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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城市社区的老年人“脱嵌”于工作单位与传统家庭，却未能嵌入到作为生活共

同体的社区之中，进而造成了身份与认同层面的转变与落差，急需精神层面的慰藉。 而

“文化养老”以其特有的方式为这一困境的突围提供了一个突破口。 调查分析发现，通过

空间营造、组织建构和活动开展三个维度的“文化养老”实践的实质就在于通过“精神嵌

入”来实现对老年人的改造，进而达到挽救老年人“脱嵌”危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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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背景下的城市社区文化养老
———基于武汉市 F 社区的调查与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 体现传

统价值观念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以及社会

结构日渐分裂、解体，个体在这样的时代剧变

中既追求着“人的解放”，也在这解放的过程

中经历着变革带来的个体化阵痛。其中，老年

人所遭受的变革阵痛更甚。 当前老年人的物

质需求基本得到保障，虽衣食无虞，却精神落

寞，存在危机，急需获得精神层面的慰藉。 而

且， 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也使这一问

题更具普遍性与社会性。 “文化养老”能够以

文化的特有方式给予老年人精神层面的慰藉

和关怀，具备挽救老年人精神危机的可能性。
因此， 本文在以个体化理论为基础阐明文化

养老的缘起的前提条件下， 通过对调研掌握

的城市社区文化养老经验素材进行系统地分

析阐释，力图为“文化养老”的理论阐释和我

国现实的养老问题解决贡献一份思考。

一、“脱嵌” 的老年人：“文化
养老”的缘起

“脱嵌”是老年人遭受社会变革阵痛的表

征。所谓“脱嵌”，即意味着个体从传统的社会

结构、规范、关联以及生活方式中脱离出来。
滕尼斯在分析共同体向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就

具备了“脱嵌”的意味，他指出个人从“遵从生

命的统一原则”的本质意志转变为“旨在构建

和实现目的与手段的相互关系”的选择意志［1］，
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天生的以及从祖先那里

继承的经历、思维与行为方式，处于一种相互

分离、互有界限的紧张状态之中。 乌尔里希·
贝克则进一步将“脱嵌”置于其个体化理论的

系统阐释之中。 贝克认为存在三个维度的个

体化，即解放的维度、去魅的维度和重新整合

88- -



2017 年第 5 期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

的维度。 ［2］其中，解放的维度强调对于传统的脱离，
去魅的维度则强调源自传统的稳定性与安全感的

丧失，而重新整合的维度则是在前两者“解传统化”［3］

的基础上重新植入新形式的社会义务。 齐格蒙特·
鲍曼也有相似论述，他认为个体化在某种程度上也

意味着个人“责任者”身份的强化，现代社会结构会

迫使个体承担行为的后果（副作用）。 ［4］这就说明，个

体为获得自由而从社会羁绊中“脱嵌”而出的过程，
而这些社会羁绊则极有可能是来自业已存在的文

化价值、社会关联或者生活方式之中，因此这种从

羁绊中“脱嵌”而出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自由。而且，
个体在获得解放的同时也意味着传统纽带赋予的

安全感与归属感日渐弱化，以往的稳定性渐渐丧失

而社会风险陡然增加。 因此，个体化的过程必然要

求一个重新整合的维度，个体要承担一种新形式的

社会义务来换取社会规则赋予的相对自由。
由此可见，个体化有两个方面的意涵。 一方面

是个体从羁绊中“脱嵌”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获得自

主性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不确定性与社会风险。 故

此，另一方面个体化也意味着个体通过“再嵌入”的

形式重新获得形式的社会庇护。当然，个体“再嵌入”
的过程并非重新回到旧有的羁绊中，而是在新的社

会结构中寻求制度的保障。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的老年人就面临着“脱嵌”

危机，在脱离于曾经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同时却无力

缔结新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处于一种失落的原子化

个体状态。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处于社会中的个

体在获得自主性的同时往往也会遭遇到源自新型

社会结构的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 个体与传统的价

值观念的联系越来越微弱，碎片化的个体经验越来

越不足以支撑其寻求生活的意义、 生命的真谛，或

陷入到孤独冷漠的生存境地，或沦为物质主义的金

钱奴役。 而且，相对于一般的个体而言，老年人在转

型过程中处于一种更加危险的境地。 经年累月的积

淀早已固化了老年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生活方式以

及价值观念，使得被迫转型的老年人难以适应新的

社会状况，无法在新的社会生活中找到新的精神寄

托。 而且，日益衰落的身体也将加剧这样一种社会

转变的落差。 因此，处于人生夕阳阶段的老年人的

“脱嵌”还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尤为需要得到国家和

社会的关注。
自工作岗位的“脱嵌”，就是城市社区老年人遭

受社会变革的具体表征。 他们的“脱嵌”问题主要表

现在人际关系、社会活动以及文化符号方面。 退休，
便意味着个体从曾经的工作关系中被抽离出来，通

过工作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也会随着个体的抽离

而渐渐萎缩， 个人的社会交际范围越来越狭小。 随

着人际关系的弱化，个体越来越多地置身于私人领

域，而不可能再通过工作关系而参与到各种形式丰

富的社会活动中去。 此外， 退休还意味着文化符号

的隔膜。 退休之后有可能就离开了占据一半人生历

程的场阈，这也就割断了来自工作岗位的文化联系。
而且，如今的老年人大多都曾经历过集体化时代，相

较于记忆深处的集体的“狂欢”，如今的生活状况更

显落寞。 虽处身于人群集合的社区， 孱弱的肉体却

被纵横交错的钢筋水泥墙分隔在一个个独立的格

子空间之中，个人与社会的精神联系也这这种物理

的隔膜中渐渐生出嫌隙。
同样地，自传统家庭模式的“脱嵌”也是城市社

区老年人遭受社会变革的表征。 社会学家划分的传

统家庭模式，无论是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还是扩大家

庭， 子女都与父母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父母在含辛

茹苦地抚育他们的孩子们成长的同时也能够收获

到来自孩子们的陪伴， 以及共同生活的精神慰藉。
然而在个体化背景下，个体的独立性得以相当程度

的彰显，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一辈都越来越多地、或

主动或被动地选择独立居住。 个体化重新塑造了家

庭结构。 传统家庭模式， 那些传统社会中几世同堂

的大家庭在个体化的过程中已日渐解体，变得日益

“扁平化”。 一般情况下，子女基于学习、工作或新的

小家庭的需要，往往告别年老的父母，独立居住；而

老一辈也更愿意独立居住，既是为了坚守自己多年

的生活习惯，也是为了避免与子女共居的不便与烦

劳。由此，老年人就自传统家庭模式“脱嵌”而出，“一

种新的家庭理想已初具雏形”［5］。 但是，“脱嵌”而出

的老年人在收获个体化的自由的同时也正在遭受

着个体化带来的孤独寂寞，“空巢老人”也由此产生。
单调的生活，使处于人生暮年的老人对于子孙膝下

承欢的期盼更为渴望， 内心的孤独情绪无以排遣。
面对这样的境遇，老年夫妇相互为伴，互为慰藉还能

勉强度日，一旦配偶先行离世，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必

然引发身体的疾病，摧枯拉朽地毁灭孱弱的生命。
然而，社区并不能恰当地承担起挽救老年人“脱

嵌”危机的重担，无力支持老年人的“再嵌入”的过

程。 社区，作为应然意义层面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客

观上应该承担起社区“脱嵌”老年人“再嵌入”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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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将处于个体化状态的老年人重新集聚起来，并

为其提供老年人精神疗养的可靠港湾。 社区应该承

担起对养老的社会责任。 然而，我国的社区往往并

不是一个个紧密的生活共同体，而是行政区划的基

层治理单元。 换言之，当前的城市社区基于我国特

殊的制度环境，具备较强的行政性，其社区自治组

织的日常工作往往也是承接各基层政府部门的行

政任务， 而无暇顾及社区内部生活共同体的营造。
因此，刘少杰将我国城市社区界定为“特定场阈中

存在的社会”［6］，既没有滕尼斯笔下的“共同体”那样

天然融洽的熟人关系，也不如其形容的“社会”那样

广阔无垠，没有明显的区域边界。 而且，他相信社会

的职业群体在社区处于不在场的边缘状态，老年人

却是对社区依赖度较高的群体之一。 然而，事实并

非如此。 城市社区基于其居间性质和模糊的功能定

位并不能给予老年人重新整合的良好平台。 自工作

单位与传统家庭“脱嵌”的老年人并不能无缝衔接

地“再嵌入”到社区之中，更不能在社区之中找到其

精神的依托。 换言之，老年人即使是身处社区，也难

以感受到社区慰藉心灵的温暖。 就这样，历经社会

转型与个人生活变轨的老年人在“脱嵌”的同时并

不能以“再嵌入”的形式获得社会的庇护，进而形成

巨大的心理落差并由此导致愈发深重的养老精神

危机。
“文化养老”便是基于老年人“脱嵌”危机和社区

建设现实困境而作出的选择与努力。 正如前文所

言，个体化既体现出“脱嵌”的意涵，同时也强调个体

在获得自主性过程中存在社会风险而寻求 “再嵌

入”以获得社会庇护的过程。 因此，须将“文化养老”
纳入社区建设的范畴中来，并将其作为重新整合个

体化的老年人的重要手段。 “文化养老”以其特有方

式能够满足社区的要求，帮助处于个体化状态的老

年人重新建构起新的社会关联，并在建构社会关联

的基础之上弥合其在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的价值裂

缝、滋养其封闭而孤寂的精神，为突围我国养老问

题困境提供一个突破口。

二、“再嵌入” 的老年人：“文化养

老”及其实践

（一）何谓“文化养老”
当前，学界对于“文化养老”的解读大体可以分

为两种。 一种是从我国传统的养老文化渊源分析来

强调养老价值的人文关怀。 如穆光宗就将传统的养

老文化纳入到“文化养老”的阐述中，强调“孝养”对

于保障老年人精神健康与养老质量的意义。 ［7］徐娜

娜则认为“文化养老”是传统养老文化精髓与现代人

文精神的有机结合，强调传统宗族文化对于“文化养

老”的影响。 ［8］另一种则从当前我国养老问题的具体

实践出发来强调文化养老的精神慰藉目的。 如唐晓

英则主张分别从政府与社会层面、社区层面以及服

务主体层面来抓好社区文化养老方式的实施。 ［9］方

巍则基于社会福利的视野探讨政府文化养老政策

倾向问题以及文化养老的公共服务内容与水平。 ［10］

然而，前者注意到“文化养老”在文化层面的分析，却

将研究视角局限在传统的孝文化这一具体表征之

上，未能在文化之于养老问题的价值与功能的高度

来审视；后者关注到“文化养老”在精神慰藉上的实

践，却将行文重点着墨在政府、社区及个人等多主体

的具体操作上，未能与老年人渴望精神慰藉的社会

根源探究相联系。
因此，本文将“文化养老”界定为在个体化的背

景下，凭借文化的特定功能与价值将“脱嵌”的老年

人聚集起来并满足其精神需求以达到“再嵌入”目的

的养老服务理念与方式。 这一界定强调将 “文化养

老”置于老年人个体化的特殊语境之下，既能够体现

老年人渴望精神慰藉的社会根源，也能够针对其精

神慰藉需求来体现文化的价值与功能。 具体而言，
文化一方面能聚合个体，特别是公共文化，能够起到

吸纳参与的作用。 因此，“文化养老” 则必然强调文

化的聚合功能，即以文化为工具，在特定空间的基础

上将老年人集合到一定形式的组织之中，以文化活

动的形式来促进处于原子化个体状态的老年人重

新建立社会关联，进而使老年人摆脱个体化的“脱

嵌”状态。另一方面，文化能够滋养精神，特别是积极

文化，能够针对“脱嵌”的老年人，使其在潜移默化地

文化接触过程中达到转变思想、振奋精神的治理目

标，体现文化本身的价值。 因此，“文化养老”不仅是

在形式上使“脱嵌”的老年人重新聚合起来，还通过

精神赡养的方式使其摆脱精神的困境，将其断裂的

价值重新整合起来，在人生的夕阳阶段同样能够燃

起蓬勃的生命之光。 这里说的精神赡养， 是相对于

物质层面的赡养而言的，更多地意味着对老年人精

神生活的关注。
需要强调的是，“文化养老”并没有脱离“社区养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调查与研究

90- -



2017 年第 5 期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

老”的概念范畴。 所谓“社区养老”，是介于家庭养老

与社会养老之间的一种养老方式， 以社区为载体，
既不脱离家庭养老的熟悉环境，也不拒接社会机构

对于养老服务的介入。 文化作为相对抽象的存在并

不能为养老服务提供实体性的、 物质性的支撑，而

只能作为一种“软件”来提升养老服务的品质与效

果。 而且，社区的行政色彩日趋浓厚，难以发挥其作

为生活共同体的相关功能，故而泛化的“社区养老”
难以推进老年人的“再嵌入”，达到挽救老年人“脱

嵌”危机的目的。 因此，对于“文化养老”理念的强调

须置于“社区养老”的概念范畴之中，并突出文化对

于挽救老年人“脱嵌”危机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本文

关注的社区文化养老，正是契合以上论述意义的概

念，其作为社区养老的一种特殊方式，强调凭借公

共文化来聚集和组织处于游离状态的老年人，并以

积极文化直抵到老年人心灵深处，给予其温暖和煦

地精神慰藉。
（二）以“文化养老”的方式“再嵌入”
那么，社区文化养老如何以“文化养老”的方式

进行“再嵌入”呢？ 本文将结合武汉市 F 社区的实践

经验进行阐述。 F 社区处于城市核心区域，属于典型

的城市社区。 而且， 该社区有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

600 余人，约占社区总人口的 10%，与联合国划定老

年型国家的人口结构比相近，可以作为研究的典型

案例。 通过调研发现，该社区主要将“文化养老”理

念具化为空间、组织与活动三个维度来推进老年人

的“再嵌入”。
1.“再嵌入”的空间承载。 空间，是城市社区进行

“文化养老”的前提与基础，老年人的“再嵌入”需要

特定的空间以作承载。 但空间并不仅仅意味着物理

空间，还包括人与人在物理空间交往基础上形成的

集中体现文化意义的社会空间以及与现实空间交

叉重叠的网络虚拟空间。
“脱嵌”的老年人首先必须依托于一定的物理

空间， 分散的个体才能从形态上聚合成一个有机

体。 因此，F 社区给老年人提供了多类型、多功能的

活动空间，包括图书室、舞蹈室、练歌房等，以作为他

们的聚集点，供他们寻找志同道合的“老友”。 就这

样，基于公共的物理空间，“脱嵌”的老年人得以走出

封闭、狭小的私人空间，尝试着重新建构新的社会

关联。 同时，空间作为承载基础还体现出特定的文

化内涵与意义，展现出其社会空间的一面。 例如，F
社区的养老服务场就十分注意积极养老文化的传

递，采取多种形式激励老年人要树立积极的养老观

念。 除了现实空间，虚拟的网络空间对于老年人“再

嵌入”也发挥着相应地作用。 F 社区深刻意识到了这

一点，多次组织大学生志愿者给老年人教授基本的

电脑与智能手机操作知识，并建立了涵盖社区老年

人的微信群，方便老年人之间的线上及时交流，增强

老年人之间的熟识程度，拉近心理距离。 同时，社区

的社会工作人员也会经常分享一些正能量的信息，
帮助老年人树立积极生活的信念。 而且， 微信群也

可以作为老年人发布求助信息的平台。
2.“再嵌入”的组织凝聚。 组织，是城市社区进行

“文化养老”的重要主体，老年人的“再嵌入”需要以

组织的形式进行凝聚。 要想促使“脱嵌”的老年人重

新融入社区，就需要以兴趣爱好为激发动力，支持处

于游离状态的老年人组建各种感兴趣的文艺组织，
然后再凭借这些兴趣小组的凝聚作用来吸引更多

的老年人参与，渐渐形成多个积极活泼的组织集团

体，进而达到老年人“再嵌入”的目的。 F 社区存在着

不同类型的组织，都在积极地吸纳“脱嵌”的老年人，
力争将其整合到一个群体之中，并通过群体的力量

来抚疗个体的精神之殇。 “恋艺回春”艺术团就是该

社区典型的组织形式之一。 当初建立艺术团的目的

仅仅只是为了方便社区十余名老人能够长期性的

跳广场舞，锻炼身体。 后来在社区的支持下，规模日

渐壮大，形成了包括日常健身的广场舞队、节庆惠民

演出的歌舞队、以及热爱时尚的模特队等多支队伍。
就这样，走出封闭狭小的私人空间的老年人可以在

组织团体的参与过程中发挥所长，交流与学习相关

兴趣爱好，以新的精神寄托来弥合断裂的价值链，重

新树立积极的价值观念。
3.“再嵌入”的活动开展。 活动，是城市社区进行

“文化养老”的主要形式，老年人的“再嵌入”需要丰

富多元的活动才能得以具体展开。 只有通过丰富多

彩的“文化养老”活动，切实满足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需求，“再嵌入”工作才能真正落地。 F 社区的文化活

动一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社区内部的常规

文化活动， 另一类则是社区外的非常规文化活动。
社区内的文化活动通常由社区工作人员以及社区

文化骨干发起，规模不大，但是却能够相对持久地坚

持下去，也能够使社区内部的绝大部分老年人参与

进来并收获健康与快乐， 属于大众娱乐性质。 另一

类文化活动则更多地是由基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

发起，规模大、形式正规，却不能使所有个体化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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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参与其中，往往只能吸纳部分文艺骨干参与其

中。 而且，这类活动往往具有一定的时限，不可能长

期持续下去。 诸如文艺培训、比赛以及惠民演出都

属于这一类活动，其目的在于凭借巨大的影响力来

吸纳更多的原子化个体，以促进常规性的“文化养

老”活动展开。 两类文化活动相辅相成，得以促进该

社区文化活动的丰富发展以及“文化养老”服务工

作的蓬勃展开。

三、“精神嵌入”：“文化养老”的关键

总的看来，无论是通过空间、组织还是活动的

维度来推进老年人的“再嵌入”，都是围绕老年人这

一行为主体所展开的。 老年人的“脱嵌”危机具体表

现为作为个体的老年人在社会剧变过程中产生的

精神危机。 因此，致力于挽救老年人精神危机的“文

化养老”就必须回归到人本身，以“精神嵌入”的方式

来起到改造老年人的目的。 这也就意味着，“精神嵌

入”是“文化养老”的关键所在。
那么，应该如何以“精神嵌入”的方式改造老年

人，践行社区文化养老工作呢？
首先，需要把握“精神嵌入”的契机，以文化需求

的满足来激发老年人的积极参与。 引导老年人参与

公共生活是改造老年人的首要前提。 F 社区之所以

能够将老年人聚集起来，并以此吸纳更多的老年人

参与其中共同活动，原因就在于文化空间、文艺组

织以及文化活动等形式能够契合老年人的志趣，也

符合老年人的文化需求。 这一点至关重要，倘若不

能满足“脱嵌”老年人的文化志趣和文化需求，根本

不可能将相互隔绝的个体化的老年人聚集起来，那

么社区也依旧只是一个提供稳定住宿的陌生场阈

而非熟人社会。社区“文化养老”也就沦为一句口号。
事实上，文化志趣与文化需求的满足是相当好的契

机，只有基于社区老年人共同的兴趣关注，社区居

民之间才能相互熟识，建立合作关系，推进行政型

社区向共同体的转变。
其次，需要明确“精神嵌入”的情感支撑，以文化

认同来构建老年人的社区归属感。 社区文化建构是

改造老年人的重要手段。 只有建立社区认同感与归

属感，“脱嵌”的老年人才能够走出私性的狭小的个

人空间，重新建立与他人、社会团体的联系。 缺乏对

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聚集起来的老年人也必然

只能从形式上短暂地聚集在一起，不可能由此产生

联系彼此的精神关联，个体的精神依然处于一种“失

联”的落寞状态。 F 社区之所以能够落实社区“文化

养老”工作，就在于其良好的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构

建。 “恋艺回春”作为该社区文化品牌，就直接明确

地昭示了社区老年人“爱好艺术，享受生活，重新回

到人生的春天”的生活价值。 基于这样的理念，社区

老年人意识到自己并非孤独的个体，而在共同生活

的社区里有着一帮志同道合的“老友”，彼此生活上

相持，精神上相依，共同寻求暮年美好。
同时，还需搭建“精神嵌入”的信念支撑，以精神

共同体建设来保障社区文化养老服务的具体践行。
如同贝尔的“公共家庭”一样，建设精神共同体意义

上的社区具备一定的理想成分，但却依旧能够给予

价值断裂、意义缺失的人们以精神鼓舞、信念支撑。
无可回避，“文化养老” 必将成为我国社区建设的重

要议题，通过建成精神共同体意义上的城市社区来

为老年人落寞孤寂的心灵提供真正找到栖息之枝、
依托之所，而使其不至于始终游离于社会关怀之外

得不到新的社会环境的庇护。 当然， 结合我国城市

社区的特殊环境来考虑，社区精神共同体的建设是

一个长期的系统过程，社区文化养老服务也需在这

一过程中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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