供服务而“ 老有所为冶 的“ 负担不重冶 的老年人积极参与,
老年协会延续下来十多年,成为四个村老年人的组织,老年人从老年人协会组织的活动中提高了生
活质量。 有老年人总结成立老年人协会之后的三个改变:时间过得快了,心情舒畅身体变好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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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自杀的老年人少了。 四个村老年人协会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情:第一,除农忙以外,老年人活动
中心每天都开门,日常活动主要是打牌、看电视戏曲、聊天,去老年人活动中心具体做什么是其次,
关键是村庄老年人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随时去随时都很热闹的去处;第二,主持重阳节、春节庆典;
第三,为高龄老年人祝寿庆生,为去世老年人开追悼会;第四,维护老年人的基本权益,看望重病老
年人;第五,评选五好家庭,五好老人和五好儿媳;第六,组织各种文体活动,尤其是主持诸如广场
舞、腰鼓队等等活动。 可以说,只用极少投入与推动,四个村老年人协会就十分有效运转起来,成为
村庄中最为有活力的组织。
老年人协会主要是希望“ 老有所有冶 的老年精英将有“ 老有所乐冶 需求的老年人组织起来,提高
闲暇生活,增加村庄社会资本。 在老年人协会基础上,再建立基于村庄熟人社会的养老互助社,就
可以为农村失去生活自理活力的高龄老年人提供照料,让这些高龄老年人“ 老有所养冶 。 如此一
来,中国农村就可以以很低成本让所有农村老年人有一个较为幸福的老年生活。

八、结束语
未富先老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应对老龄化问题不能照搬照抄所谓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而必须
深入分析中国国情,找到适合中国实际的办法。
中国农村老龄化是中国老龄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农村最大国情就是,中国实行土地集体
所有制,且中国是原住民社会,农民都有世代生活于其中的村庄熟人社会。 土地集体所有制决定了
所有中国农户家庭都有宅基地、住房,都有属于自己的承包地。 村庄熟人社会决定了农民回到村庄
生活是有意义的,落叶归根,身体上、心理上和灵魂上都有安全感。 超过 55 岁,大城市很难再有就
业获利机会,国家又很难提供进城农民在城市体面生活的养老保障,到了一定年龄农民就退回村
庄,与土地结合起来,他们就可以从土地上获得收入,获得就业,获得与农时相一致的生活节奏,获
得意义感,获得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熟人社会的社会关系。 他们大多数时候都在农村生活得
很安逸,有大量闲时间,可以通过老年人协会组织起来“ 老有所乐冶 ,唯一让人担忧的是丧失生活自
理能力以后的日子不好过。 不过,如果国家愿意通过倡办农村养老互助合作社,由村庄低龄老年人
义务照料高龄老年人,就可以大大缓解失能老年人的困境,为所有人的“ 老有所养冶 提供保障。 如
此一来,中国就可能找到完全不同于基于正式制度应对农村老龄化的中国特色互助养老制度,从而
为中国缓解老龄化压力、增加经济发展活力、最终建成发达富裕的社会主义强国提供条件。

How to Deal with Aging in the Rural Areas?
———An Idea about Establishing Rural Mutual Support
HE Xuefeng
Abstract摇 The key to aging problem is the system rather than the age. There are two advantages of dealing with rural aging

in China currently: the rural collective land system and the village acquaintances community. Based on the rural collective
land system, the elderly agriculture can be made by combining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with land. In addition, by taking
advantages of mutual support in the village acquaintances community and necessary subsidies from the nation, the rural ag鄄

ing problem may be solved effectivel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pose an idea of establishing mutual support on the basis of
the elderly agriculture and the village acquaintances community.

Keywords摇 Aging in the rural areas; Mutual support; The elderly agriculture; Disabled peo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