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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主观幸福观和心理幸福观是两个重要概念袁分别为野生活善冶与野人生善冶两个方面遥 文章

首先探析了老年人野生活善冶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与幸福感弱相关袁其次分析了野人生善冶是影响老年
人幸福的重要因素袁最后从幸福视角探讨野三位一体冶居家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及意义遥
关键词院生活善曰人生善曰居家养老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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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哲学传统的影响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

时袁野生活善冶 的提升与幸福感存在什么样的相关性

幸福观院主观幸福观渊泽怎遭躁藻糟贼蚤增藻 憎藻造造鄄遭藻蚤灶早冤和心理幸

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问题遥 本文认为较高水平的生

福观渊责泽赠糟澡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憎藻造造鄄遭藻蚤灶早冤遥 主观幸福观源于阿

活善与幸福感是弱相关的遥

里斯底波的快乐主义幸福观袁认为人的幸福是通过

一些学者从国家层面袁 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生活

情感来表达的袁幸福就是对生活的满意 咱员暂曰从人的情

善和幸福感的关系遥他们认为袁当一些国家在物质上

感体验和对生活的总体评价来定义幸福袁它侧重于

变得更加富裕袁人民身体也变得更加健康时袁其平均

询问当下的生活状态袁物质需要是否满足遥 心理幸

的幸福感水平并不会提高遥对 圆园园怨 年阿富汗等国家

福观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自我实现论袁认为幸福并不

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袁在这个经受战乱尧面对恶

只是情感上的体验袁还应该涉及个人潜能的实现 曰

劣生存环境的国家袁 人们具有相对较高的幸福感水

关注人们的自我发展和成长袁侧重于询问对整个人

平曰和其他国家的结果相比袁在阿富汗犯罪或者腐败

生的反思袁人生理想能否实现的问题遥显然袁主观幸福

受害者的个体并没有比其他人更加不幸福曰 其中一

观和心理幸福观分别包括野生活善冶与野人生善冶两个

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在面对恶劣环境时袁 降低了自

方面的内容袁 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关注幸福的取向不

己的期望值袁天生比较乐观成为人们幸福的源泉 咱猿暂遥

咱圆暂

同袁 以幸福为视角探析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构建问题袁
离不开从野生活善冶与野人生善冶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遥

一尧生活善与幸福感的相关性
要基于主观幸福观分析
要要

显然袁 不同国家之间幸福感的比较袁 会因为文化因
素尧民族心理因素无法控制影响研究结果的精准性遥
分析国家内部不同群体袁也会得到同样的结论袁
即生活善和幸福感之间存在弱相关性遥 无论国家文
化和发展水平有多大差异袁平均而言袁富裕个体不一

进入老年阶段袁个体的脆弱性与无能性明显表

定会比贫穷个体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曰 幸福感增长

现出来袁甚至会完全丧失自我生活能力遥 老年人不

的速度比绝对收入增长的速度要慢曰 随着收入的增

仅有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袁而且有情感上的需要袁希

长袁人们的期望值在相应地提高袁而与之相伴随的是

望从家人和亲友的照顾中感受关爱袁希望在平静的

受挫感增加和幸福感降低 咱猿暂遥 与此相反袁我们发现

生活中获得快乐袁希望得到文化上和精神上的愉悦遥
基于主观幸福观袁幸福就是对生活的满意袁是对生活

野所谓的快乐农民现象冶袁 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个体在
必要的时候会适应向下的期望遥因此袁在一定水平的

物质和情感的满意度遥 因此袁本文认为物质和情感

生活善之后袁 通过提高城市老年人生活善来改进幸

方面的需求是老年人野生活善冶的基本内容遥 显然老

福感的空间是有限的遥

年人的物质和情感上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袁幸福感必

在构建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时袁 人们常把老年人

然下降遥 但是当野生活善冶的基本内容达到一定程度

看作被照顾对象袁往往只关注他们的生活善方面袁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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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福利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袁 比如建设更多的文
化体育设施尧组织丰富的文体活动等曰却常常忽视
了老年人主观性非常明确的野人生善冶方面遥 其实袁
无 论 是行 动 自 由 的 还 是 需 要 他 人照 顾 的 老 年 人 袁

窑员员窑

值得考虑的重要部分遥

三尧构建野三位一体冶城市居家养老体系
要基于幸福观分析
要要

都仍然有追求人生理想与人生目标的渴望曰 他们

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最新数据显示袁圆园员园 年

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袁 如参加关心下一代的

底全国总人口已达到 员猿援苑 亿人袁 其中 远园 岁及以上

活动 尧资 助贫 困学 生 尧参 与 公 益 活 动 等 曰如 果没 有

任何机会尧渠道这样做的时候袁他们会产生非常深
的不幸福的挫折感遥

二尧人生善与幸福感的相关性
要基于心理幸福观分析
要要
基于心理幸福观袁幸福不只是情感上的体验袁还

占总人口的 员猿援圆远豫曰远缘 岁及以上占 愿援愿苑豫遥 按照联

合国公布的标准袁一个地区 远园 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
口的 员园豫袁 或者 远缘 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 愿豫袁即
视之进入老龄化社会遥 与发达国家在基本实现现代
化的背景下进入老龄社会不同袁 我国是在经济尚不
发达尧现代化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步入老龄社会袁属于
典型的未富先老 咱源暂遥 在应对老龄化社会的过程中袁我

应该涉及个人潜能的实现遥 任何一个思维健康的人

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袁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

都可能追寻野人生善冶袁不论他是否有能力实现或实

障体系成为研究热点和难点问题遥

践他的愿望袁这都不妨碍他进行哲学的反思袁即使对

我国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传统家庭养老方式具有

于一个已经瘫痪在床的人来说袁他也有思考人生的

养老成本低尧 对传统的继承以及老年人精神慰藉能

愿望和权利袁事实上他可能会思考得更多遥 通常人们

够得到满足等优点袁 并且至今仍是我国养老方式的

把老年人的生活想像得过于贫乏了袁想当然地以为安

主流 咱缘暂遥 但是随着家庭规模的不断缩小和家庭养老

享晚年就是他们的惟一任务遥 实际上袁无论文化高低袁

功能的逐渐弱化袁 出现空巢现象增多尧 养老质量降

老年人时不时会回忆尧思考自己的人生遥

低尧养老实际效果与老年人预期效果不相符等问题袁

许多学者都高度认可 人生善与幸福感的正相

使得养老保障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遥 城市

关性遥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善指的是灵魂而不是

老年人野生活善冶和野人生善冶的问题亟待解决袁这方

身体袁人的幸福是灵魂的一种活动袁最大的善就是

面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口幸福感遥 有关这方面的研

灵魂的理性活动袁即沉思遥 因此袁在亚里士多德看
来袁 过一种幸福的生活就是过一种道德沉思的生
活袁就是过一种道德的生活遥 对于中国人来说袁人
生在于一种境界袁最高的境界就是天人合一袁儒家

究西方国家做了许多有意义的探索遥 自 圆园 世纪 远园
年代起袁西方发达国家就提出野在适合环境中养老冶
渊葬早蚤灶早 蚤灶 责造葬糟藻冤的理论袁并在英国率先推行了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遥 圆园 世纪 愿园 年代袁居家养老服务在西

的天人合一可以理解为天合于人袁 所有思考都落

方发达国家日趋成熟遥 西方居家养老模式是以家作

脚在对人本身的思考上袁 道家的天人合一可以理

为养老平台袁依托相对固定的社区袁同时政府尧社会尧

解为人合于天袁归根处还是要提升人生的智慧遥 事

家庭等几个方面的力量在野家冶这个平台上发挥各自

实上 老年 人不 追寻 野人 生 善 冶很 难 真 正 幸福 袁社 会

不同的作用 咱远暂袁提出了野社区内的照顾冶渊糟葬则藻 蚤灶 贼澡藻

失落 尧生 活单 调的 空 虚 袁也 是 社 会 价 值 的 失落 尧人

糟燥皂皂怎灶蚤贼赠冤的概念遥 社区中的各方面成员袁如家人尧

上大量空巢老人的失落与空虚袁 既是人际孤独的
生意义的空虚袁 这个失落与空虚感直接影响着老
年人的幸福感遥

糟燥皂皂怎灶蚤贼赠冤 和 野 由 社 区 来 照 顾 冶 渊糟葬则藻 遭赠 贼澡藻

亲戚尧朋友尧邻居和社区志愿者等组成的非正式支
持 网络 袁与各 种正 式 的 社 会 服 务 机 构 袁如 医院 尧养

在构建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时袁我们必须认识到

老院尧福利院尧精神病院及各种康复中心等机构相

老年人是有精力和能力追寻野人生善冶的遥 我们不能

互配合袁在社区内对需要照顾的老年人提供服务遥

把老年人看作是社会的包袱袁而应看作是社会的财

通过两种不同照顾资源的互补与结合袁 可以使老

富袁尤其是精神财富遥 中国伦理学会的名誉会长陈

人们在熟悉的社区环境中受到非常经济和良好的

瑛教授曾呼吁袁老年人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尧深刻的人

照顾 咱苑暂 遥

生感悟袁他们能够很好地指导儿童等在道德方面的

基于幸福观袁 本文认为我国应该构建野三位一

学习与成长袁老年人有丰富的时间和精力袁可以从事

体冶城市居家养老体系遥 主张在政府指导尧管理和监

这些没有物质回报的工作袁而这些工作往往是忙碌

督下袁建立经济保障体系尧医疗保障体系和精神关怀

的年轻人所无瑕顾及或不愿意花时间从事的遥 他们
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袁既是对社会的贡献袁更是对自
己人生价值的继续实现袁很好地增进了自己的野人生
善冶袁这方面应该是我国老年人居家养老体系建设中

保障体系 咱愿暂袁这三个方面的保障体系出发点和落脚
点是老年人的幸福袁因此它们是一体的遥建立经济保

障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解决城市老年人 野生活善冶袁
构建精神关怀保障体系帮助城市老年人实现自生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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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提高野人生善冶袁野三位一体冶城市居家养老体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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