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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矛盾突出，家庭养老功能被分化，老年人被边
缘化现象严重，亟待社区等社会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对养老服务进行支持。如何解决养老服务供给不足，
开发“银发浪潮”人力资源，杜绝“废物式”养老倾向，成为当前养老服务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代际互
助理论的支持下，国际上进行了老幼复合社区的研究与实践，为我国社区养老服务提供了新路径。基于
以上背景，本文依托增能理论，阐述老幼复合社区对老年人的积极影响，总结国际上老幼复合社区的实
践经验，分析我国推行老幼复合模式的阻碍因素，对我国老幼复合社区建设和发展提出建议，以促进社
区养老服务的发展，推动老年人实现成功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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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my country’s aging degre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aged-care services in our country is prominent; the family support functions are divided;
and the elderly are seriously marginalize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community and other so文章引用: 柳汀, 韩振燕. 老幼复合模式下社区养老服务探究[J]. 老龄化研究, 2020, 7(3): 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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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l elderly service providers to support them. How to solve the insufficient supply of aged-care
services, develop the “silver wave” human resources, and eliminate the tendency of “waste-style”
elderly car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goals of the current aged-care service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theory of intergenerational mutual assistanc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elderly and children
composite communit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ternationally, which has provided a new path for
the Chinese community aged-care services. Based on the above background, this article relies on
the empowerment theory to explain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elderly and children compound
community on the elderly, summarizes the international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elderly and
children compound community, analyzes the obstacle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odel of elderly and children composite communities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lderly and children composite communities in China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aged-care services and promote the successful aging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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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缘起与综述
费孝通认为，我国在解决养老问题上采用的是不同于西方“接力模式”的“反馈模式”，其体现了
家庭内依托血缘关系的代际互动支持[1]。代际互助指的是不同年龄阶段个人或群体间的人为联系，其强
调家庭成员或社会代际群体间的互动与连结，并包含了行为与情感两方面内容[2]。代际互助可以充分调
动不同群体的资源进行互补，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实现代际群体的资源互补。代际互助在养老服务中
的应用可以实现老年人精神和生活的获得感和满足感，积极开发老年人人资资源，保障老年人的可行能
力的维持巩固以及幸福感和尊严的维护，推动老年人实现成功老化。
蔡驎提出，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会使得传统型代际连带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产生改变[3]。从家
庭层面分析，我国家庭结构大多为“421”甚至“4421”结构，呈现出核心化、小型化的中心汇聚的特点，
家庭养老功能由生活照料功能逐步分化为经济支持功能[4]，在家庭养老中子女的生活照料和日常互动角
色逐渐缺位，空巢老人数量逐步增多，老年人家庭内部的代际联系被割裂。从社会层面分析，老年人与
其他年龄群体间的年龄差异导致互动意愿不强，其生活作息和生活节奏与其他年龄群体的矛盾也减少了
代际互动机会，并且在差序格局的影响下，老年人与社会其他年龄群体之间还缺少互动媒介和社会网络。
此外，社会上的养老服务和养老观念有“废物式”养老的倾向，社会以及老年人自身忽视了老年人群体
蕴含的巨大人力资源价值和社会参与能力。受上述因素影响，老年人被排除在社会互动之外，缺少与其
他年龄群体的代际互动，使得多代之间积极互动减少，关系疏远甚至产生负面印象，对我国老年人主体
参与代际互助产生阻碍。
社区代际互助将家庭代际互助的血缘关系延展到地缘、业缘关系，从而将养老服务在空间上进行了
有效拓展。老幼复合社区是在有限的社区空间内，将养老设施与儿童设施进行复合构成了具有多功能性、
复合性、代际交流和互助社区平台，是老年人实现在社区内参与代际互助、享受社区养老服务的重要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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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媒介。上述的代际互助困境便可以通过老幼复合社区这一平台媒介进行解决。老年人与不同世代间的
互助扎根所在社区，在熟悉场域空间内借助一定平台，通过自助、互助、共助、公助等形式，确保其独
立性、归属感和社会参与持续性，从而实现长者在地成功老化[5]。老幼复合形式涵括养老机构与幼儿园
复合、老幼与残障人士复合等多种形式，本文所探讨的老幼复合社区是将社区老年人活动中心或老年服
务驿站与幼儿园进行复合的形式。

2. 增能视角下老幼复合社区对老年人积极影响
增能是指个人在与他人及环境的积极互动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对生活空间的掌控能力和自信心，以
及促进环境资源和机会的运用，以进一步帮助个人获得更多能力的过程[6]。当前老年人负向的自我评价，
在外在互动过程中的负面经验以及难以有效参与社会互动的环境障碍减弱了其社会参与的意愿和能力，
老年人难以有效参与代际互助。而老幼复合社区能够从个人层次、人际层次和环境层次对老年人群体的
认同感和自尊、社会互动和参与、人力资源开发产生正向影响。
在个人层次方面，老幼复合社区促进老年人认同感和自尊。老幼复合社区是老幼群体在其熟悉的社
区内参与社会活动的公共平台，地理位置上与老友群体的生活场所息息相关，互动空间熟悉，社会关系
网络密集，因而避免老年人在进行社会互动产生无力感，从而引导其有效地参与老幼复合社区的活动。
在代际互助过程中，老年人在与儿童一代群体进行互动时可以获得对自身认同感和满足感的乐趣。老年
人通过对孩子进行经验分享、技能传授等活动，使得老年人感觉自身有能力去影响或帮助他人，以此激
发其对自我个人价值的认知和认同，改变其长期处于“缺乏能力”认知的状态。此外，老年人通过看护
孩子、陪伴孩子玩耍等活动，能够减少孤独感，增强其社会参与和互动的意愿，在其参与到老有所为和
老有所学的实践中时，达到改善其生理和心理的目的。根据调查显示，身体素质较弱或性情孤僻的老年
人在与孩子的互动中心理愉悦、生理得到恢复的实例非常多见[7]。
在人际层次方面，老幼复合社区促进老年人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参与。在社区活动中老年人可以与其
他老年人进行交流，一定程度上满足其交流等精神需求，而在老幼复合社区中，除了可以与同年龄成员
进行互动外，老年人还可以与孩子建构协同的伙伴关系。在不同世代群体间的真实互动中可以消除其他
年龄群体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和过去未深入了解老年人而产生的主观误解印象，消除诸如“代沟”等年
龄歧视，增进不同世代群体间的沟通理解，弥合分歧，增强对老年人群体的理解认同，有助于避免老年
人被其他年龄群体在社会互动中排斥，帮助老年人构建更加密集的社会关系网络，促进老年人依托人际
网络更好地融入社会、积极参与社会互动。
在环境层次方面，老幼复合社区对老年人人力资源开发具有积极影响。老年人在老幼复合社区通过
讲座、技能传授等特殊互动和看护、陪伴等普适参与，可以实现老年人人力资源的开发。例如在老幼复
合社区中就可以进行“老幼共同上下学”的项目实践，通过老年人学习活动中心与幼儿园的复合，可以
让孩子的祖辈对孩子进行上下接送和照看，不仅促进了老幼两代人的交流，而且有效开发了老年人的人
力资源，节省了看护等资源成本。老幼复合社区作为老年人进行社会参与的重要空间媒介，能够通过改
变不利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环境，消解社会认知偏见，鼓励老年人积极地参与代际互助，为老年人自信、
自尊建设和提升提供平台环境。此外，老幼复合社区还可以让“孝”文化从家庭拓展到社区，从而构建
老年人更易参与的尊老、敬老、爱老的良好社会环境。

3. 国外老幼复合社区经验借鉴
国际上各国在社区代际互助方面进行了许多形式的实践，在老幼复合社区建设实践方面，德国的多
代屋项目和日本的护养院项目最为典型，为我国建设老幼复合社区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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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德国多代屋
多代屋(Mehrgenerationshäuse)是为不同世代人群构建参与机会和互助平台，并鼓励代际互助的公共
活动空间[8]。德国为打破家庭界限、实现邻里代际互助，于 2006 年推行多代屋项目，由地方政府、非营
利组织和教会多方运营。德国的多代屋项目进行了两个阶段的建设(表 1)，第一个阶段强调提供多代群体
活动空间，倡导代际互助，而第二个阶段将第一阶段的实践进行精确化，重心为老年人护理和志愿服务，
关注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情况。
Table1. Phase content of the German multi-generation house project [9]
表 1. 德国多代屋项目阶段内容[9]
多代屋 1 期

多代屋 2 期

四个年龄段人群共处

老年人护理

提供适合多代人活动

文化融合教育

信息和服务重心

志愿服务

日间活动中心

提供家庭相关服务

德国是欧洲老龄化现象严重的国家，养老院数量较多，因而在推行老幼复合社区时鼓励地方将幼
儿园在养老院旁建设，逐步形成多代屋。第一阶段多代屋重视开放地参与互动机会，为老年人社会参
与和代际互助提供空间和机会，随后多代屋更加重视基于这个开放互动平台而产生的“附加”服务，
例如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和照料护理的参与功能、老年人指导其他年龄群体发展的发展功能以及社区维
护和组织活动的管理功能，多代屋成为老年人进行社会参与和享受养老服务的社会网络枢纽之一。在
参与方面，多代屋充分考量老年人群体进行社会参与的意愿，提供了“缓冲区域”供其与他人进行视
线交流，老年人将根据自己观察决定是否走出“缓冲区域”进入交流互动的“复合功能区”。在发展
方面，多代屋注重搭建需求与被需求的连接平台，发挥老年人的经验优势和年轻人的学习优势，倡导
信息代际间的双向流动。老年人可以依托自身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技能指导年轻人，而年轻人可以凭
借快速的学习能力教授老年人新技术甚至陪伴老年人参观。交流双方通过代际间的互助均得到发展，
让各个年龄群体的成员都能展现自身价值。在管理方面，在多代屋的老年人不仅是社区居民，也扮演
着社区事务管理与活动组织的角色。老年人根据个人意愿承担相应的社区职责义务，积极参与社区的
日常管理和维护，组织开展社区活动，从而使得老年人“有事可做”，实现老年人人力资源开发，弥
补社区人力、资源不足的情况。

3.2. 日本护养院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开始推行老幼复合设施，并着重强调其老幼复合的空间合理性和舒适性。日本
的复合设施建设具有多种不同形式的实践，有将老年和儿童双方休闲活动服务复合的“老幼活动中心”，
有在老年人公租房或老年社区中建设幼儿园等实践。而日本最为典型的老幼复合模式是依托社区教育场
所幼儿园进行养老设施复合的护养院。
日本护养院将幼儿园与老人院布置在同一空间，在空间内设置除了专属于幼儿园的儿童活动空间、
专属于老人院的老年人活动空间外，对二者的活动区域进行了“重叠复合”，形成公共复合区，并且考
虑到老人的交际意愿和环境需要，还为老年人设置了紧邻公共复合区的缓冲区，老年人可以在缓冲区透
过玻璃或者高度差异进行观察以决定是否进入公共复合区进行互动。日本在老幼复合建设中的空间设置，
成功整合了空间资源，节约了土地、人力等资源，并且通过空间区域分割设置实现了老幼群体之间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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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调，更好地促进代际互助与个人生活的和谐。例如日本东京都幸朋苑护养院，其在进行复合过程中
依据楼层对老年人和儿童的活动区域进行区别分割，以便于老年人和儿童既能进行代际互动，也能保障
足够的舒适活动环境。幸朋苑护养院为老年人设有与儿童互动的复合区域和缓冲区域，主要空间布局在
二层，以此保障老年人在一层时与儿童互动和在二层是进行安静的休息环境，并且老人院的二层区域可
以观察到户外活动的儿童，极大地缓解了老年人的孤独感。此外根据调查发现，儿童在护养院外也与老
年人保持交往，甚至在长大离开幼儿园后仍会维持与他所熟悉老人的交往[10]。

4. 建议
老幼复合社区不是社区中的孤岛，从德国的多代屋项目和日本的护养院项目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
老幼复合社区是立足代际互助的现实需求，兼顾需要照顾和发展的老幼两个群体而提供支持的有效途径，
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潜力。我国国内对于老幼复合社区的实践已经在部分城市进行了尝试，例如福建
省的“幼儿园–养老院”共建项目，但受到“九龙治水”、社区失活、社会刻板观念以及相关人才稀缺
等因素的影响，项目进展不佳。针对我国老幼复合社区发展面临的困境，笔者认为应当通过政策引导、
多元参与、人才培养、加强宣传、整合完善、便捷可达等举措推动我国老幼复合社区的建设和发展，进
而为我国社区养老服务提供新的路径选择，让老年人不仅具有物质生活基本保障的同时，还能够满足老
年人的参与、享受和发展的需求，让老年人真正参与社会养老服务，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
安，从而推动成功老化的实现。

4.1. 政策引导
政府需要明确老幼复合社区的性质和责任主体，实现及时、到位、协调、统一的审批和监管，搭建
官方平台，确保老幼复合社区项目的落地和推广。同时应当注重在法律层面的保障，应当尽快健全相应
法律法规，保障老幼复合社区的有法可依。政府通过法律和政策的指导保障，辅之以专项财政资金支持，
才能保证老幼复合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此外，在老幼复合社区运营过程中，政府还可以引导社区其他服
务发挥资源调度、优势互补的功能，从而更好地推动代际互助功能的实现。

4.2. 多元参与
在参与主体方面，老幼复合社区应当在地方政府、市场企业、社会非营利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下进行建设发展。政府和社区主导老幼设施的复合，搭建代际互助的平台空间，通过放宽市场准入、财
政补贴、简化审批等引导企业、非盈利企业、公益志愿组织等市场、社会组织发挥自身作用，激活老幼
复合社区的功能运转和人员参与，实现持续性的代际互助。此外，应当充分发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老幼
复合社区的科学建设以及评估考核的专业性、科学性和客观性。在老幼复合社区建设时要总结日本护养
院经验，对潜在问题进行及时调整，确保老幼复合设施布局合理，有效确保老年人和儿童单独的私密空
间和有缓冲和复合的公共空间。此外，应当参考养老机构评级制度，对老幼复合社区进行分级评分考核，
依托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客观公正，对社区的老幼复合的环境、运营和使用效率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分，
最后得出相应地等级，以具体的等级来向社会展示其运营情况并依据此申请补贴，从而督促老幼复合社
区的完善和活力。
在服务内容方面，老幼复合社区应当充当服务平台“端口”，因地制宜嵌入更加多元的服务，例如
在高龄老年人比例较大的社区的老幼设施复合中嵌入老年人康养、老年人临终关怀等服务。通过老幼复
合“端口”因地制宜嵌入不同服务，可以形成以老幼复合服务点为节点，节点之间进行串联覆盖的社区
服务网络，从而实现社区服务网络的全覆盖，便捷各个群体进行社会参与和服务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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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人才培养
在人才数量方面，应当加大对于养老服务和托幼服务人才培养，推动护理专业人才复合发展。当前
老幼复合服务的服务人员培养发展的关键核心是需要提高其收入待遇、加强人员的心理疏导、提高相关
人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养老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多为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中老年人员，从事的护理工作
劳动强度大，频率高，劳动薪酬与工作内容不对等，且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空间进行服务工作，容易产
生心理问题。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养老服务的服务人员长期处于被“污名化”的状态，职业受人歧视，
社会地位低。因此，应当对从业人员采取福利补贴、定期心理疏导、“护理员”更名为“护理师”等积
极宣传的方式而保留和扩充人才数量。
在人才质量方面，可以建立职业等级评价体系、开设非全日制职业培训学校。老幼复合社区相关的
服务人才存在缺口的同时，应当注意到服务人员的素质和服务质量问题。如上文所述，老幼复合社区的
服务人员需要同时掌握托幼护老的知识技能，这对从业人员提出了较大的挑战。因而可以建设相关的非
全日制职业培训学校，进行有针对性地学习，考试通过后持证上岗。并且应当设置职业等级考评机制，
进行周期性考核，发挥模范效应，激励从业者不断充实、完善和提高职业知识技能，从而提高服务质量。

4.4. 加强宣传
在老幼复合社区项目进行建设推广时，应当发挥新闻媒体等传播媒介的作用，通过新闻报道、纪录
片、宣传册等形式对老幼复合社区进行普及宣传，以达到消除各个年龄群体对老年人的误解歧视，提高
参与社区服务积极性，消除代际互动的抵触心理等目的。同时，也应当避免负面事件经媒体“放大效应”
而形成的恐慌抵触情绪，加强宣传引导，以达到老幼复合社区的有序发展和有效使用。

4.5. 整合完善
老幼复合社区应当注重外部空间的整合和内部空间的完善。老幼复合设施要与社区配套的基础设施
进行整合。从德国的多代屋项目可以看出，老幼复合社区在复合抚幼护老、代际互助的功能之外，还整
合了社区的信息服务和社区活动功能，并利用所拥有的资源对社区进行了空间服务支持的反馈。例如可
以在公共复合区闲置时发挥其空间资源，举办社区活动，吸引社区居民参与，为不同年龄群体提供更多
的互动机会，增进彼此间交流了解，提高老幼复合社区的空间使用率。老幼复合社区内部空间的完善方
面，应当借鉴日本护养院的实践经验，在内部空间的布局方面要充分考量老年人和儿童被服务人群的行
为和需求，对设施进行适老化、护幼的改造的同时，也要方便其他社区居民群体前来进行活动的便捷性、
舒适性，建成适宜全年龄人群进行社会参与和代际互动的场所。

4.6. 便捷可达
老幼复合设施的选址要充分考量老年人和儿童群体的可达性。可达性受建设规模、目标群体到达距
离、范围内目标群体数量等因素的影响。在老幼复合社区进行建设时应当借鉴“5 分钟生命快速通道”、
“一公里为老服务圈”等实践项目的经验，对覆盖范围内的老年人和儿童需求进行科学计算，将使用率
高的服务供给设置在目标群体密度区域的中心区域，确保每各成员能够便捷享受社区服务，确保服务供
给端和需求端的相对平衡，为代际互助提供便捷环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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