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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本文利用 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渊CGSS冤数据分析城乡老年人的生计资本对其生活幸福感的影响遥 研究

发现袁城镇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要略高于农村老年人袁不同类型的生计资本对城镇和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产生的

影响各有不同遥 人力资本尧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于城乡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袁对于城镇老年人的

影响更为突出遥 金融资本对城乡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无显著影响遥 女性老年人尧当前时期有配偶的老年人以及认为养老

靠自己的老年人生活幸福感较高遥 儿女数量越多袁老年人生活幸福感越强遥 与同龄人相比袁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袁
其生活幸福感越强遥 提高城乡老年人的生计资本质量对提升其生活幸福感并最终增进全民福祉有着重要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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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袁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

加深遥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袁截至 2014 年底袁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

年人口总数达 2.12 亿人袁 占总人口比重达 15.5%袁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遥 人口

老龄化引起了人们的严重担忧袁然而大多学者似乎

更多地关注野未富先老冶尧野中等收入陷阱冶以及野刘
易斯拐点冶等命题袁只看到老龄化给国民经济带来

的影响袁而没有注意到老龄化给老年人自身所带来

的巨大影响遥 [1]数量如此之大的老年人群体中存在

着诸多问题袁如失能老年人规模剧增尧[2]老年人自杀

率较高尧[3]老年人抑郁症发生率较高[4]等遥 老年人的

生活幸福感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话题之一袁研究

如何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对于缓解人口老龄

化带来的沉重压力并最终增进国民福祉有着重要

的意义遥

国内外学者对于生活幸福感这一话题已有较多

研究遥 传统的效用理论以为袁 财富与幸福同方向变

化袁收入是决定幸福的重要因素遥在特定的时点截面

上袁幸福水平与收入水平存在着正向联系袁这一点得

到许多幸福经济学文献的证实遥 [5][6]Easterlin 在有关

收入和幸福之间关系的先驱性论文中提出袁 收入与

幸福不是完全线性关系袁随着收入水平线增高袁幸福

感增加逐渐变小袁最终趋于稳定袁二者呈曲线关系袁[7]

这就是所谓的野幸福悖论冶遥 主观幸福感随着自身收

入水平的提高而正向变化袁 但随着他人收入水平的

提高而反向变化遥 [8]进一步对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

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进行区分袁 可以发现相对收入

水平对主观幸福感起决定性作用遥 [9][10]近些年来袁除
财富和收入水平以外袁 学者们越来越多地把心理状

况尧身体健康尧生活质量以及外界环境等因素纳入到

生活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分析范畴中遥有研究认为袁年
龄与幸福感之间呈现野U冶字型关系袁年轻人和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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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幸福感往往较高曰[11] 社会资本对于幸福感有着

显著的积极作用袁比较好的社会资本对人们的身体

和心理健康等各个方面都有积极效应袁从而提高了

人们的幸福感遥 [12]有学者研究了教育与主观幸福感之

间的关系袁发现受教育水平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

作用遥 [13]国内学者对于生活幸福感的研究已有许多

成果袁针对老年人这一群体的研究也较为丰富遥 大多

学者从收入水平尧健康状况尧居住模式尧社会支持等角

度出发分析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遥 [1][14[15][16]

此外袁性别尧婚姻状况等因素对于老年人幸福感的影

响多次得到验证袁女性较之男性尧有配偶的老年人较

之丧偶及未婚老年人幸福感更高遥 [17][18][19]

梳理已有文献发现袁现有研究大多把研究对象

聚焦于老年人整体或是农村老年人群体袁而未对城

乡差异进行区分袁对于生活在城镇和农村的老年人

而言袁居住空间尧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程

度上也会对于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产生影响遥 除此

以外袁大多研究是从经济收入尧健康状况尧代际支持

以及社会资本等角度出发袁缺乏较为系统的分析框

架袁 且研究范围多是某一特定地区的老年人群体遥
鉴于此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袁利用 2013 年中

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袁 从生计资本的理论视角出

发袁基于可持续性生计分析框架来分析生计资本对

城乡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影响袁并对城镇和农村老

年人群体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论述袁旨在拓展以往对

于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袁并为提高

城乡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提供政策建议遥
二尧分析框架尧数据与变量描述

渊一冤分析框架

生计在词典里的解释是野一种生活的手段和方

式冶袁大多数学者认为生计是谋生的方式袁该谋生方

式建立在能力尧资产渊包括储备物尧资源尧要求权和

享有权冤和活动基础之上遥 [20]优质高效的生计资本是

降低人们生计脆弱性和增强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袁[21]

对于老年人而言袁 生计资本是维持生活的基础袁其
生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种生计资本的综

合作用袁生活幸福感也与生计资本息息相关遥 本文

借助英国国际发展部渊DID冤所建立的可持续生计分

析框架来分析城乡老年人的生计资本袁这一分析框

架将生计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尧自然资本尧物质资本尧
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五部分遥本文的研究主体主要

是城镇和农村的老年人群体袁 由于城镇老年人大多

从事非农工作袁即非农工作在城镇老年人的工作生

涯中占主要部分袁土地尧林地等自然资本对于其维

持生计的作用较小袁为了保证城乡老年人在生计资

本上的一致性袁因此本文不考虑自然资本这一指标遥
渊二冤数据与变量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

和数据中心开展的 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

渊CGSS 2013冤遥 该调查采用的是标准 PPS 抽样调查

方法袁并以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遥 数据涵盖 28 个省

份的城镇和农村样本袁全部样本共计 11438个遥 由于

本文研究主体为老年人袁 因此剔除掉其中年龄不满

60 岁袁即出生年份在 1953 年之后的样本袁最终得到

3176 个观察值遥
1. 生活幸福感总体状况

如表 1 所示袁当 60 岁以上老人被问到野总的来

说袁您认为您的生活是否幸福钥 冶时袁回答野比较幸

福冶和野非常幸福冶的老年人占 72.9%袁只有很少一部

分渊1.74%冤的老年人认为生活非常不幸福袁认为生

活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老年人占 17.84%袁总体占比

仅次于认为比较幸福的老年人群体遥 因有 0.66%的

老年人拒绝回答该问题袁最终得到 3155 个样本遥
表 1 城乡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状况

生活幸福感 样本数渊个冤 比重渊%冤 累积比重渊%冤
非常不幸福

比较不幸福

说不上幸福不幸福

比较幸福

非常幸福

合计

55
237
563

1787
513

3155

1.74
7.51

17.84
56.64
16.26

100.00

1.74
9.26

27.10
83.74

100.00

表 2 进一步对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和居住的

地区类型进行交互分析袁可以看到无论是城镇还是乡

村袁 认为生活非常不幸福的老年人比例都较低袁分
别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 1.91%和城镇老年人总数的

1.61%遥 认为生活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城乡老年

人分别为 72.17%和 73.80%袁 这说明老年人整体的

生活幸福感较高遥 表 2 还说明袁居住地区的类型与

生活幸福感之间呈现着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遥 认为

生活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老年人中大多来自城

镇袁 分别占 52.43%和 62.57%遥 认为生活非常不幸

福尧比较不幸福和比较幸福的城镇老年人和农村老

年人比例较为接近袁城乡差距较小遥 总的来看袁城镇

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要高于农村老年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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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 变量含义及变量值 N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

变量

幸福感 0=不幸福袁1=幸福 3155 0.73 0.44
解释

变量

人
力
资
本

教育年限

健康状况

0=未接受教育袁6=小学尧私塾袁9=初中袁12=高中尧中专袁15=大专袁16=大学本科袁19=
研究生及以上

从 1 到 5 表示野很不健康冶到野很健康冶

3173

3176

5.73

3.14

4.6

1.1
物
质
资
本

家庭总收入

房产数量

家用汽车

2012 年家庭总收入渊万元冤
你家现拥有几处房产钥
是否拥有家用汽车钥 1=是袁0=否

2695
3161
3175

3.89
1.09
0.08

4.44
0.54
0.27

金
融
资
本

家庭投资

商业保险

是否从事投资活动渊如股票尧基金尧期货等冤钥 是=1袁否=0
是否参加商业保险钥 是=1袁否=0

3153
3017

0.047
0.046

0.21
0.21

社
会
资
本

社会信任

社会交往

政治参与

是否同意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钥 从 1 到 5 表示野非常不同意冶到野非常同意冶
是否空闲时间进行社交或串门钥 从 1 到 5 表示"从不"到"频繁"
是否党员钥 是=1袁否=0

3168
3173
3160

3.44
2.81
0.14

1
1.08
0.34

控
制
变
量

年龄

性别

婚姻

儿子数量

女儿数量

养老意愿

社会养老保险

社会经济地位

周岁

男=1袁女=0
当前时期有配偶=1袁当前无配偶=0
个

个

您认为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主要应该由谁负责钥 自己负责=1袁他人=0
参加=1袁未参加=0
与同龄人相比袁您的社会经济地位是钥 1=较高袁2=差不多袁3=较低

3175
3176
3169
3171
3167
3169
3158
3170

69.06
0.51
0.74
1.51
1.27
0.1
0.92
2.53

7.23
0.5
0.44
1.05
1.14
0.3
0.27
1.35

表 3 变量的定义和基本描述性统计

表 2 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和居住的地区类型状况及其交互分析

生活幸福感

城镇 合计

非常不幸福

比较不幸福

说不上幸福不幸福

比较幸福

非常幸福

合计

28
50.91%
1.61%

123
51.90%
7.06%

334
59.33%
19.15%

937
52.43%
53.76%

321
62.57%
18.42%

1743
55.25%
100%

55
100%
1.74%

237
100%
7.51%

563
100%

17.84%
1787
100%
56.64
513

100%
16.26%

3155
100%
100%

频数

行内百分比

列内百分比

频数

行内百分比

列内百分比

频数

行内百分比

列内百分比

频数

行内百分比

列内百分比

频数

行内百分比

列内百分比

频数

行内百分比

列内百分比

27
49.09%
1.91%

114
48.10%
8.07%

229
40.67%
16.22%

850
47.57%
60.20%

192
37.43%
13.60%

1412
44.75%
100%

农村

居住的地区类型

注院Pearson Chi-Square渊皮尔逊卡方值冤=22.1342袁Sig.=0.000遥

2. 变量选取与描述

被解释变量遥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生计资本

对城乡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不同影响袁因此被解释

变量为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遥 认为 野比较幸福冶和
野非常幸福冶袁被解释变量定义为 1渊表示幸福冤曰认为

野说不上幸福不幸福冶尧野比较不幸福冶以及野非常不

幸福冶袁则定义为 0渊表示不幸福冤遥
解释变量遥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袁解释变量主

要分成两大类院生计资本和控制变量遥 基于可持续

生计分析框架以及本文研究主体的特殊情况袁本文

将生计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尧物质资本尧金融资本以

及社会资本遥 表 3 列出了所有变量的定义和基本描

述性统计遥 其中人力资本选取教育年限和健康状况

这两个指标袁物质资本选取家庭上一年度渊2012 年冤
总收入尧房产数量以及野是否拥有家用汽车冶三个指

标遥 由于家庭储蓄情况难以获取袁因此本文选取了

野是否从事投资活动冶和野是否购买商业保险冶两个

指标作为金融资本的指代变量遥 基于 Harpham 等的

分类方法袁[22]把社会资本分为认知型和结构型两类院[23]

认知型社会资本选择了社会信任这一指标袁即通过

乐 章，鲁志敬：生计资本视角下城乡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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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野您是否同意在这个社会上袁绝大多数人都是

可以信任的钥 冶来获取的袁结构型社会资本则选取了

政治参与以及社会交往两个指标遥 考虑到影响老年

人生活幸福感的因素除了生计资本以外还有个人尧
家庭和社会特征等袁 本文还选取了部分控制变量袁
如人口学特征中的年龄尧性别以及婚姻状况等遥 人

们历来都有野多子多福冶的观念袁而根据以往学者的

研究袁野多子未必多福冶袁[24]子女数量对于老年人的生

活幸福感显然有影响袁因此本文将子女数量作为控

制变量加入到模型中遥 除此之外袁本文还选择了养

老意愿尧基本养老保险以及社会经济地位这三个指

标作为控制变量遥
在所有解释变量中袁教育年限尧家庭总收入尧房

产数量尧年龄和子女数量等变量为连续变量曰健康

状况尧社会信任尧社会交往以及社会经济地位为定

序变量袁可将其近似地看为定距变量曰家用汽车尧家
庭投资尧商业保险尧政治参与尧性别尧婚姻尧基本养老

保险和养老意愿等为虚拟变量遥 两类解释变量均满

足基本回归分析的基本要求袁相关矩阵分析表明 18
个变量之间不存在比较明显的相关性袁相关系数均

在 0.35 以下渊最高相关系数为 0.3174冤袁各变量独立

性较好遥 本文将利用 stata 12.0 统计软件袁将上述变

量纳入到软件中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袁以考察城乡

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可以通过诸多生计资本以及

控制变量得到在何种程度上的解释遥
三尧生计资本与老年人生活幸福感

对老年人生活幸福感进行 logistic 回归袁结果见

表 4遥 模型渊1冤是对生计资本变量的分析结果袁模型

渊2冤加入了控制变量袁对比两个模型可以发现袁加入

控制变量前后生计资本变量的回归系数及显著度

的变化较小袁 这证明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遥
在模型渊1冤中袁人力资本尧物质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对

于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都有着较为显著的积极影

响袁而金融资本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袁对老年人生

活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的解释变量有健康状况尧房
产数量尧家用汽车尧社会信任尧社会交往尧政治参与

等遥 在模型渊2冤中加入控制变量袁发现除生计资本变

量以外袁性别尧婚姻尧儿女数量尧养老意愿以及社会

经济地位等因素也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遥
健康状况对生活幸福感的回归系数为正袁并且

极为显著袁说明了老年人身体越健康袁人力资本越

优质袁其幸福感越强袁这与我们一贯的认知以及以

往研究结果相同遥 物质资本对于老年人的生活幸福

感起到较为明显的积极作用袁房产数量和家用汽车

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家庭的经济状况以及家庭生

活的舒适度袁房产数量越多尧拥有家用汽车袁生活幸

福感显著增加遥 社会资本对于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

有着较为显著的积极影响袁社会信任感有助于降低

老年人的精神压力袁而良好的社交情况可以缓解老

年人的孤独感和抑郁程度袁 提高其精神健康状况袁
因此社会信任感越强尧社会交往越频繁袁老年人的

生活幸福感越强遥 政治参与往往意味着较高的社会

地位以及较强的话语权袁同时党员身份可以使老人

获得心理上的自豪感袁因此身为党员的老年人生活

幸福感要高于非党员遥
表 4 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与解释变量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名称 渊1冤城乡 渊2冤城乡

人力资本

教育年限

健康状况

物质资本

家庭总收入

房产数量

家用汽车

金融资本

家庭投资

商业保险

社会资本

社会信任

社会交往

政治参与

控制变量

年龄

性别

婚姻

儿子数量

女儿数量

养老意愿

基本养老保险

社会经济地位

_cons
N
Log likelihood
Pseudo R2

-0.0156
0.368****

0.0250
0.454****
0.485**

-0.135
0.0953

0.365****

0.0814*
0.417***

-
-
-
-
-
-
-
-

-2.078***
2505

-1326.8238
0.0714

0.00342
0.381****

0.0268
0.439****
0.587**

-0.118
0.101

0.356****

0.0914*
0.347**
0.0114

-0.310***
0.398****
0.227****
0.119**
0.371**
0.00978

-0.121****
-3.328****

2470
-1273.1339

0.0943
注院表中各解释变量的数据为 logistic 回归所得系数值曰鄢尧鄢鄢尧鄢

鄢鄢尧鄢鄢鄢鄢分别代表在 10%尧5%尧1%和 1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遥 下表同遥
性别对于老年人的影响较为显著袁女性老年人

往往比男性老年人生活幸福感要高袁这在许多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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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中都得到了验证遥 婚姻状况对于老年人具有

极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袁当前时期有配偶的老年人比

没有配偶的老年人要幸福遥 子女数量对于老人生活

幸福感的影响系数都显著为正袁数量越多袁老年人

生活幸福感越高遥 儿子数量对于老年人幸福感的影

响极为显著袁这说明野多子多福冶在一定程度上依然

存在遥 养老意愿对于老年人生活幸福感有着显著的

正向影响袁认为养老靠自己的老人比认为养老靠他

人的老人生活幸福感要高袁这是因为认为养老靠自

己的老年人往往对子女或其他赡养人的依赖性较

小袁其在较大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遥 社会经济地位

对于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都有着显著的影响袁与同

龄人相比袁经济社会地位越高袁其生活幸福感越高遥
四尧城镇与农村老年人生活幸福感比较

分别对城镇和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进行

logistic 回归袁结果见表 5遥 其中袁模型渊3冤和模型渊4冤
是对城镇老年人样本进行分析的结果袁模型渊4冤加
入了控制变量曰模型渊5冤和模型渊6冤是对农村老年人

样本进行分析的结果袁模型渊6冤加入了控制变量遥 本

文希望通过上述多个实证模型来比较分析生计资

本及控制变量对城镇和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

分别起到何种程度的作用遥
对比模型渊3冤和模型渊4冤以及模型渊5冤和模型

渊6冤可以发现袁控制变量对回归结果的影响较小袁模
型渊3冤和模型渊5冤中生计资本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

著度几乎与模型渊4冤和模型渊6冤相同遥 模型渊4冤解释

变量的回归系数普遍大于模型渊6冤的回归系数袁这
说明生计资本对于城镇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影响

要大于农村老年人遥 对比模型渊4冤和模型渊6冤可以看

到袁无论是农村老年人还是城镇老年人袁健康状况尧
房产数量尧家用汽车尧社会信任尧性别以及社会经济

地位对其生活幸福感都有着显著影响遥 家庭总收

入尧政治参与尧婚姻尧儿女数量尧养老意愿等变量对

于城镇老年人的影响较为显著袁但对于农村老年人

生活幸福感的影响不太显著遥 社会交往则相反袁对
农村老年人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袁但对城镇老年人

的影响不显著遥
家庭总收入往往是家庭经济状况的直观体现袁

在模型渊3冤和模型渊4冤中袁家庭总收入对城镇老年人

生活幸福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袁 家庭年收入越

高袁幸福感越高遥 家庭总收入对农村老人的幸福感

同样有正向影响袁但结果不显著遥 城镇家庭收入多

表 5 城乡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与解释变量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名称 渊3冤城镇 渊4冤城镇 渊5冤农村 渊6冤农村

人力资本

教育年限

健康状况

物质资本

家庭总收入

房产数量

家用汽车

金融资本

家庭投资

商业保险

社会资本

社会信任

社会交往

政治参与

控制变量

年龄

性别

婚姻

儿子数量

女儿数量

养老意愿

基本养老保险

社会经济地位

_cons
N
Log likelihood
Pseudo R2

-0.00776
0.347****

0.0374*
0.464****

0.348

-0.369
0.164

0.437****
0.00877
0.448*

-
-
-
-
-
-
-
-

-2.211****
1400

-737.35109
0.0868

0.0136
0.375****

0.0407*
0.434***
0.527*

-0.304
0.190

0.430****
0.0547
0.381**

0.00988
-0.360**
0.533***
0.326****
0.156**
0.664***
-0.0795
-0.115**

-3.728****
1376

-692.12592
0.1237

-0.0175
0.406****

0.0197
0.434**
0.839*

1.834
0.0643

0.254****
0.163**
0.336

-
-
-
-
-
-
-
-

-1.942***
1105

-581.8445
0.0632

0.00669
0.409****

0.0171
0.473**
0.859*

1.760
-0.0603

0.243***
0.136*
0.287

0.0148
-0.349**
0.217
0.0974
0.0769
-0.212
0.0985

-0.134**
2.932***
1094

-568.54937
0.0766

是以工资的形式表现出来袁而农村家庭收入更多是

以土地收成以及农作物等实际物质的形式表现出

来袁因此农村家庭总收入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程度

差异遥 金融资本对于城乡老年人的幸福感影响都不

显著袁其中家庭投资和商业保险对城镇和农村老年

人影响效果相反袁从事家庭投资对于城镇老年人的

生活幸福感有着负面影响袁参加商业医疗保险对于

农村老年人有着负面影响遥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

能是从事投资活动的农村家庭往往在农村中经济

条件较好袁其生活幸福感往往较高遥 城镇老年人其

投资理念更为全面袁投资意识更为理性袁往往选择

购买商业保险来满足其较高层次的养老或医疗需

求遥 在经济水平较低的农村袁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

面还有所不足袁少数未被基本保障系统覆盖进来的

老年人则选择购买商业保险作为替代品袁这一方面

加大了老年人及其家庭的经济压力袁另一方面被制

乐 章，鲁志敬：生计资本视角下城乡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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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排除在外会使老年人产生排斥感袁这不可避免会

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造成负面影响遥 社会交

往以及政治参与等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都为正袁社
会交往对于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较为显著袁但
对于城市老年人影响的显著度不高袁这是因为农村

老年人在野熟人社会冶中的交际可以使其获得更高

的效用遥 政治参与对于城市老年人的幸福感有较为

显著的影响袁 而对于农村老年人的影响却不显著袁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党员身份可以使城镇老

年人在资源分配时获得优势地位遥
婚姻状况以及子女数量对城镇老年人的幸福

感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袁对农村老年人也有正面影

响袁但影响系数较小袁且显著性不高遥 造成这一现象

的原因可能是当前农村老人的子女离开祖辈赖以

为生的土地袁进入城市中工作谋生袁留在农村生活

的老人里空巢老人占了较大比例遥 老人与子女长期

两地分居尧 得不到子女的生活照料与情感支持袁这
极大损害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遥 认为养老靠

自己的城镇老年人比认为养老靠他人的城镇老年

人生活幸福感要高袁农村老年人则相反袁认为养老

靠他人的农村老年人比认为养老靠自己的农村老

年人生活幸福感高遥 造成这一城乡差异的主要原因

在于城镇老年人其自我保障能力较农村老年人而

言更高袁经济条件较好尧有养老保障制度支撑的城

镇老年人更倾向于自我保障袁而农村老年人的养老

观念较为传统袁野养儿防老冶 这一观念根深蒂固袁认
为只有无依无靠的老年人才会选择靠自己养老遥

五尧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13 年 CGSS 数据袁系统分析了生计

资本对城乡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影响遥 实证研究的

主要发现如下:渊1冤大多数老年人认为生活比较幸福

或非常幸福袁城镇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略高于农村

老年人曰渊2冤在本文所选取的生计资本指标中袁健康

状况尧房产数量尧家用汽车尧社会信任尧社会交往尧政
治参与对于城乡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有较为显著

的影响袁健康状况越好尧房产数量越多尧越认为社会

值得信任的老年人生活幸福感越高袁拥有家用汽车

的老年人幸福感高于没有家用汽车的老年人袁老年

人中党员比非党员的幸福感更高曰渊3冤除生计资本

指标外袁女性老年人尧当前时期有配偶的老年人尧认
为养老靠自己的老年人生活幸福感较高袁与同龄人

相比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尧 儿女数量越多袁

其生活越幸福曰渊4冤家庭总收入尧政治参与尧婚姻尧儿
女数量尧养老意愿等变量对于城镇老年人的影响较

为显著袁但对于农村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影响不太

显著遥 社会交往对农村老年人具有较为显著的影

响袁但对城镇老年人的影响不显著曰渊5冤人力资本尧
物质资本尧社会资本对于城乡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

有着较为显著的积极作用袁 尤其是城镇老年人袁生
计资本对其幸福感的影响更为突出遥

城乡老年人的生计资本与其生活幸福感息息

相关袁提高老年人生计资本的质量对于提升老年人

的生活幸福感并最终增进全民福祉有着重要的作

用遥 基于此袁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院一是加强

和完善当前社会医疗保障制度袁保证野老有所医冶袁
加大老年人医疗保障的措施力度曰二是扩大养老保

障覆盖面袁提高基本养老金的保障水平袁同时鼓励

对老年人进行人力资源开发袁向身体健康的低龄老

年人提供适当的工作岗位曰三是破除原有的户籍制

度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禁锢袁消除因户籍制度导

致的福利和资源不均等曰四是丰富老年人的文化娱

乐生活袁同时健全公共文化体育设施袁鼓励老年人

参与进来曰五是有针对地帮助具有特殊困难的老年

人袁向失能老人尧丧偶老人和空巢老人等群体提供

物质帮助和精神关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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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the elderly with spouse and the elderly who think they can rely on themselves all have a higher level of well-being
in life. Compared with their peers, the higher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the elderly, the more the number of children,
the greater the sense of well-being of their lives. Based on thi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in urban and ru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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