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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互助养老是农村社会化养老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熟人社会网络和传统
互帮互助的文化传统为互助养老提供了可能，但农村互助养老过程实质是一个社会交往过程，其
中蕴含了丰富的社会交换理念。本文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从社会规则、相对资源和最小兴趣
三个维度探讨了农村互助养老内在的行为逻辑，总结其实施困境，并对实践路径进行探究，主要
包含针对性的政策法规与传统文化的兼容并济、服务对象的精准定位以及健全农村互助养老服
务体系三点内容。同时指出农村互助养老的出发点在于为农村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互助养老服
务，而其可持续性发展却在于对服务供给主体需求和相对资源的满足情况，以期为我国农村互助
养老服务提供可行性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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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村互助养老伴随着农村人口流动、家庭结构
小型化的深入，老龄化和高龄化程度进程的加快而
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和推广。2017 年《“十三五”
国家老龄事业发展与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
中曾指出，邻里互助、亲友相助等模式形成的互助
养老方式是农村老年人实现养老的一个重要途经。
继而 2019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
的意见》的文件中强调了农村探索互助养老模式
的积极意义。2020年 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发展普惠性养老服务
和互助性养老，促进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的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进一步认可了互助养老的地位和作
用。农村互助养老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
老年人口人力资源再开发的养老方式，在新的时代
背景下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 2020 年疫
情的发生，使人们的生产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以往城市与城市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交往变
得更加谨慎和小心。农村互助养老在特殊时代背
景下脱颖而出，其以村落为基础单位，在一定区域
内实现邻里互助、亲友互助等，是一种让老年人安
心、放心的养老服务方式。相对于集中式的机构养
老，其减少了与陌生人交往的可能性，具有实践性
和可操作性。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社会交往是一个社会交换
过程，其主要基于社会规则、相对资源、最小兴趣等
三个因素。其中社会规则主要是指影响个人社会
交往行为的规则，可以是约定成俗的道德规范、也
可以是政府层面的法律条文。相对资源是指社会
成员之间拥有资源的一个相对状态。而最小兴趣
则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相对地
位。在这三个因素作用下，人们会对获得的报酬和
付出的报酬进行评价，进而支配着自己的社会交往
行为，报酬既可以是物质性的金钱、服务等，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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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形的信息、关爱等心理慰藉。社会互助养老是
老年人与其他群体社会互动的一种体现，其内在理
念不仅体现着我国优良的互帮互助的文化传统，更
是社会交往的一种行为，充分体现了社会交换理论
的广泛应用。因此结合社会交换理念对农村互助
养老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实现农村互助养老服务
的可及性，更是促进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性发展的
内在动力。

本文立足于社会交往理论视角，从社会规则、
相对资源以及最小兴趣等三个角度出发，对农村互
助养老内在的行为逻辑进行系统性、全方位分析，
辨别其当前的实施困境，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可行性
的实现路径，对于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质量和服
务效率，满足老年人当前多样化的需求，促进我国
养老事业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随着农村互助养老的日益普及，学术界关于此
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在充分阅读多为学者关于
农村互助养老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将现有研究主要
分为以下三点内容。

农村互助养老是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感的一
种方式。互助养老为老年人提供了工作和志愿服
务选择的平台，这种归属感空间调动了老年人的社
会参与意识，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Cabinet Office，2012) 。徐咪( 2019) 认为农村互助
养老方式使老年人从被动赡养人转化为主动的自
助养老人，在充分贯彻积极老龄化的宗旨下，提升
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感。同时，互助养老模式的核
心理念为老年人的“自助+互助”，降低了老年人的
养老成本和社会成本，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要
手段( 王铄，2019) 。向运华( 2020) 进一步指出，农
村集体互助是在乡村振兴宏观政策下，老年人充分
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一种养老服务方式，老年人
在这种养老方式下，可以根据自身状况和养老需求
积极参与到养老服务过程中，大大增加了老年人的
社会参与感和获得感。通过部分学者的阐述可以
清晰的了解到，学者们从老年人视角充分论述了农
村互助养老的现实意义，其是老年人参与社会，实
现自主养老的一种方式。

农村互助养老是人力资源再开发的重要途经。
刘妮娜( 2017) 认为农村互助养老将老年人力资源
进行了组织和动员，这对弥补当前农村服务人员不
足、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具有重要作用，是农
村彰显乡村本色和现代化相融合的一种表现。因
此，在农村互助养老实践的过程中，应注重对老年
人内在的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引导和调动，实现
老年人的老有所为 ( 张彩华，2017 ) 。于长永

( 2019) 基于农村老年人被动养老和老年人力资源
利用不足的现实困境，提出互助养老将老年人力资
源进行了再开发，提升了老年人力资源的利用效
率，进而有利于解决当前农村养老的服务困境。但
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低龄、健康的老年人帮扶
高龄、失能和有需要的老年人，中间的利益协调机
制，报酬给付机制需要进一步界定和科学衡量，才
能保证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可持续性和农村老年
人互助养老的可及性 ( 贺雪峰，2020) 。学者们立
足于资源视角，对农村互助养老对于老年人力资源
再开发的重要意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但也客
观地指出了互助过程中的报酬给付问题亟待解决。

农村互助养老需要标准化和规范化运作。施
旖旎( 2015) 曾指出农村互助养老面临着组织规范
化、信用如何保障以及服务如何有效兑换等一系列
问题，亟待调整和规范。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农村
互助养老出现了许多非预料到的不良后果，比如服
务人员综合素质高低不一、服务内容单一等现象，
需要政府给予充足的重视和提供较强的资金支持
来实现其规范化运作。继而何茜( 2018) 鲜明地指
出政策上的保障是农村互助养老有效运作的重要
内容，应加强制度的设计，为农村互助养老提供强
大的政策支撑。周鹏( 2019) 也提出在做好制度规
范性设计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开发互助养老的社
会土壤，促进农村互助养老标准化的同时实现其差
异化发展。因此，当前农村互助养老在顶层设计、
资金保障、制度管理、地方建设等方面都需做进一
步的调整和规范 ( 刘妮娜，2020) 。学者们立足于
现实困境，在充分认可农村互助养老重要性的同
时，对其实现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发展的必要性
进行了探讨，从而从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综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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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下推动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性发展。
通过对学者们观点的阐述可以清晰了解到，目

前学术界对于农村互助养老从老年人视角、资源开
发视角以及现实困境视角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和分析，充实了农村互助养老理论研究，并对农村
互助养老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但目前的学者对于
农村互助养老的研究仍然主要基于其传统的乡土
人情的社会文化背景，鲜有学者从老年人内在的行

为逻辑出发，来探究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基础和行
为机理。本文在立足于当前研究背景下，以社会交
换理论为指导，从社会规则、相对资源和最小兴趣
三个维度，整体性、系统性地分析农村互助养老过
程中老年人内在的行为逻辑，总结并分析农村互助
养老实践的可能性以及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所在，
以期丰富农村互助养老理论研究，促进农村互助养
老的发展与进步。

三、可能:社会交换理论下农村互助养老内在行为逻辑

( 一) 社会规则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社会规则是指导社会成员

进行社会交往的依据，其可以来自于内部约定成俗
的约定或规则，也可以来自外部强有力的行政约
束。双方的综合作用促进社会成员在一个有序且
规范的环境中进行着社会交往活动，从而实现自己
的社会交换诉求。但社会规则可以约束社会成员
的行为，却不是社会成员内在的行为动机，其在社
会交往过程中主要起着辅助和规范的作用。

1. 农村互助养老内在社会规则。内在社会规
则主要是指约定成俗的、道德理念下的规则体系，
其一般不受法律的约束和评判，是人们潜意识形成
的价值观。我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养儿防老、邻里
互助、守望相助的优良品质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人们的社会交往行为。这种无形的、内在的社会规
则为农村互助养老奠定了良好的情感基础和社会
支持，促使人们在朋友、亲友和邻里间相互帮助、相
互扶持，在情感维系中实现自身的养老需求。农村
地域属于熟人社会，邻里朋友之间通过帮工、低偿
雇佣等方式，形成良性的、频繁的社会互动，营造了
一个和谐和彼此信任的社会氛围。在传统道德理
念和地域文化约束下，熟人网络提供了潜在的社会
交换基础，地域成员内在形成的价值观和社会交往
理念促使其向朋友、邻里等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可
能性的无偿或低偿的养老服务，以盼在未来自己有
需求时可以获得相应的养老服务，农村互助养老在
这样的理念逻辑下得以运作。但需要说明的是，无
论是邻里、朋友还是爱心志愿者等潜在的服务供给
群体，其内在的行为逻辑都以获取情感需求、服务
需求以及荣誉需求等为基准，即传统文化理念形成
的内在社会规则主要以引导和约束作用为主，在一

定程度上并不是农村互助养老内在实质的行为
逻辑。

2. 农村互助养老外在社会规则。外在社会规
则主要是指社会宏观的政策环境，以及颁布的各项
行政法规条例来明文约束或鼓励社会成员各种行
为的规则体系，其具有较为严格的法律效应和规则
规范。2011 年《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 2011—2015年) 》中将农村互助养老纳入到农村
基本养老服务网络中，从国家层面给予了农村互助
养老充分的认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
也曾提到，应构建养老、孝老和敬老政策体系和社
会环境，并强调了农村互助养老的规范化、标准化
的重要性。继而在 2018 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
2018—2022 年) 》文件中将发展和探索农村互助
养老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一环。近期的十
四五规划建议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
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进一步指出了互助养老模
式的基础性养老作用。这些政策文件明确了农村
互助养老的地位，指明了互助养老的发展方向，为
农村互助养老的未来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并规范了农村互助养老的参与行为。因此，政策环
境对于农村互助养老内在的发展来说其主要起到
的是推动、规范和鼓励作用，其在宏观层面的引导
和调控有利于农村互助养老更好地开展。

( 二)相对资源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资源是社会成员进行社会

交往的动机所在。当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双方相
互需要的资源时，双方产生社会活动，实现社会交
换，达到自身社会交往的目的。这种资源既可以是
物质性的报酬，比如金钱、地位或者服务;也可以是
精神层面的关爱、信息等。在这种资源利益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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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社会成员进行着社会交往活动，满足自身的情
感、金钱等一系列可获得的需求。因此社会成员之
间所具有的相对资源是社会交往内在的行为逻辑。
农村互助养老实践中，涉及的社会交换活动主要包
含两方面，一方面是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方与被服务
方，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1.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方与被服务方。农村互
助养老建立之初，规定其服务供给方主要是指农村
低龄健康老年人、邻里、朋友以及中年健康妇女等
群体，被服务方主要侧重于农村需要日常照料、照
护服务以及精神慰藉等一系列服务的失能、半失能
以及失智老年人，即暂时无需养老服务的人员帮扶
需要养老服务的人员。为了鼓励社会成员积极参
与以及促进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性发展，地方政府
通过时间银行获取时间币、低偿以及无偿的方式实
现着农村互助养老的整体运作。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需要养老服务的老年人拥有的资源是情感、政
府补助、时间货币等，服务供给方拥有的资源是关
爱、服务以及时间。因此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
社会交往双方如何能够满足对方的资源需求是决
定农村互助养老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性服务供给
的关键。本文认为，农村互助养老的服务供给过程
体现着农村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互动，其在本质上
是一种社会交换行为，资源的相互给予是农村互助
养老参与主体内在的行为逻辑，因此需要不断协调
服务供给方和服务需求方之间的资源配比情况，来
实现农村互助养老长远发展的目标，充分发挥农村
互助养老的基础性养老作用。

2. 农村互助养老中央政府与基层政府。在农
村互助养老实践过程中，地方基层政府和中央政府
之间的互动也是社会交往的一种体现。在两者互
动之间，决定着地域内农村互助养老可获得的相对
政策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地农村互助养老
实践的效果和质量。中央政府拥有的资源是财政
补贴力度、税收优惠力度和政策倾斜等; 地方基层
政府拥有的资源是地域成员的认可度、政策执行情
况以及地域宣传和管理等。因此在农村互助养老
实践中，中央政府应根据财政状况、地方执行情况
等因素调整对各地方的互助养老补贴力度，从而将
财政补贴形成激励补贴，提升地方开展农村互助养
老的积极性。在这种良性循环下，中央政府满足了

农村老年人的切实需求，实现了其治理的目标; 地
方政府获得了奖励补贴，更好地开展互助养老活
动。可见，社会交往之间相对资源的有效互动和补
给是参与主体内在的行为逻辑。

除此之外，农村互助养老还涉及到社会组织、
企业以及志愿者等等群体，各群体的参与互动都是
社会交往过程的一种体现，存在着相对资源的一种
社会交换行为。因此在具体分析农村互助养老过
程中，把握各参与主体拥有的相对资源情况是促进
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重要环节。

( 三) 最小兴趣
社会交换理论下兴趣( 需求) 决定着社会交往

群体彼此依赖的程度。社会成员在相互交往中，兴
趣最小即需求较小的一方处于相对主导地位，其可
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社会交往的整个过程。因此
为了避免兴趣引起的社会交往双方之间的不平等
关系，如何使社会交往双方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
里，保持一个公平平等的相对地位就尤为关键。如
果说相对资源决定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交往行
为，那最小兴趣则体现出社会成员之间社会交往中
相对地位。

1.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双方的对等关系。在农
村互助养老服务过程中，对于有服务需求的老年人
一般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其需要亲友、朋友、低龄
健康老年人的帮扶来满足其日常生活。相对比之
下，低龄健康老年人、有行动自理能力的亲友、朋友
等群体则处于一个相对强势的地位，其作为服务供
给方处于相对主导地位。这些群体或因道德文化
习俗或因有偿劳动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着养老
服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有限低偿或无偿的服务
报酬，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内在服务供给的动力不
足，影响着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在社会
交换理念下，服务供给不足的动因得以识别，其在
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服务供给主体在这一过程中的
最小兴趣因素，即服务供给主体需求得不到有效满
足，或在农村互助养老社会活动中缺少参与和互动
的动力需求。因此，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保
持相对平等的互动，如何在满足农村老年人养老需
求的前提下，提升农村潜在互助服务供给主体的服
务需求是农村互助值得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2. 农村互助养老的相对公平原则。相对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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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老年人获得农村互助养老服
务机率的公平性。这种相对公平性一般体现在区
域之间和群体之间。区域之间的相对公平性，会提
升社会成员的社会信任感，更加愿意并从事当地的
社会交往活动，进而积极参与到农村互助养老服务
过程中。群体之间的相对公平会提升潜在服务人
员和服务需求人员的获得感和体验感，促使其为未
来满足自身养老需求目标而努力，继而积极投身于
农村互助养老事业中。这两种相对公平视角以最
小兴趣即需求为行为准则，引导着人们的服务行为

和奉献行为。当出现相对不公平情况时，最小兴趣
一方将减少或不再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过程中，
造成服务人员的流失和服务衔接的不畅。目前农
村互助养老地域之间发展不均衡、服务对象的定位
也较为局限，如何平衡好区域之间服务的差异性、
如何对农村互助养老对象进行精准定位是农村互
助养老亟待调整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社会规则、相对资源和最小兴趣对农村互助养
老服务的行为逻辑简化如图 1所示。

图 1 社会交换理论下农村互助养老行为逻辑简化

四、可辨:社会交换理论下农村互助养老的实施困境

在社会交换理论下，本文对农村互助养老内在
的行为逻辑进行了分析，从社会规则、相对资源和
最小兴趣三个视角，探讨了农村互助养老过程中服
务双方所处的社会环境、行为动机和强弱势地位，
以此探究农村互助养老当前的现实困境。

( 一)针对性政策条例较少和传统文化理念的
弱影响

目前，专门针对农村互助养老的政策文件较
少，其主要蕴含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养老体系建设规
划文件中，内容规定较为笼统，发展指向较为模糊。
追究其原因主要来源于我国宏观大背景下农村养
老事业尚处于完善和发展阶段，其作为补充性作用

的互助养老仍然处于探索试点阶段，尚未在全国内
普及，成功的案例较少且具有地方性特点，其实践
效果有待进一步的检验。政策体系的不完整性和
法律条文的缺失性导致农村互助养老虽然有政策
扶持导向，却没有实际的政策扶持措施，即有一定
的外在的社会规则进行积极引导，却没有真正意义
上的政策规范指导农村互助养老的具体化运作，影
响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进程。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市场经济、人口流动以
及家庭小型化等社会结构变化，在给人们生活带来
更多机会的同时也在弱化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
农村传统的熟人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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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帮扶等社会交往活动也在不断变化，一定程度
上弱化了农村互助养老实践的内在社会基础，即内
在社会规则效正在减弱。与此同时，现有的政策条
例和传统文化之间并没有形成良好的配合，如何将
现有政策引导与地方传统文化紧密结合为农村互
助养老提供一个适宜的社会发展环境是农村互助
养老得以特色化和持续化的重要层面。因此，制度
层面的政策条例缺失与人情层面的文化传统弱化
是当前农村互助养老面临的一个发展困境，制定针
对性、专业性的政策条例和提升传统文化在互助养
老中正面且积极的影响力刻不容缓。

( 二) 实践中服务对象局限性和偏差性
农村互助养老的服务对象较为局限，主要定位

为农村贫困老年人，例如农村五保户、空巢以及留
守等老年人群中的特殊群体，而不是农村全体老年
人。这不仅造成了农村老年人之间的分层次化，将
老年人划分为多个等级，影响老年人之间和谐的人
际交往。而且还有失公平和效率，同一地域老年人
能够参与到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过程中的机率是不
均等的，影响了潜在养老服务供给者参与其中的兴
趣，在相对资源不均衡的情况下，政策资源的倾斜
将会加大老年人群体之间资源差距，进而不利于农
村互助养老的可及性。以浙江省某县为例，该县从
2006年开始探索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组建银龄互
助服务队实现低龄老年人和高龄、空巢、特困等老
年人的结对帮扶，旨在解决农村老年人无人赡养、
无人照顾的问题，实践以来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使一些无人照料的老年人得到了支持。但其所
开展的活动和福利基本倾向于农村“特殊”老年
人，针对健康老年人和低龄老年人的服务和福利较
少，使得这一部分老年人参与感兴趣不足，将农村
老年人内部群体进行某种程度的分层，不利于农村
互助养老的推广。

农村互助养老还存在服务对象偏差问题，即农
村互助养老的服务对象应为失能、半失能、失智等
身体不能自理或半自理的老年人。而在具体操作
过程中，农村互助养老存在重设施、轻服务的现象，
注重互助养老场所的构建和养老设施的齐全，将互
助养老场所用于健康老年人日常娱乐进而用来减
少不必要的支出，从而获取一定额外的政府补贴和
政策扶持，造成有需要的老年人没有享受到养老服

务，无需要的老年人却在享受服务的现象，形成目
标服务对象和实际服务对象之间的偏差性，影响了
农村互助养老的实施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
农村失能、半失能以及失智老年人群体享受农村互
助养老服务的权益，背离了农村互助养老实践的初
衷。例如河北省邯郸市某县，该县从 2008 年建立
了当地首个互助幸福院，并以“村级主办、互助服
务、群众参与、政府支持”为原则进行运营，实践较
为成功，并成为了农村互助养老的典型代表。但其
服务对象仍然具有一定的偏差性，其面向的群体在
独居、留守和孤寡老年人限定上，添加了生活能够
自理的字眼，一定程度将失能、半失能、失智等老年
人群体拒之门外，有待对服务对象的进一步精准识
别。我们不否认当前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对象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和实践偏差性，这是由于国家财政资
金有限和农村现实情况而综合影响的。但在未来，
农村互助养老的服务对象如何定位，是否应该实现
服务对象普及化等内容需要做进一步的合理化和
公平化的分析，才能实现同一区域内老年人相对资
源的公平性，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效率。

( 三)服务的可持续性不足
服务的可持续性不足体现在两方面，即农村互

助养老服务内容单一和服务人员不足等两个方面。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内容单一具体表现在其服务内
容主要以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为主，缺乏预防保
健、康复护理、专业性的长期照护等服务内容。在
这样的服务体系下，老年人对于农村互助养老的期
待值较低，对于失能、半失能以及失智的贫困老年
人对其具有较大的依赖性，通过互助养老来获取其
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服务，而对于健康、低龄老年
人的吸引力则较小，其更需要的是保健类和预防性
的服务，但当前的农村互助养老却无法有效实现，
以河南省开封市某县为例，2017 年对旧楼改造，修
建了农村互助养老活动中心，并投入了运营，一定
程度上满足了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养老需求，但该互
助中心服务内容较少，主要以老年人日常活动、娱
乐为主，缺乏专业化的照料服务和预防保健服务，
其实践成效有待观望。服务内容的单一化和非专
业化在影响互助养老覆盖面普及的同时弱化了农
村互助养老的实施效果。同时伴随着老年人身体
状况的好转，农村互助养老由于其服务的单一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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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满足其后续的服务需求，服务的连贯性有待
提升。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人员不足表现在社会各主
体参与意识不强，实际参与人群较少，且缺少持续
的参与动机。参与服务主体层面主要为政府等行
政组织部门、社会组织、农村地域无工作的中年妇
女、爱心志愿者以及低龄、健康老年人。除了政府
等行政部门持续组织参与外，其余群体因拥有资源
的相对差异性、彼此依赖的不同程度以及需求满足
程度而呈现阶段性、间断性的参与和服务供给，具
体表现之一就是健康低龄老年人、中年妇女以时间
货币结算和低偿结算的方式向有需求的老年人提
供着日常照料等基础性养老服务，但时间货币兑换
的周期长、运行机制欠缺且获取服务费用低于市场
价格等问题造成健康低龄老年人后续服务供给动

力不足，长期运作下来服务人员的数量和质量都得
不到切实的保证。浙江省某县在积极开展农村互
助养老过程中就面临这一问题，该县在长达 10 年
的农村互助实践中发现，当前服务供给人员严重不
足，低龄老年人、健康老年人参与人数较少，且持久
性不足，人员流动性较大，造成后续服务的可持续
性不足，影响了互助养老的服务效果，亟待培育新
的社会组织发掘潜在的护理人员参与到农村互助
养老服务中，目前该县互助养老供给主体不断扩
充，主要是老年协会、老年电视大学和“享乐人生”
组织。农村互助养老以自助和互助为核心理念，但
现实情况却是健康、低龄老年人等潜在养老服务人
员没有切实激发出来，降低了农村互助养老特色的
同时，也没有实现农村老年人力资源再开发的
目标。

五、可为:社会交换理论下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路径

基于上述社会交换理念下的农村互助养老行
为逻辑及实施困境的分析可以充分得出，农村互助
养老的出发点是为农村贫困人口的失能、半失能及
失智等问题提供可行性的养老服务，但农村互助养
老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却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
农村互助养老的普及度、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对象与
服务供给者之间的相对资源与相对需求，即如何在
充分发掘农村潜在老年人服务供给资源为有需求
的老年人提供互助养老服务的同时，保障和满足服
务供给者的利益和诉求。本文立足于社会规则、相
对资源和最小兴趣维度对农村互助养老实践路径
进行探讨，以期促进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客体主体之
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推动农村互助互助养老的健康
发展。

( 一) 针对性的政策法规与传统文化的兼容
并济

制定专门的政策法规是农村互助养老社会规
则的重要内容。农村互助养老和传统意义上的农
村养老院、福利院等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农村互助
养老从老年人自助互助理念出发，通过日间照料和
集中居住相结合的方式满足不同需求的老年人，充
分体现着现代与传统养老理念相融合的人性化的
养老服务。相对于农村传统的养老院等养老机构，
农村互助养老充分体现出老年人的自主养老意识，

是时代进步的一种表现。因此中央政府需针对当
前农村互助养老的特点和实践现状，对农村互助养
老的资金来源、机构构建、运作机制和监管机制以
及实践服务进行针对性的统筹规划，例如可制定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条例》《农村互助养
老服务机构运营规范》以及《开展农村互助养老奖
励扶持条例》等，宏观层面给予农村互助养老充分
的政策扶持和社会认可，实现农村互助养老外在的
社会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地方需根据中央的政策
性文件，因地制宜地制定本区域内的农村互助养老
实施细则，对服务的流程进行标准化建设，比如服
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支付方式以及服
务效果反馈途经等进行明确和规范，以便对农村互
助养老进行监管和服务追踪，将外化的社会规则作
用最大化。

虽然农村地域中的互帮互助、邻里帮扶等传统
文化随着城镇化等社会变迁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日
益减弱，但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内在社会规则理念依
旧影响着人们的社会交往行为。因此在农村互助
养老服务实践过程中，不可忽视传统互帮互助、邻
里扶持等文化理念的积极影响。地方基层政府、村
委会以及社区等基层组织机构应对传统文化进行
弘扬和宣传，例如电视宣扬优秀事迹和先进人物、
定期举办传统文化讲座等。同时，在此过程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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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规则与外在的社会规则的相互融合、相互配 合，将共同促进农村互助养老更好运作与发展。

图 2 社会交换理论下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路径

( 二)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对象的精准定位
为了实现农村老年人之间互助养老服务获得

的相对公平性，需要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对象进行
精准定位。精准定位包含政策制定层面和实际操
作两个层面。在政策层面，为了实现农村互助养老
服务的可持续性发展，将其服务对象逐渐延伸至所
有老年人是必要的且必须的，将所有老年人涵盖其
中，针对不同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提供不同的养老互
助服务既能体现出互助养老广泛的容纳力和包容
力，也是农村互助养老发挥养老功能的鲜明体现。
在农村互助养老探索的初期阶段，我国主要将农村
贫困老年人作为互助的服务对象是由于资金支持、
资源供给以及服务人员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
随着农村互助养老的完善以及影响力的加深，服务
对象范围的扩大将是促进资源相对公平性和平等
关系的重要路径，因此将农村老年人全部涵盖在农
村互助养老政策体系中，是农村地域内实现老年人
之间相对资源平等的切实路径。在实际操作层面，
尽快落实失能、半失能及失智老年人的互助养老实
践目标，而不是为了减少经费使用而将农村互助养
老形式化，仅仅成为农村老年人娱乐的场所。农村

互助养老需真正发挥其自助—互助的功能，将有意
愿、有能力、有需要的老年人包含其中，在政府监管
力度下，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而在实
现老年人力资源再开发的同时充分贯彻积极老龄
化的目标和宗旨。

( 三)健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机制
从相对资源和最小兴趣角度出发，健全农村互

助养老服务机制是农村互助养老吸引低龄健康老
年人、中年妇女以及其他潜在服务供给主体参与到
农村互助养老的重要前提。简单来说，低龄健康老
年人等潜在服务供给主体其在互助养老的社会交
往活动中，可以在其中获得什么样的福利、满足其
什么样的需求，即服务需求方和服务供给方之间如
何形成相对均衡的关系来实现持续的互动，从而促
进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可持续性发展。农村互助
养老服务机制建设就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在医养结
合理念指导下，农村互助养老可建在村卫生室、县
卫生院等附近，也可在农村互助资源较为充沛的情
况下，内部设立卫生室等，用来满足农村互助养老
日常基本医疗的要求。同时在村委会等基层组织
领导下，可定期组织农村互助养老机构中的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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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集中体检、必要时为需要的老年人提供康复等
预防保健服务，形成日常照料、长期照护、预防保
健、基本医疗、康复服务以及精神慰藉一体化的多
层次的互助养老服务供给机制，使低龄健康老年人
能够实现其身体健康预防保健的需要，延缓失能、
半失能身体状况的发生，提升其参与农村互助养老

服务的兴趣和积极性。在这样的养老服务体系下，
老年人依据自身情况实时调整自己的养老互助需
求，及时获取自己需要的养老服务，加大对农村互
助养老服务的依赖程度和信任程度，源源不断地吸
引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增加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
活力，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六、结语

农村互助养老作为农村地域特色的一种养老
服务方式，伴随着其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在农村养
老服务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农村
互助养老服务在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
如政策支持力度针对性有待提升、服务对象范围小
且定位不清晰以及服务内容有待丰富和调整等等，
但其发挥的作用和体现的时代价值仍然是不可替
代的。因此我们要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给予足够
的重视和关注，促进农村地域养老服务的完善，为
农村老年人的晚年幸福做好充足的社会支撑。

社会交换理论下人们之间的交往受到社会规
则、相对资源和最小兴趣三个因素的影响。在三种
因素综合作用下，人们支配着自己的社交行为，并

进行着社交行为选择。农村互助养老实质上也是
一个社会交往过程，在社会规则约束和影响下，人
们会根据相对资源和最小兴趣进行着接受服务和
提供服务的一系列活动。因此在农村互助养老服
务过程中，其出发点立足于农村地域需要互助养老
的老年群体，但实现其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却表现
为对服务供给主体需求和相对资源的满足。对于
未来，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实践路径应兼顾服务需求
者和服务供给者的双重需求，并不断进行资源的调
整和协调，在实现相对公平的同时促进农村互助养
老服务的可及性，以期提升农村老年人晚年的生活
品质，实现其有尊严、有质量的养老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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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Internal Behavior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Ｒural
Mutual Support for the Aged under the Theory of Social Exchange

LIU Xiaomei，LIU Bingbing

Abstract: Ｒural mutual support for the age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socialization for the aged．
The social network of rural acquaintances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tradition of mutual help and
mutual assistance provide the possibility for mutual assistance and old－age care，but the process of mu-
tual assistance and old－age care in rural areas are essentially processes of social interaction，which con-
tains rich ideas of social exchang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xchange theory，this paper dis-
cusses the inherent behavior logic of rural mutual assistance and old－age care from three dimensions:
social rules，relative resources and minimum interest． We also summarize its implementation difficulties，
and explore the practical path，which mainly includes three contents: compatibility of targeted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with traditional culture，precise positioning of service objects，and improvement of rural
mutual assistance and old－age care service system． At the same time，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starting point of rural mutual support for the aged lies in providing mutu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n
need in rural areas，while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ies in meeting the needs of service providers and
relative resources，so as to provide feasibl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rural mutual support for the aged sup-
port in China．

Keywords: Ｒural mutu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Social exchange theory; Behavioral logic;
Practical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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