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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
内涵、现状及挑战

当 前， 我 国 正 处 于 人 口 老

龄化快速发展阶段。根据预测，

2030 年我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

达到 2.68 亿，占总人口的 19%，

2050 年将达到 4.02 亿，占总人口

的 29%。届时，我国老年人口可

能超过发达国家老年人口的总和。

此外，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

提高，老年人退休后健康存活时

间不断延长。退休后，家庭和社

会成为老年人主要活动空间。随

着我国家庭小型化，空巢和独居

老人比例不断提高，老年人自身

也更加追求独立，可能不愿与子

女同住。多种因素影响下，使社

会参与对老年人的重要性日益提

升。作为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内容，

老年人社会参与在国际社会一直

受到高度重视。2002 年马德里第

二届世界老龄会议发表的《政治

宣言》指出：“力求使老年人充

分融入和参与社会；使老年人能

够更有效地为其社区和社会发展

作出贡献；并且不断改善老年人

所需要的照顾和支持。在此背景

下，关注老年人口的社会参与，

对于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

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参与的内涵与意义

（一）社会参与的内涵
社会参与虽然广受关注，但

对其概念的界定仍存在一定模糊，

众多学者对其内涵进行了探讨。

杨宗传认为老年人口的社会参与

包括参与社会经济发展活动、家

务劳动、社会文化活动、人际交

往、旅游活动和在家庭范围内参

与文化娱乐活动。Bukov 等将社

会参与定义为在社会层面上分享

个人资源，包括集体性质的参与、

生产性参与、政治参与等。段世

江等认为社会参与是指参与者在

社会互动过程中，通过对各种角

色的扮演和介入，在社会层面上

实现资源共享，满足自身需要并

因应社会期待。这些不同角度的

界定对于认识社会参与内涵大有

裨益，但由于社会参与的多样性，

每一角度都难以进行全面、清晰

的界定，因此有多位学者提出了

更为综合性的界定方法。Bath 等

认为老年人无论进行何种形式、

何种特征的活动，只要是有社会

因素即可以认为是社会参与。杨

华等认为老年人的活动只要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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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层面开展并与他人相联系，使

老年人能够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

实现自身价值，那么就是一种社

会参与。Levaseur 等认为社会参

与是指个人参与的能够与他人进

行互动的活动，是个人与外界环

境双向互动的行为。

综合相关研究，可以看到，

老年人社会参与是一个综合性的

概念，判断老年人进行的活动是否

为社会参与，主要通过考察该活

动是否具有相关特点。本文认为，

只要老年人进行的活动同时具有

以下两个特点即可视为社会参与：

社会性，即与社会上其他人产生

联系；互动性，与其他人有一定

的交流互动。

（二）老年人社会参与的
意义

老年人社会参与无论对我国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还是对老年

人自身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1．社会参与有利于开发老年

人力资源。随着预期寿命提高，

人们健康存活时间不断延长，且

很多人在退休后仍有工作意愿。

若能够有效发掘该群体的人力资

源，不仅能增加我国劳动力供给，

继续发挥专业技术型人才能力，

还有助于降低社会的养老负担，

对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

重要意义。

2．社会参与能够丰富老年人

的晚年生活。退休后，缺少了工作

这一与社会联系的重要纽带，一些

老年人的生活可能变得较为封闭，

这不仅使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比较

单调，而且长期保持这样的状态

可能不利于其身心健康。社会参

与是老年人接触社会、进行人际

交往、保持社会联系的重要途径。

与他人的互动能够使老年人感受

到归属感，从而使其有动力建立

或保持积极的人际交往行为。通

过参加活动，老年人能够发展自

己的兴趣爱好，增加见闻和生活

体验，也能够认识新的朋友，使

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和充实。

3．社会参与有助于提高老年

人健康水平。社会参与能够从生

理、心理、认知能力等多方面改

善老年健康。很多社会参与是身

体锻炼形式的，如参加各类体育

团体等，可以使老年人达到锻炼

身体的目的。还有一些益智类活

动，如下棋、打牌等，能够帮助

老年人锻炼认知能力。通过与同

伴交流健康信息，如锻炼方法、

饮食习惯等，能够帮助老年人形

成更健康的生活习惯。在参与活

动过程中，老年人还能够与他人

倾诉遇到的烦恼或困难，从他人

处得到安慰和建议，达到疏解压

力、获得情感支持的作用，有利

于老年人保持心理健康。

4．社会参与是老年人实现个

人价值的重要方式。根据马斯洛

需求理论，自我实现是最高层次

的需要。老年人在退休后，有了

更多自由的时间，大多也不再担

心生计问题，可能更多的转向对

自我实现的需求。通过参与一些

社会活动，如作为志愿者、在组

织中承担相应角色等，能够使老

年人感受到意义感和目标感，达

到自我实现的追求。

二、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
现状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

踪调查（CHARLS）这一具有全

国代表性的大型调查分析了我国

老年人社会参与现状，该调查设计

了较为全面的社会参与模块，调查

了老年人 11 项社会活动的参与情

况（详见本节第 2 部分），基本

涵盖了我国老年人进行的大部分

社 会 活 动。CHARLS 于 2011 年

进行了基线调查，并分别在 2013

年、2015 年进行了两次追踪调查。

本研究根据三次调查数据对我国

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变动趋势进行

了分析，基于最新的 2015 年调查

数据对社会参与的特征进行了分

析（分析显示，三次调查反映的

老年人社会参与特征没有明显差

异）。

（一）我国老年人社会参
与变动趋势分析

2011 年、2013 年、2015 年

被访老人有一项及以上社会参与

的比例分别为 50%、59%、56%，

表明我国老年人进行社会参与的

比例近年来呈现在波动中增加的

趋势。

（二）我国老年人社会参
与的类型分析

我国老年人五种主要的社会

参与类型及参与比例分别为“串

门 / 跟朋友交往”（28%）、“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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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 / 下棋 / 打牌 / 去社区活动室”

（15%）、“无偿向不住在一起的

亲人 / 朋友或者邻居提供帮助”（以

下简称“无偿提供帮助”）（10%）、

“跳舞 / 健身 / 练气功等”（6%）、

“社团组织活动”（2%），这些

活动占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绝大部

分。其他活动的参与情况如下：“志

愿者活动或者慈善活动”（1%）、

“无偿照顾不住在一起的病人或

残疾人”（2%）、“上学或者参

加培训课程”（0.3%）、“炒股”

（0.5%）、“上网”（3%）、“其

他”（1%）。

（三）我国老年人社会参
与的频率分析

重点对五种主要社会参与的

参与频率进行了分析。有“串门 /

跟朋友交往”活动的老年人，参与

频率为“差不多每天”、“差不

多每周”的分别为 47%、20%，

有“跳舞 / 健身 / 练气功等”活动

的老年人分别为 73%、10%，可

见有这些活动的老年人已将其作

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有“打

麻将 / 下棋 / 打牌 / 去社区活动室”

活动的老年人参与频率较为均等，

“差不多每天”、“差不多每周”、“不

经常”的占比分别为 37%、28%、

35%。有“无偿提供帮助”和“社

团组织活动”的老年人参与频率

较低，分别有 75%、61% 参与频

率为 “不经常”。

（四）我国老年人社会参
与的模式特点分析

从年龄、性别、婚姻状态、

户口类型等几个角度对我国老年

人五种主要社会参与的模式特点

进行了分析。

分年龄组来看，五种活动的

参与比例均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

下降。80 岁是一个较为明显的分

界点，超过 80 岁后，老年人各项

活动的参与比例呈现快速下降。

分性别特征来看，女性有“串

门 / 跟朋友交往” 、“跳舞 / 健身 /

练气功等”活动的比例高于男性，

分别高出 3 个、2 个百分点。男性

其余三项活动的参与比例相对更

高，其中，有“打麻将 / 下棋 / 打

牌 / 去社区活动室”的比例要比女

性高出 9 个百分点，可见男性更

热衷于这类活动。“社团组织活

动”、“无偿提供帮助”活动的

参与比例性别差异较小，男性比

女性高出 1 ～ 2 个百分点。

分婚姻状况来看，已婚并与

配偶同住的老年人五种活动的参

与比例均高于未婚 / 离婚 / 丧偶 /

未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其差距

在 1 ～ 7 个百分点。其中，“打

麻将 / 下棋 / 打牌 / 去社区活动室”

活动的差异最大，已婚老年人有该

活动的比例为 18%，比未婚者高 7

个百分点，即使“串门 / 跟朋友交

往”这一活动，已婚老年人参与

比例也比未婚者高出 4 个百分点。

这可能表明未婚老年人的生活相

对更为封闭，而有配偶的老年人

在对方的带动或鼓励下，更可能

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

分户口性质来看，城镇老年

人五种活动的参与比例均高于农

村老年人，且多数活动的差异较

大，如“打麻将 / 下棋 / 打牌 / 去

社区活动室”和“跳舞 / 健身 / 练

气功等”的参与比例，城镇老年

人均比农村老年人高出 10 个百分

点，参与“社团组织活动”的比

例高出 4 个百分点，这可能与农

村地区缺乏活动场所、针对老年

人组织的活动少有很大关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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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关注的是，有“串门 / 跟朋友

交往”活动的城镇老年人也比农

村高出 3 个百分点。从常理来看，

农村地区可能人情关系要更为紧

密，然而，城镇老人的这一参与

比例反而更高。这也反映出当前

我国农村地区老年人社会参与处

于十分缺乏的状态。

三、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
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建议

如何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

活？如何提高老年人的生活

满意度和幸福感？如何帮助

老年人实现其个人价值？这

些问题随着我国老年人口规

模的不断增加显得愈加重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已大

多能够得到满足，在此背景

下，社会参与成为提高老年

人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

然而，当前我国老年人社会

参与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1．老年人社会参与比例

较低。当前，我国有近一半的老

年人未参与任何社会活动。长期

不参加社会活动，可能使老年人

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少，生活陷

入较为封闭的状态，这不仅使老

年人无法享受社会经济发展带来

的成果，长此以往，还可能会影

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2．老年人社会参与形式单一。

如上文的分析显示，“串门 / 跟

朋友交往”是老年人社会参与最

主要的形式，在我国人情社会背

景下，这也是老年人最容易实现

的参与形式。然而，那些对老年

人体力、智力、社会资源等要求

较高、更具娱乐性、发展性、现

代性的社会活动参与比例还较低。

一方面，这可能因为我国老年人

社会参与意识还不高；另一方面，

这也可能由于为老年人提供的活

动场所、参与机会等十分不足，

使老年人没有机会进行这些活动。

3．应高度关注农村老年人的

社会参与问题。在人口流动、城

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农

村地区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更

为严峻。当前，农村地区老年人

社会参与比例尤其更低，这可能

与农村地区缺乏社会参与的氛围，

也缺少相应的参与条件有关，这

使得农村老年人的文化娱乐生活

更为匮乏，社会融入程度更低。

相对来说，农村老年人进行社会

参与的基础更为薄弱，改善和提

高其参与水平可能会面临更为严

峻的挑战。

当前，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

仍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无论参

与程度，还是参与的深度和广度

都还较低。为积极应对我国人口

老龄化，亟需加强对这一问题的

重视，不断提高我国老年人社会

参与水平。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

是一项循序渐进的工程，需要多

方形成合力，逐步推进。首先，

需要逐步培养老年人的参与意识。

当前，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热

情和积极性还较低。应通过扩大

宣传、积极倡导等方式，培养

老年人的参与意识，使其积

极主动地走出去，融入到社

会生活中。其次，需要政府

部门加强相应的支持。很多

更具娱乐性、发展性、现代

性的活动需要相应的场所或

条件支持，例如下棋打牌、

参与社团组织活动等，政府

部门应加强相应的公共设施

建设，积极组织针对老年人

的活动，为老年人提供相应

的活动场所，创造更多参与

集体活动的机会。最后，需

要全社会给与更多关注。人口老

龄化是贯穿我国 21 世纪的基本国

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

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作为积极

老龄化的重要内容，应加强全社

会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视，为

老年人创造浓厚的参与氛围，促

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确保老年人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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