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3 月 第 13 卷 第 2 期
Vol.13 No.2 Mar. 2015

江 畅院论智慧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
Journal of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5.02.015

农村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的现状与进展
要基于 2000要2013 年的国内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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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是一主多元的组织网络系统袁依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曰通过对 2000要2013 年来

国内关于农村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问题的文献进行梳理袁影响农村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因素主要包括社会

保障尧服务资源尧经济发展尧思想观念尧个人尧家庭因素等曰建议宏观层面上政府做好顶层设计袁微观上多方协作袁发挥
以政府为主导尧家庭为基础尧社区为依托尧机构为补充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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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 21 世纪中国面临的重要社会问

题之一遥民政部于 2014 年 6 月发布的叶2013 年社会

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曳统计显示袁截至 2013 年底袁我

化养老服务体系就显得十分重要遥
一尧现有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
渊一冤2000要2013 年相关主题的研究文献统计

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0243 万人袁 占总人口的

分析

口的 9.7%遥 [1]到 2015 年末预计将达到 2.21 亿袁未来

注的热点袁 也是缓解人口老龄化造成养老服务压力

农村已进入老龄化时代袁并且老龄化程度比城

老服务冶尧野养老服务体系冶尧农村多元养老服务体系冶

14.9%袁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13161 万人袁占总人
人口老龄化趋势将进一步快速发展遥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既是目前政府和学界普遍关
的重要途径之一,笔者在中国知网 CNKI 分别以野养

市更快遥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袁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

为主题袁以 2000要2013 年为时间段袁进行文献搜索袁

口比例就已达到 15.0%袁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

示袁从整体上看袁以野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冶为主题的文

普查数据看袁我国 2010 年农村地区 60 岁及以上人

10.1%遥 具体表现为院一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尧高龄化遥
农村老年人口已超过 1 亿袁 是城市数量的 1.69 倍遥
其中农村 80 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已占农村老年人总

数的 11.3%遥 二是空巢化遥 在 31 个省区市的内地袁
[2]

平均每户家庭为 3.1 人袁城乡空巢家庭超过 50豫遥

[3]

社科院于 2013 年 12 月举办的叶经济蓝皮书曳统计
表明袁40 岁以下的农村外出劳动力达到 39豫遥

[4]

因

此从社会长远发展来说袁构建一个完善的农村多元

分别搜索到 62531尧26807尧19021 个结果遥 如表 1 所
献共有 19021 篇渊其中硕博论文 5056 篇尧期刊论文

12892 篇尧会议论文 1073 篇冤袁占总量的 17.55%遥 同
时在笔者精读的 55 篇文献中袁只有 10 篇来源 CSS鄄

CI 期刊袁仅占总量的 18.1%袁这表明农村养老服务体

系这一研究领域发展处于低水平阶段袁 还有很大的
探索空间遥

从研究领域来看袁自 2000 年以来袁尤其是 2008

年以后袁学术界对野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冶的关注度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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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快上升趋势遥 如表 1 所示袁以 2008 年为时间段袁

到 19021 个结果袁 其中袁 社会学 1921 篇曰 管理学

至 15469 篇 渊其中期刊论文从 2008 年以前的共

2154 篇袁共占了总量的 65.5%遥 其中袁行政学与管理

野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冶为主题的文献从 3552 篇上升
2601 篇上升至 10291 篇袁硕博论文从 607 篇上升至

4449 篇袁会议论文从 344 篇上升至 729 篇冤曰如图 1
所示院城乡分布中关于野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冶的论文

2638 篇曰行政学 3770 篇曰人口学 1029 篇曰经济学
学交叉 3767 篇袁占总量的 19.8%袁人口学与社会学
交叉 1645 篇袁占总量的 8.64%遥 这表明农村养老服
务体系的研究进入多学科尧多视角的研究阶段遥

数量整体上呈现逐年增加的发展趋势袁 从 2008 年

二尧研究成果的评述

通过对 2000要2013 年学界研究文献的研究发

以前的共 402 篇上升至 1834 篇遥 这表明近年来学

现袁关于农村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与进

究成果也在不断增多遥

展袁学者们主要是围绕农村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的

界对农村养老服务体系问题研究领域不断扩展袁研

内涵尧现状与问题尧影响因素尧对策等来展开研究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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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遥
渊一冤关于养老服务体系的内涵
关于养老服务的内涵袁目前学者主要从两个方
面进行界定院一是从内容上来看袁梁鸿和赵德余认
为袁老年人养老服务的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院物质
生活保障尧精神慰藉尧医疗卫生服务遥 [5]民政部在叶社
城市

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渊2011要2015 年冤曳中提出

农村

图 1 2000-2013 年养老服务体系为主题的城乡分布文献渊篇冤

渊二冤研究文献的视角分布情况统计分析

了养老服务的内容包含居家养老服务尧社区养老服
务尧机构养老服务遥 二是从服务形式来看袁李学斌等
学者认为袁我国的老年养老服务是涵盖个人尧家庭尧

从研究视角来看袁主要从人口学尧行政学尧社会

社区尧国家制度等功能互补的尧多层次在内的服务

学逐渐转向从管理学尧经济学尧伦理学等学科的研

体系遥 [6]从概念和研究所涉及的范围看袁大部分学者

究视角袁尤其不同学科交叉使用在不断增加遥 笔者

认为养老服务是指为安定老年人晚年生活所提供

在中国知网 CNKI 以 野养老服务体系冶 为主题袁以
2000-2013 年为时间段袁按照学科进行搜索袁共搜索

的各类照料和服务袁包括家庭尧社会尧政府等主体提
供的物质保障尧精神慰藉尧制度安排等多层次服务遥

表 1 2000要2013 年相关主题的研究文献统计
年份

养老服务体系

硕博

会议

期刊

硕博

2000

1088

44

36

152

3

2002

1260

159

77

160

18

1601

399

235

37

2001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合计

88

养老服务
期刊
1204
1352
1984
2645

94

266

118

642

247

783

3112

1061

4003

1199

3575
4523
5286
5667
6624

43924

80

1102
1681
2056
3579
2801

15866

165
262
268

135
198
313
651

253
188

2741

3080

139

20

246

50

44

198

66

27
67
74

91

120

218
542
818

3751

2053

18685

6250

4808

5

19

307

1689

289

85

118

1328

286

205

硕博

22

168

1220

7

期刊

5

965

267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会议

1905

344

会议
4

9

20

27

18

97

21
47
66

664

136

194

1021

240

117

227

1466

578

129

2076

1382

129

12892

5056

177
171
296
247
199

1872

807

1180
2004
2544

263
328
740

1181

76
92
86

149
119

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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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养老服务体系的内涵袁不同的学者有不同

化的过渡等方面有优势遥

[9]

王秀花认为袁由于起步

的理解遥 钱亚仙等学者认为袁养老服务体系是指为

晚袁 农村社区养老服务已经在一些地区开始实施袁

老年人在生活中提供的全面性服务支持的系统袁不

但整体覆盖范围和服务的群体都十分有限袁发展水

但包含家庭或者子女提供的基本条件和服务袁而且

平普遍较低袁基本处于自助状态袁没有形成典型的

包含了社区尧社会尧政府提供的各种形式尧制度尧政

经验和规模遥 [12]赵洪燕调查发现袁社区提供的养老服

策尧机构等条件的服务遥 钱亚仙依据提供主体不同袁

务存在着硬件设施条件一般尧 服务人员质量低尧服

将养老服务体系分为家庭养老服务和社会养老服

务不集中袁农村老年人难以得到全面的服务袁也加

务曰依据老年人居住方式不同袁将其分为居家养老

大了服务的难度和费用等问题遥

服务和机构养老服务曰依据资金来源不同袁将其分
[7]

[13]

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发展迅速袁但难满足现有

为家庭养老尧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遥 曹煜玲依据供

需求遥 从现状来看袁姜向群袁丁志宏等学者认为袁近

给水准袁将其分为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和非基本养老

年来各类机构都有改善和整合袁入住人数和床位数

服务体系袁 [8]综合现有研究袁笔者认为袁农村养老服

都有明显增加袁但是机构的数量变化不大曰养老机

务体系主要是指在政府主导下袁多方协作的袁以满

构的性质主要有包含半福利性尧福利性尧营利性三

足农村老年人正常的生活水平尧提高生活质量为目

种袁其中民办机构开始逐渐发展袁取得了较大进步遥 [14]

标袁提供的与基本生活照顾尧医疗卫生护理尧精神慰

从机构养老集中供养来看袁 穆光宗等学者认为袁机

藉尧紧急救援等服务相匹配的组织尧设施尧人才和技

构养老能够集中供养老人袁节约养老成本袁能提供

术要素的一主多元的组织网络系统遥

专业化尧市场化的服务袁为社会提供了许多就业机

渊二冤农村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的现状与问题
研究

会袁使得养老资源得到充分发挥和利用遥 [15]在人口老
龄化过程中, 机构提供养老服务缓解了老人养老的

在中国农村复杂的经济尧社会尧人口背景下袁关

压力袁 但仍不能满足老龄化的需要, 还存在不少问

于农村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的现状与问题袁国内学

题遥 赵洪燕尧陈翠莲尧姚兆余等学者调查发现袁养老

者们主要从家庭尧社区尧机构尧政府这四个提供主体

机构没有对不同需求的老人提供针对性的服务袁缺

进行了全面分析与研究遥

乏特殊的养老服务袁存在供需失衡且养老院的利用

家庭提供的养老服务仍是普遍养老服务袁但面

率不高曰主体和收养对象单一袁社会化发展不足曰工

临巨大挑战遥 我国学界的大部分学者认为,家庭养老

作人员数量与入院老人数量增长不同步袁养老服务

服务依然是目前提供的主要养老服务遥 祈峰认为袁

专业人员短缺等问题遥

[13][16]

家庭养老不但成本低袁让老人在家就得到物质和家

政府提供的养老服务初显成效袁 但亟待完善遥

庭照料袁促进社会和谐文明的发展袁而且有利于养

目前我国政府提供养老服务主要有两种院一是直接

[9]

老事业良好的发展袁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遥 同时崔

供给袁即以政府出资和兴办的养老机构曰二是间接

丽娟尧徐硕尧王小慧等学者调查发现袁家庭养老对于

供给袁即政府以政策鼓励方式推进政府以外其他部

80 岁以上高龄尧行动不方便的老人袁以及神经状态
有问题的老人来说袁对于熟悉的家庭环境适应能力
强袁也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率遥

[10]

门参加袁或者是以资金来替代购买服务遥 徐帅指出袁
虽然部分地方政府己认识到养老事业的重要性和

但不可否认,随

发展养老事业的急迫性袁 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员尧时

着经济的发展尧社会的进步袁杨翠迎尧贺聪志尧叶敬

间和精力袁却没有展开实际有效的行动袁或者是即

忠尧周莹尧梁鸿等学者研究表明袁农村传统的家庭养

使开展了一定行动袁提供的方式不够多元化袁满足

老正面临着来自家庭小型化尧观念变化尧照护资源

不了农村老年人的多元化养老需求遥

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冲击, 养老服务功能正在弱

发现袁 政府提供养老服务的政策法规还不健全曰财

化袁养老服务需求越来越大遥

[11]

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发展良好袁 但有待完善遥
祁峰指出袁社区养老服务在节约养老成本尧利于农

[17]

王秀花调查

政投入不足曰缺乏监督与评估机制等问题遥

[12]

渊三冤农村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影响因
素研究

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尧 调节家庭养老带来的压

对于养老服务体系的现状研究袁影响农村多元

力尧适应农村管理改革形势尧对农村实现养老社会

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因素是多元的袁 具体来说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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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院

定顶层规划与制度建设遥 鱼洁提出袁应当坚持政府

双因素说遥 刘春梅结合统计分析与计量分析发

发挥主导性作用袁以民间组织为实施主体袁积极提

现袁影响因素主要是社会保障和服务资源因素遥 其

倡自我和互助养老袁来逐步实现市场化的养老供给

中社会保障体现在社会养老保障在农村没有完全

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遥 [24]徐帅提出袁构建一个发挥政

建立遥 服务资源因素体现在土地保障作用的弱化尧

府引导尧家庭与自我养老基础作用尧社区和机构发

农村家庭规模小型化及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

挥辅助作用和第三部门发挥参与作用的多主体联

重袁使得老人面临日常照料尧精神慰藉尧疾病照料缺

动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遥 [17]曹煜玲提出袁建议应该由

失等问题遥 [18]彭旋子通过比较分析归纳法尧二元回归

政府尧市场尧家庭和民间组织四方提供袁形成野共担尧

逻辑模型分析发现袁 影响因素主要是思想观念因

互补尧协调冶的适度普惠型的农村多元化养老服务

素尧经济因素遥 其中思想观念因素体现在传统观念

体系遥

根深蒂固尧 政府对养老的重视程度和宣传力度不
够遥 经济因素体现在经济支持来源遥

[19]

[8]

从微观层面上袁应采取政府主导袁多方协作来
构建农村多元养老服务体系遥

三因素 说遥 张胆 在交互 分 析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一是政府提供养老服务的主导性作用遥 蒋正华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袁 影响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院

认为,政府作为供给主体袁主要的责任是提供公共服

经济因素尧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遥 并分别体现在农

务和制定公共政策袁对养老服务创造一个公平的供

村老年人月收入低和经济单一袁主要靠子女和政府

给环境袁 积极引导社会各种资源参与养老服务袁调

补贴曰受教育程度与婚姻状况尧家庭规模与是否与

整人口老龄化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影响遥

[20]

子女居住遥

[25]

张文丽

赵德余,梁鸿通过统计分析和边际函数

提出了养老服务创新的供给机制袁即政府按照合法

分析发现袁影响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院家庭因素尧物

的程序袁有选择性地采购服务袁为各类机构能良性

质成本因素尧服务资源因素遥 并分别体现在家庭结

竞争提供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袁尽可能最大地发挥

构的变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袁年轻人独立在外生活

和利用养老机构的资源遥 [26]鱼洁认为袁政府对于养老

和不尽养老责任的情况也在逐渐增多曰农村养老基

服务主要是发挥主导作用袁 提供财政支持保障袁制

础设施和医疗卫生保障的水平低袁主要经济来源是

定政策袁整合资源袁并对其它主体进行监督和管理袁

政府补贴和退休金袁子女供养的不多袁只能满足基

以此加快养老服务业和实现社会福利化遥

本的生活曰农村土地资源越来越少袁机构和社区养
老资源发展有限遥

[5]

[24]

二是家庭提供养老服务的基础作用遥 杨翠迎认
为袁 目前家庭提供的养老服务不是传统的服务袁而

渊四冤农村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

是以家庭基础性作用来辅助其他养老服务的模式遥

为切实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养老服务水

在自然条件下袁在生产力较充足的农村能满足老年

平袁学者们结合当前我国实际的养老情况袁在农村

人的养老需求袁形成自我保障的养老思想观念曰在落

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上袁基本上遵循多

后农村地区袁强化道德和传统家庭养老观念袁可以

元化福利的思路袁建设多元主体的养老服务己经成

加强老人的自我养老和社区养老袁充分实现自我价

为一种必然趋势遥

值遥

从宏观层面上袁 要做好顶层设计遥 穆光宗在

2004 年提出袁构建以社会尧家庭尧自我养老为依托,
建设一个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性养老野3+2冶农村养
老服务体系遥

李学举在 2009 年提出建议袁构建一

[21]

[11]

刘春梅提出袁加强法律的普及力度袁提升家庭

成员的意识和行为规范,强化家庭成员的行为责任遥 [18]
三是社区提供养老服务的依托作用遥 毛满长尧
阿尔达克认为袁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应加快专业人
员的发展与引进曰 创建与发展本土的社区文化袁对

个野以居家为基础形式尧以社区为依托尧以机构为补

老年人进行培训袁使农村老年人互帮互助袁提升社

充袁以政府的政策和制度等为导向冶的农村养老服

区和谐度袁改善社区提供的养老功能遥

务体系遥

[22]

综合学者们提议袁窦玉沛表示袁民政部决

定在野十二五冶期间采取连续性的推进年活动来展
开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袁希望通过多元化的方式来解
决养老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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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此期间袁纷纷有学者因地制宜袁制

[27]

徐帅认为袁

社区可以通过维护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尧提供公共
服务等方式袁来促进社区的整体福利遥

[17]

4. 机构提供养老服务的补充作用遥 姜向群尧丁

志宏等学者认为袁机构应对护理人员多加强培训和

张云英，
周翔：
农村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的现状与进展

继续教育袁使养老服务更加专业化曰加强对养老机
构服务质量管理,建立和完善质量控制标准袁提高机
构的效益曰 对养老机构的硬件设施建设更加人性
化袁贴近老年人生理尧心理遥 [16]陈翠莲尧姚兆余等学者
统计发现袁机构应对养老服务实行企业化管理,引入
竞争机制袁适当发展机构袁提高机构的使用效率遥

[16]

三尧现有研究的评价与未来研究的展望
通过对文献的综述和分析可以发现袁学者们对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方向明确尧 成果丰
硕遥 从研究视角来看袁从人口学尧行政学尧社会学逐
渐转向管理学尧经济学尧伦理学等学科袁尤其注重不
同学科的交叉融合使用曰从研究方法看袁由单一的
个案与地区研究转向多地区多案例的研究袁由文献
研究转向实验尧实地研究袁使得研究更有说服力和
实效性遥
但从整体上看袁目前学界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
不足院一是研究方法上袁定性研究多袁定量研究少遥
传统定性研究占比例较大袁定量研究近几年才慢慢
发展起来遥 同时袁在定性研究中袁多数研究使用深度
访谈和案例研究袁研究分析选取的范围局限袁主要
是对实际经验案例的简单总结袁注重现状的描述,缺
乏解释性研究遥 定量研究中袁多数使用问卷调查和
二手数据袁理论与实践没有充分结合遥 二是研究内
容上袁研究城市偏多袁农村研究偏少遥 而且袁农村与
城市文献的现状尧问题等相似度高袁所提的建议缺
乏差异性袁没有针对性遥

在中国 21 世纪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过程

中袁尤其是农村袁已经进入了快速人口老龄化阶段袁
使得农村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问题变得越来
越严峻遥 结合现实背景和已有研究不足袁笔者认为袁
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从以下入手: 一是打破城乡二
元体制的阻碍袁有针对性地对农村多元化养老服务
体系提出可行性的建议袁以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实际
需求曰二是应加强定量研究袁深入实地调查遥 把定量
与定性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袁使得定量研究中截面的
调查数据能进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推断遥 定性研
究中袁多使用除访谈和案例研究以外的其他研究方
法袁有助于我们发现和提出更多的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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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冤

Research Situation and Progress of Rural Old-age Services System
要Based on 2000-2013 Domestic Literature
要要
ZHANG Yun-ying, ZHOU-xiang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128,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is to sort out the literature of multivariate services system for rural old-age in 2000-2013袁give an
overall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from research trends and subjects, give the study of 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the mul鄄
tivariate service system for rural old -age is a leading and diversified network system 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 with different criteria; by families, communities, institutions and government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current situa鄄
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multivariated such as social security, service resources,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deology, individual and family factors; the strategy includes two levels: On the macro view, the government play
a good top-level design role, while on the micro view, to get a better multi-lateral coordination, make full use of the leading
of the government, the basis of the family, relying on the community and agency for supplementary role.
Key words: rural area曰multivariate services system for rural old-age曰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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