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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的力量传导与质量提升 *

  兼评“福利病”论调

杨方方

摘 要:  以促进社会公平为己任的社会保障是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

要力量。由于现有研究未能清晰呈现社会保障力量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导致歪曲社会

保障力量的“福利病”论调——“社会保障供给水平高—助长人力惰性—社会发展受阻”

大行其道。固然，人力的流动和行动将社会公平的衍生效应带到更广阔的领域，人力是社

会保障力量的载体，但人力承载的社会保障力量源于质量而非数量，数量与质量之间至少

隔着理念价值、分配结构、供给内容和方式等多重因素。社会保障力量的传导过程可概括

为：“社会保障质量—社会公平促进—人力成长—社会全面发展”。从物质层面来看，社

会保障的力量传递过程“物质转移—收入平等—人力改善—经济循环”并非天然通畅，每

两个节点的连通都需相应心理能量和精神力量的助推；精神层面上的“身安—心安—心

动”是积极行动产生的前置传导环节。鉴于此，社会保障的质量设计应以增强心理能量和

精神意蕴为指向，促进物质资源向精神动力的内化，激发积极行为，全面改善社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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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有研究局限与狭隘论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① 可以说，共同富裕是多系统

协调推进、做大“ 蛋糕”与分好“ 蛋糕”齐头并进的过程；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相互转化和促进

的过程。在这个进程中，社会保障是走向共同富裕、建设福利中国的重要制度支撑。加强和改进社

会保障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②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项目编号：21STA002）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第 22、27 页。

② 参见郑功成：《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经济日报》2022 年 10 月 26 日，第 11 版；郑功成：《共同富裕与社会保障

的逻辑关系及福利中国建设实践》，《社会保障评论》2022 年第 1 期；何文炯：《建设适应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制度》，《社

会保障评论》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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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社会保障被赋予更高期待，源于其核心目标价值——社会公平能在共同富裕进程中释放

巨大的力量：向内，其能促进人的发展，此乃共同富裕目标的核心指向；向外，其能为其他系统提

供坚实助力，共同富裕是全社会系统推进的结果。一项事业的力量源自目标价值实现的能力。目标

是一项事业的发展指向和主动追求的理想图景；目标向纵深延伸、化为服务对象的内在能力，可称

为效力；力量载体与其他领域的互动产生的积极效应是目标的外扩、横向辐射，可称为功能。内化

的效力和外化的功能都是一项事业凭借目标实现而释放出的力量。一项事业的力量传导链条可归纳

为：“ 目标—效力—功能”。社会保障具有多重效能，其通过助力人力成长释放着补偿与矫正收入分

配差距、提升国家和社会认同、引领观念认知和促进经济发展等巨大力量，全面改善社会发展生态

环境。以高福利著称的北欧模式无疑是“ 隐性支点”角色的典范，北欧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建构

上多始于“为了福利而增长”的目标导向，① 实践上收获了“因福利而增长”的结果，形成了“社会

保障高投入—高技能劳动力—人力资本价值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社会保障高投入”的良性

循环。从中我们可提炼出社会保障力量的传导路径：“ 社会保障供给—人力资本增长—社会全面发

展”。社会保障的巨大功效催生了社会投资理论的发展，“ 为了增长而福利”成为推动社会保障实

践的支撑之一。② 因此，社会保障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出更大力量是具有重要时代价值

的议题。

遗憾的是，现有研究未能清晰提炼社会保障力量的传导路径，也鲜有涉及社会保障力量的构

成、载体、媒介以及传导节点等实质性问题，难以支撑起新时代社会保障发展需要。有关社会保障

力量研究主要集中在两端：一端是社会保障与其他系统的关系，3 看似观点争鸣，实则由于时间跨度、

样本范围、社会保障的核心变量、中介变量选取等各种表层因素和认知基础差异，研究之间难以形

成有效的对话；另一端集中在社会保障特定项目在特定时点对特定群体的影响，研究方法以定量研

究为主。④ 实践中，社会保障对多个系统的影响是长链条、多环节、多层次、多方向的互动过程，定

量聚焦一个个孤立的点很难形成持续循环的系统研究，也很难贴近社会保障与世界互动的真实图

景。其实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系统互动时更多以集成性系统的面貌存在。社会保障夯实地基、肥沃

土壤的生态优化功能决定了集成性思维和动态持续研究应当是前提和基础，零散、孤离的定量研究

只能作为辅助和填充。社会保障的重要价值是通过各个子系统、不同项目相互配合实现的，不同项

① 克劳斯 • 彼得森、陶冶、华颖：《为福利而增长还是为增长而福利？北欧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之间的动态关系》，《社会
保障评论》2019 年第 3 期。

②  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被证实并不可靠，“社会投资国家”理念开始凸显，社会保障的投资收益越
来越被重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部分如下：米基利 1995 年出版的《社会发展：社会福利中的发展型报告》中提出发展
型社会福利模式；安东尼 • 吉登斯 1999 年出版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的复兴》中提出了社会投资型的积极福利制度；
埃斯平 • 安德森等 2002 年出版的《为何我们需要一个新福利国家》创造性地运用生命周期理论完善和拓宽了社会投资理论；

 2012 年莫雷尔等出版的《通往社会投资福利国家：思想、政策与挑战》提出社会投资正在成为一种政策范式；赫梅尔赖克
 2013 年出版的《改变福利国家》与 2015 年出版的《社会投资带来静静的范式革命》进一步完善了社会投资理论。
3 比如在社会保障支出与消费增长、经济发展关系上，研究结论存在诸多分歧。持正向观点的部分研究有：丁纯认为，社保

支出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拉动居民消费和促进创新产出，从而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李乐乐和秦强认为社会保障支
出对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且该影响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参见丁纯：《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来自欧洲的证据和启示》，《社
会保障评论》2022 年第 5 期；李乐乐、秦强：《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发展》，《经济问题探索》2020 年第 5 期。
持负向观点的部分研究有：晋华和蒋小仙认为社会保障整体支出规模显著抑制了区域经济增长，社会保障支出越多，经济
增长就越缓慢；牟娟认为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短期内的经济诉求有促进作用，但长期看，对经济增长起负向作用；魏勇和
杨孟禹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个人社会保障行为会对居民消费升级产生重大程度的抑制作用。参见晋华、蒋小仙：《科技创新、
社会保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 SDM 的分析》，《科技与经济》2020 年第 3 期；牟娟：《社会保障、人力资本支出对经济
增长的统计检验》，《统计与决策》2020 年第 13 期；魏勇、杨孟禹：《收入结构、社会保障与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华东经
济管理》2017 年第 3 期。

④ 以对收入差距调解和消费促进为例，吕承超等基于社会保障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和项目展开，认为社会保险支出缩小了城乡
收入差距，而社会优抚支出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其他项目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明显；张开然、胡鑫怡认为整合
型医疗保险显著降低了家庭医疗负担，大幅促进了生存型、生活型、发展型和享乐型消费支出，且对农村居住家庭和原新
农合家庭作用更大；罗浩、周延认为养老保险降费对户主年龄较小群体、家庭养老保险参保率较高群体、中低收入群体、
家庭不健康率较低群体的消费不平等有显著减缓效果，等等。参见吕承超：《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吗——
基于规模与结构的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17 年第 5 期；张开然、胡鑫怡：《整合型社会保险能释放更多
消费吗——基于居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准实验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 年第 7 期；罗浩、周延：《养老保险
降费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消费经济》2022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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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使命价值与运营机理各有侧重。以财务平衡原则为例，既有单一维度，也有复合维度。仅从时

间维度看，就有生命周期平衡、逆经济周期平衡、年度平衡和定期测算等多种原则。在不了解“ 森

林”全貌的情况下，把集成性系统拆分，来评估每个“树木”并不一定能“格物致知”。

这样一来，狭隘、歪曲社会保障力量的论调就有了生存空间，“ 福利病”“ 福利陷阱”“ 福利危

机”等词多年来大行其道。① 虽然“福利病”论调承认社会保障影响人力成长，特别是对人的进取心、

精神面貌具有重要影响，但竟然得出一条窄化、歪曲的社会保障力量传递链：“社会保障供给过度—

助长人力惰性—社会发展受阻”。② 这种论调简化了社会保障力量的内容构成与影响因素，是在制度

力量、人性心理和现代文明认知上“ 以偏概全”的结果。在享受社会保障权益是公民正当权利的现

代社会，将需要帮助和支持的弱势群体视作“ 懒汉”，必然导致对“ 福利不足”状况理所当然地忽

视，这对弱势群体无疑是极大的不公。简单、粗暴地给社会保障贴上负面的标签无疑是戴上了有色

眼镜，也会掩盖真正的问题，阻碍福利中国的建设进程。“福利病”不是病，社会保障力量的探讨有

必要从澄清一系列认识误区开始。

二、起点：社会保障力量源于质量而非数量

从语言文字来看，“ 福利病”论调否定和打击的范围无疑是巨大的。深入研究发现，其在逻辑

推理上所暴露出来的认知误区和局限也是多层面的。

（一）如何评价社会保障水平？

如同血压、体重等各种身体的健康监测指标应该处在有上限和下限限定的合理区间，强调社会

保障供给在数量上适度无可厚非，但“ 福利病”论调对数量的强调是单向度的，似乎只有“ 高”福

利病才是“福利病”，这种数量上单向批判会造成“福利不足”状况被忽视。这种忽视对社会的弱势

群体来说极为不公，也会令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

1. 现状是福利不足而非福利过度。被诟病的“ 福利病”保障项目多是针对长期失业、贫困群

体的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基本的保障项目，与作为集合名词的“ 福利”的任一口径都难以

匹配。从我国实际情况看，不论是低保标准还是失业保险待遇都远未达到国际公认的一般水平。

2021 年第二季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只有 693.5 元 / 月，仅为 2021 年上半年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19.34%；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6150.4 元 / 年，为 2021 年上半年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38.65% 。3

2. 保障水平应结合社会需求来判定。“ 水平”的衡量有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前者指某一个体

获得的某一类社保待遇的数量相对于他的需求是高是低，即个体需求满意度；后者是从社会整体层

面看供给满足需求的程度，鉴于分配结构对供给效果的重要影响，用供给总量 / 需求总量这个比值

远不如用个体需求满意度的中位数更贴近现实。不同社会的社会保障需求的紧迫性和刚需程度不

同。置于共同富裕进程下，社会保障始于风险，长于共担，成于共享。其中，预防与化解超越家庭

化解能力的社会化风险是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的基本手段，更准确地说，对不同个体和家庭的抗

风险能力差距进行调解、补偿和矫正是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旨在保障安全，消除“恐惧”；社会保

障也是实现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手段，旨在发展同步，消除“焦虑”。劳动力市场双向选择机制下，

劳动竞争力较弱群体的抗风险能力、人力发展能力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主要体现为个人初次分配

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在遵循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的初次分配体系中，个体之间的

劳动竞争力差距是劳动收入差距的内在因素，市场的成熟度、开放性和包容度可视作外部因素。④ 根

① 对于“福利病”论调，大多数研究者持肯定态度，高举警惕“福利病”大旗；有些存疑者也是宁可信其有，推崇预防为先的
态度；明确反对的只有郑功成、宁亚芳等少数学者。

② 陈云凡、陈智：《我国的“福利病”风险及其预防策略》，《开发研究》2016 年第 6 期。
3 杨立雄：《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问题研究》，《社会保障评论》2021 年第 4 期。
④ 市场包容度是指在初次分配场域中再分配成分和第三次分配成分的占比，以及不同分配机制之间的互动和融合度等。总的

来说，劳动力市场越完善，人力资本的使用率和价值实现度越高；越包容，初次收入分配差距的自我弥合能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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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力资本形成理论，人力资本的差异与成长环境、家庭投入以及教育、公共卫生等公共物品及服

务分配等因素密切相关。社会保障水平与社会公平现状、初次分配场域的完善程度以及个体能力离

散度、家庭的收入能力等因素的关系可定性、简化表示如下： 

社会整体的社会保障水平 = 个体社会保障水平之中位数

个体社会保障水平 = 个体社会保障供给 / 个体社会保障需求

社会保障需求 = 风险化解需要 + 共享发展成果需求

个体社会保障需求 = 个体初次分配收入水平与社会平均初次分配收入水平的差距

个体初次收入水平差距 = 个体人力资本积累差距 * 劳动力市场成熟度

个体竞争力差距 = 家长的劳动能力差距 / 家庭获得的公共资源分配均衡度 ①

可以说，当下的社会保障需求是对以往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公共资源分配不均衡、劳动力市场

不完善、家庭收入能力差异等的矫正，是对个人成长中资源和机会相对不足的修复。个体人力资本

积累的差距逐渐成为影响收入差距、社会地位乃至决定社会阶层分布的重要因素。② 通过收入数量的

补充来消除相对剥夺感是社会保障基本的矫正和修复方式。完善的社会保障可以保障两代人之间的

人力资本积累和传递，为培养高素质人才提供保证。3

3. 保障水平取决于制度设计质量。修复方式有效的前提是供给对象的确是需要补偿和矫正的

人，且需要越迫切的人越能优先得到供给。所谓水平适当并不是数量上的折中，水平高低对应着供

给对象、内容、数量等供给要素与需求要素的匹配度。高水平的供给意味着供给与需求的高度匹

配，是高质量制度设计的结果。从数量到质量至少还隔着分配伦理、资源结构和分配方式等因素。

所谓高质量就是达到了质和量相得益彰的状态。

（二）如何看待制度的力量？

制度是一种治理工具。社会保障同卫生事业、教育事业、应急管理、经济制度、国防系统等一

样，都是治理手段，每种手段都有自己的作用方式和效能局限，但唯有“ 福利”被当作“ 病”的限

定词，无疑是对制度认知的局限，特别是对社会保障制度认知的局限，这种认知局限也会蒙蔽和掩

盖真正的问题——如制度质量不高、制度之间协调与衔接有缺陷、制度履行不充分等问题。

1. 理性看待制度的力量

“ 好制度能让坏人做好事，坏制度能让好人做坏事”是关于制度力量颇为经典的表述，整体逻

辑明确且确定，但“让”字的弹性易让人误会，制度能从多大程度上屏蔽人的道德特性、“主导”行

为的输出功效？ 客观地说，“ 让”更多地意味着引导、影响和激励，而非必定和必然，两者之间存

在相关性但不一定构成因果关系，“ 相关性”不等于“ 因果性”。众所周知，人的血压、体重只是人

体的表征、症状和“ 果”，而非“ 病”和“ 因”，引起血压和体重脱离正常范围的潜在病因很多且呈

现明显的个体差异。尽管结果相同，但每个人的“ 病因”可能不同。与身体健康一样，每个人精神

力量的形成也是一系列因素长期叠加的结果。按照“ 福利病”论调，高福利是因，“ 福利病”是果；

“福利病”是因，“养懒汉”是果。“福利病”论调包含的因果关系禁不住让人产生如下疑问：福利水

平能屏蔽认知、教育、家庭关系等一系列因素从而完全决定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吗？ 如何判定一个人

是“ 懒汉”？ 如何确定“ 懒汉”是福利高而不是成长过程中家庭、社会支持缺位造成的？ 如果能证

明有些“懒汉”确实是福利高造成的，那如何证明高福利只造成负向激励、催生了“懒汉”，而没有

正向激励其他参保人成为“ 勤奋”的进取者，以及未受激励、没有产生任何变化的参保者？ 如果存

在多个方向的影响，要定性评价一个制度对社会的影响则要看它的主旋律和大概率，如何证明“懒

汉”的数量确定多于后两者的总和？ 显然逻辑链条存在重大缺陷，即“ 福利病”论调在没有全面认

① 指引起人力积累差异的、直接面向孩子或家庭的保障、补贴、支持、教育福利以及就业关联福利等，公共资源分配均衡度

越高，不平等的预防能力越强。
② 杨晶、邓大松、申云：《人力资本、社会保障与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基于个体相对剥夺视角》，《保险研究》2019 年第 6 期。
3 宁亚芳：《高社会福利水平创造强国家竞争力——基于瑞典的实证研究》，《中州学刊》2013 年第 5 期。



158

社会科学 2023 年第 2 期 社会保障的力量传导与质量提升

清制度以及制度力量传导过程全貌的情况下，竟然把可能的影响夸张成绝对的必然结果。

2. “宽容”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力量

“ 福利”文字本身就蕴含着幸福、利益之义，是“ 前缀”最多的社会政策系统。各种分类标准

下的群体类型、各种保障内容、保障形式、性别、城乡、地域、行业、职业、个人特性等维度都可

以与福利组合，如女性福利、职业福利、家庭福利等。福利的延展性和弹性毋庸置疑，如同长寿、

平等一样，福利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如在一些高收入国家，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提供包括各

种弹性工作安排的家庭友好福利。① 置于我国社会保障语境下，狭义的社会福利也呈现出“ 无门槛、

无差别、无义务”的三无特征，是最宽容、包容的子系统。很多人可能一生不会申请低保，不会接

受社会救助，不会申请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但其生命历程的大部分都沐浴在有形和无形的福利之

中，都受到福利的体恤和慰藉。福利性是社会保障的第一特征，既代表“ 所得大于所费”的物质文

明，也传达着延展、开阔和宽容的精神力量。宽容不仅是一种关乎社会善治水平的重要社会资本，②

也是现代制度重要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品质，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力量。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

家霍兰德（Alisha Holland）认为，宽容是对弱势群体的一种再分配。3 在制度执行上对强者适度严苛、

对弱者群体适度宽容，也是制度调剂社会力量差距、矫治公共物品分配不均衡的一种作用方式。宽

容理论的逻辑前提是理性有局限、制度有局限，但制度局限不能由弱者买单，而要靠增加制度的

“感性”来弥补。

（三）如何看待人生状态的阶段波动与现代社会的文明发展？

“ 人往高处走”是被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和人力资源发展理论充分证明的规律。如果真的有少数

贪图不劳而获的“懒汉”诱使辛勤工作的人心理不平衡，也逐渐丧失进取心，成了“懒汉”，那显然

是人类的异化，是整个社会病了，是社会的价值体系、信念体系、信用体系的整体失效，是教育体

系、支持体系的系统崩溃，岂是福利太高惹的祸？

1. 辩证、长远地看待“懒惰”

在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历程中，进取向上是主旋律，阶段的“ 懒”和“ 摆烂”只是小插曲，把

“ 懒”置于更宽广、更长远的时空下，会发现“ 懒”可能是很多人前进途中的伴随性、阶段性状态，

是休养生息、生命力修复的有效手段，具有积极意义。比如，“摆烂”是当下年轻人的热频词汇，背

后是即使奋斗也无法改变困境的心态，但从语言文字的应用和传播来看，“ 摆烂”又充分体现了年

轻人勇于挑战、求新求异的个性特点，在相当程度上，“摆烂”是身处压力环境下的青年群体对自身

焦虑状态的宣泄和调侃，是释放内心压力的出口，有助于调整心情重新出发。④

2. 深刻认识心理修复规律

工业社会是竞争的社会，整个社会被纳入到竞争系统之中，社会成了“ 相互伤害”的平台。合

作的社会是风险高度不确定社会中对“共同善”的追求。⑤ 合作而非竞争是人类社会文明不断发展的

主要推动力。不同层面有不同的合作方式，但都发端于社会善念。⑥ 当社会善念行为被接受者识别

时，他们就能感到自己的自主性得到了尊重和保护，易于产生积极性情绪，增进信任感。低社会善

念会导致厌恶感加剧，造成社会成员之间的疏离。⑦ 俗话说，人穷志短、穷困潦倒，心理的修复需要

物质资源的支撑，物质资源虽不是充分条件，但无疑是必要条件。对于精神贫困者，进一步削弱物

质保障，是会激起他们奋斗的热情，还是会让他们走向绝望？ 从人力发展规律来说，稳定的物质供

① 许晓丽、李亮亮等：《企业家庭友好福利研究新进展：社会视角的影响因素及效应回顾》，《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1 年第

 2 期。

② 严挺、卢春龙：《中国的社会宽容及其对公共参与的影响》，《学习与探索》2022 年第 1 期。

3  Alisha Holland, “Forbeara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10, No.2, 2016, pp.232-246.
④ 夏凡凡、马曼娇：《网络流行语“摆烂”的多角度分析》，《汉字文化》2022 年第 12 期。

⑤ 张康之：《在风险社会中看人的道德及其善的追求》，《河南社会科学》2022 年第 6 期。

⑥ 社会善念是个体与外界互动中充分善意地关注、尊重并保护他人选择的需要和权利的行为准则。

⑦ 窦凯、刘耀中、王玉洁、聂衍刚：《“乐”于合作：感知社会善念诱导合作行为的情绪机制》，《心理学报》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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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和智慧的供给过程能传达更多温暖和善意，提升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内化为更多的精神力量。

3. 正确辨析社会制度文明

一个社会如果以放弃弱者、扶持强者来求发展，只可能富，不可能“ 强”，①更谈不上“ 文明”。

一个有免费午餐的社会才是文明社会，弱势群体生活状态代表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已是共识。对于

社会性弱势群体的成因、对于制度的低效进行系统性、协调性的反思才是文明的态度。社会学的归

因理论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提供其成员通过自主性努力达到成功的机会越多，失败者越有可能将原

因归于自身并更加努力；反之亦然。② 从这层意义上说，精神力量也是一种再分配资源。精神力量贫

乏与物质资源不足的成因一样都兼具社会性和公共属性。因此，帮助弱势群体重振生活信心，为他

们提供一个合理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空间是政府、社会的义务和责任。3 据此，社会性弱势群体的形成

更多归因于社会还是归因于个人更文明？ 有免费午餐的社会还是没有免费午餐的社会更文明？ 午餐

丰富的社会还是午餐单调的社会更文明？答案不言自明。

“ 福利病”论调的逻辑，不合情理，更不符合现实。社会保障力量来自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目标实现度取决于社会保障质量的高低；人力成长是质量到力量的桥梁和媒介，也是质量和力量的

载体。在隐秘的能量场域中，社会保障力量通过人力的流动和行动与其他系统互动融合，将社会公

平带入到更广阔的领域，人力无疑是社会保障力量的载体。以社会保障质量为起点的社会保障良

性发展循环可概括为“ 社会保障质量—社会公平促进—人力成长—社会保障力量—社会生态优化—

社会保障质量提升”。现有的社会保障质量研究大多脱离社会保障力量传导和作用实景，就质量谈

质量，对社会保障项目采取罗列式、单层的分析，忽视社会保障质量的关键节点和深层指向。④ 鉴于

此，聚焦社会保障的质量向力量的转化过程，并从不同资源层面提炼出社会保障力量的传导路径是

社会保障力量研究推进的重要节点。

三、过程：社会保障质量—力量传导的两个层面

积极的行动改变世界，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过程就是人力成长—行动的良性循环：“ 人力资本

投入—人力资本增长—人力资本价值实现—人力资本投入”。社会保障对人力的影响全面而深刻，从

健康资本到能力资本再到心理资本都离不开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撑。社会保障力量的传导过程实质

是全面改善人力资本、增加社会的积极心理资本存量并促使其转化为精神动力、输出积极行为的过

程。从资源和力量的存在形式看，社会保障质量水平分别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影响人力成长效

率，进而影响社会保障力量的输出。

（一）物质层面：“物质转移—收入平等—人力改善—经济循环”

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过程是物质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人力成长导向下进入社会投资良性循环

的社会保障具有这样的物质力量：“ 物质转移—中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增加—健康、教育等人力资

本增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比如，居民的消费倾向和公共福利支出紧密关联，社会保障通过物

质转移刺激居民消费，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和以卢

卡斯、萨金特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理论等都为之提供坚实的依据。⑤ 新冠疫情以来，很多国家都采

① 张益刚：《弱者的“强势”——政府维稳与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关系论》，《齐鲁学刊》2013 年第 5 期。
② 王奋宇、李璐璐：《当代中国制度化结构体系下的社会心理特征》，《社会学研究》1993 年第 1 期。
3 张益刚：《弱者的“强势”——政府维稳与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关系论》，《齐鲁学刊》2013 年第 5 期。
④ 比如，丛树海提出高质量养老保障的具体内容为“钱、医、人”三位一体，即筹集养老资金、建设社区医疗网点和培养专

业护工队伍。张光进指出，应主要从省级统筹、规范管理和扩围提标上持续用力，积极探索完善灵活就业社会保障政策，加
快失业、工伤保险全覆盖。张浩淼指出高质量社会救助制度应立足于现有“8+1”项目体系，适当扩充整合相关救助内容，
调整为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和急难社会救助三个部分；卫小将强调要加强制度化建设，充分发挥国家、市场、社会、
家庭及个体等多元主体的福利协同功能，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团体积极性，构建完善社会福利网等。参见丛树海：《新时代我
国养老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内容、体系和机制》，《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5 期；张浩淼：《以高质量
社会救助制度筑牢共同富裕底板》，《学术研究》2022 年第 9 期；卫小将：《中国福利发展的动因与机理》，《吉林大学社会
科学学报》2022 年第 5 期。

⑤ 杨胜利、李正龙、吕栋鑫：《我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规模研究》，《改革与战略》2010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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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加大社会保障补贴和支出的措施，说明社会保障物质转移具有激发积极消费行为的功效。理论

上，风险化解有补需方和补供方两种方式，之所以补需方能够成为主流，因为其在物质资源流动上

能带动更多环节进入循环链条，有助于拉动经济。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个环节的断裂都会阻断这

个循环，而两个节点之间的连接并不是自动形成的，还需要更深层因素的支撑。下面我们将考察我

国社会保障物质转移过程中的多个环节，以期找到节点之间断裂的可能原因所在。

1. 再分配必能提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吗？

不得不承认，一些社会保障项目已呈现出逆向再分配特征。以医疗保障供给为例，新农合的实

施改善了农村地区未成年人的整体健康状况，但有研究者指出，不同收入家庭中未成年人群体间的

健康差距仍在扩大，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似乎在加剧未成年人健康不平等现象。① 中国多重分割的社会

保险制度反而导致贫富差距，风险更高的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保障反而比那些风险更低的人更少。② 不

论是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是民间主导的慈善公益事业，一些信息、认知上的最弱势群体往

往游离在外。3

2. 收入增加必能促进人力改善吗？

健康改善是人力成长的重要内容。 2020 年全球新发癌症 1929 万例，其中中国新发癌症 457 万

例，占全球 23.7%，④ 超过我国人口总量在世界总人口的占比（18%）。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显示，目前

我国患抑郁症人数 9500 万，每年大约有 28 万人自杀，其中 40% 患有抑郁症，五成抑郁症患者为在

校学生。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 15%～20%，接近于成人。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社会

亟需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可见，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带来身安，身安也不一定带来心安，但心不安

身必难安。众所周知，经常性的心情低落会使身体状态变差，因为大脑中负责管理情绪的杏仁核，

也调节着心血管系统和免疫系统。客观地说，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伴而来的住房、医疗、教育压

力也从未走远，无助的家庭，“时间饥荒”的职场妈妈，被应试教育包围的未成年人等都具有脆弱的

心理状态。“ 空心病”已成为当代中国青年突出的心理问题，表现为人生无意义感强烈以及价值虚

无主义。⑤ 值得注意的是，“ 空心病”并不是缺少精神需求，而是精神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和精神表

达愿望上的强烈缺失感所致。

3. 人力发展必能促进经济循环吗？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对世界最富裕国家恩格尔系数的城乡平均水平界定，中国城镇居民恩格

尔系数已经与世界最富裕国家大体相当。⑥ 为什么恩格尔系数在我国所表征的意义有些变形？ 既有

统计口径、方式等技术局限，也与收入差距过大及社会保障不完善带来的不安全预期有关。⑦ 不安

全预期下，消费意愿被压缩到极致。近年来我国教育人力资本存量逐年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增速

放缓，与发达国家人力资本依然存在差距，⑧ 且人力资本存量的整体产出效率不高。人力资本的潜在

价值能否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使用和产出效率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宏观上说，我国的“物本经

济”还没有充分转向“人本经济”，从人力资本投资效应看，我国还未完全走出“中等收入陷阱”。⑨

以北京市为例，物质资本投资、教育人力资本存量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 59.87%、

17 .84% 。⑩ 有 研 究 显 示，在 我 国，没 有 任 何 一 个 地 区 的 健 康 人 力 资 本 对 经 济 增 长 质 量 有 显 著 影

① 彭晓博、王天宇：《社会医疗保险缓解了未成年人健康不平等吗》，《中国工业经济》2017 年第 12 期。
② 李棉管、岳经纶：《相对贫困与治理的长效机制：从理论到政策》，《社会学研究》2020 年第 6 期。
3 杨方方：《慈善市场的信息不对成与结构性失衡研究》，《社会保障评论》2017 年第 3 期。
④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官网，https://www.cn-halthcare.com/articlewm/20220321/content-1328590.html，
 2022-11-05。
⑤ 李海艺：《青年“躺平”现象的生成逻辑与引导策略》，《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5 期。
⑥ 黄彦彦、郭克莎：《家庭负债与恩格尔系数分化——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证据》，《经济学动态》2021 年第 11 期。
⑦ 张磊、赵悦辰、范淑娟、黄嘉俊：《到底是什么影响了恩格尔系数：基于多因素的经济学和 OLS 分析》，《上海商学院学报》
 2012 年第 2 期。
⑧ 刘伟、张立元：《经济发展潜能与人力资本质量》，《管理世界》2020 年第 1 期。
⑨ 倪超：《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投资效应研究——基于 65 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6 年第 15 期。
⑩ 胡捷、高丛：《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质量与市场》2022 年第 1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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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① 客观地说，人力资源配置上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和地区性失衡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人力资本价

值实现的整体水平。但在双向选择的劳动力市场匹配机制和共享性学习资源足够丰富的当下，人力

资本价值实现度不高不仅源于宏观上受落后的就业观念影响、就业配置能力低，还和人岗匹配后个

体的内在动力不足、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较差有关。

可见，每个节点都需要更深层力量的推动，这种深层力量比物质力量更富流动性，是物质资

源“量”的延伸和归途，是量到质的“转换点”。显然，这种深层力量就是精神动力。根据人力行为

决策理论，符合人力行为的主观意愿、意志、心理、精神状态是决定人行为选择的直接因素。精神

力量比物质力量更具有主导性，精神因素是生命的支点，物质层面的资源传递只有内化为积极的精

神力量，才会产生积极的行动。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紧密关联，精神力量离不开物质力量的滋养和

培育。研究表明，心理异常的高发人群多是身体健康状况差，患有某些慢性病，没有职业，没有医

疗保险、养老保险、商业保险的中青年群体。② 社会保障已经成为风险社会心理健康的坚实支撑。弱

者、贫者可以通过政府和社会给予的社会保障条件，使自己自尊、自立、自强起来。3 直抵人心、对

心理和精神层面进行修复是物质层面修复的深层指向。社会保障始于风险共担，成于成果共享；始

于物质力量的传递，成于精神力量的唤醒。当社会成员相信暂时的困难有终点，相信不幸有底线，

相信平庸不妨碍尊严，就拥有了对抗未知和不确定风险的确定力量。

（二）精神层面：“身安→心安→心动→行动”

在个体层面，物质力量向精神力量的传递过程可概括如下：即“ 物质转移—公平感知—精神与

心理变化—行动与选择”的影响链条。整体社会的精神力量就是个体精神和心理影响的叠加和综

合。理想的传递链条可归纳为：“ 正向的收入再分配—公平感提升—个体精神力量增强—社会发展

的乘数效应”。精神力量是社会保障力量传导过程中的重要节点，正是精神力量的穿透力和渗透性，

推动着社会保障力量的传导过程，促使社会保障力量在不同的系统中流动。例如，在扩大内需、科

技创新和教育优化中，社会保障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其形成的积极精神力量是这些领域走向良性发

展的底层支撑。精神力量的形成与输出影响如图 1 所示。

图 1 社会保障力量的深层传导

每个系统的良性发展除了要看内部的逻辑自洽和良好追求，还要看其他系统能否助力，特别需

要基础制度的有力支撑。有限的、被动的、补偿型的社会保障项目看似无足轻重，实则像拽着风筝

线的手，从根本上影响整个社会的教育观、职业观、成功观，牵引着每个个体的人生方向。

1. 安全感提升—相信未来会更好—积极消费

在扩大内需上，我国存在的主要问题：高收入群体逐步扩大，虽有较高的消费能力，但国内消

费意愿低，多由海外供给；低收入群体虽有消费需求，但支付能力有限。④ 对于中低收入者而言，提

① 张鸿帅、张思源、王春枝：《人力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教育与健康资本的双重视角》，《统计学报》2022 年年第 2 期。
② 卓朗、张训保等：《苏北地区失地农民心理异常与社会保障多因素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9 年第 11 期。
3 吴越：《社会保障体系的心理工程：共生共存论》，《学习与探索》1998 年第 4 期。
④ 王莉：《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研究》，《商展经济》2022 年第 1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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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突出社会保障再分配功能，增加社会保障待遇水平，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并不必然产生

积极的消费行为。消费的关键是心安，消除后顾之忧、消除不安全的未来预期。身心相连，身安是

心安的前提之一。风险的不确定性导致每个个体与各种风险情景联结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意味着

只有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稳定才有可能提供“ 确定性的身安”。稳定的“ 确定性的身安”形

成“心安”，心安会滋生愉悦的情绪，容易产生积极的预期。有了积极的预期，没有消费能力也会创

造消费能力，如贷款买房、教育或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等。再看高端消费需求，我国每年流失的奢侈

品消费高达几百亿美元。 2010 年 3 月至 2011 年 3 月，世界奢侈品协会调查了法国、意大利、英国主

要区域奢侈品商业的消费数据，发现有效购买数据中 48.8% 以上为中国人。① 要想高端消费不流失，

就需要品牌升级，品牌升级就需要有眼光和胆识的企业家，需要宽松的市场投资环境，需要行业专

业人才精英。一句话，需要良性的社会生态环境。毫无疑问，优质的教育体系是良性社会生态重要

的基础制度支撑。

2. 公平感提升—淡定不焦虑—教育真谛回归

教育本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机制，② 但当前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方面仍然有很大的优化空

间。有学者研究北京大学新生录取花名册数据发现，家庭出身为农民的学生比例在 20 世纪 90 年

代中后期后开始出现明显下降趋势。3 同时，农民子弟在获得“985”“211”高校优势教育资源上的

教育机会亦呈现下降趋势。④ 未成年时期的教育脆弱可能会影响和延续一生，成年后逆袭是低概率

事件。诚然，我国社会存在着普遍且深刻的教育焦虑，既是就业压力、职业焦虑、家庭焦虑的投

射，又会折射出新的焦虑源，如婚姻焦虑、生育焦虑等。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 双减”政策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家长原有教育焦虑的同时，也会制造新的教育焦虑。⑤ 教育焦虑的形成可以追溯到社

会保障的板块分割和统分失度：“ 不同职业社保差距大—职业有‘ 贵贱’—就业偏好趋同—教育背景

攀比—应试竞争激烈—教育焦虑”。在社会大众的认知体系中，社会福利水平高的职业就是社会地

位高的好职业，而游离在外的职业很难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反过来说，板块分割、统放失度的再

分配系统必然带来社会认同上的不均衡，导致职业偏好集中在社保待遇优势的行业和部门。“ 考公

热”是这种现象的一个集中反映。 2012 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考试有 46 个招录职位的报

考比例超过 1000∶1， 2013 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考试有 109 个招录职位的报考比例超过

1000∶1。⑥ 从 2017—2022 年的数据来看，平均每年约有 161 万余人报考，工作稳定、体面、福利待

遇好是公务员报考热的主要原因。⑦ 风险不断流动的本性决定了就业竞争压力必然会传导到教育领

域。人才竞争的教育门槛就会水涨船高，层层传递下去，产生“ 不要输在起跑线”且“ 不断刷新起

跑线底线”的教育焦虑自然不足为奇。⑧ 只要教育焦虑没有消除，追求应试竞争资源的需求就存在，

提高应试能力的方式有很多种，一种方式被人为取缔，必然会滋生其他的替代方式，因为应试教育

的土壤没有改变。在“ 目标上的高度单一，价值评价体系的高度单一，竞争方式的高度单一”的应

试压力下，⑨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身体素质都深受其扰，更深层的伤害是精神生命层面，不仅天性和活

力被消磨，对知识的好奇心与自由探索热情也被消耗。

与教育焦虑的形成链条相对应，解决路径也得从社保切入：“ 社保的社会性差异消除—职业无

贵贱—就业偏好不再集中—教育焦虑缓解—教育真谛逐渐回归”。当职业性质与养老保险的关联度

① 吴筱静：《流失的奢侈品购买力》，《新财经》2011 年第 7 期。
② 李棉管、岳经纶：《相对贫困与治理的长效机制：从理论到政策》，《社会学研究》2020 年第 6 期。
3 刘云彬、王志明等：《精英的选拔：身份、地域与资本的视角——跨入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1978—2005）》，《清华大学教

育研究》2009 年第 5 期。
④ 清华大学课题组：《让每个学子都拥有公平的机会》，《光明日报》2012 年 7 月 3 日，第 15 版。
⑤ 方紫琼、刘济良：《“双减”政策视域中的家长教育焦虑：表现、成因及纾解》，《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22 年第 9 期。
⑥ 数据转引自汪春梅、金艾裙：《“公务员热”现象下的大学生就业观教育》，《池州学院学报》2014 年第 1 期。
⑦ 数据转引自黄真、杨璐娜：《大学生“公务员报考热”现象探究》，《黑龙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2022 年第 13 期。
⑧ 杨方方：《共同富裕背景下的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社会保障评论》2022 年第 1 期。
⑨ 覃鑫渊、代玉启：《“内卷”“佛系”到“躺平”——从社会心态变迁看青年奋斗精神培育》，《中国青年研究》202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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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弱化后，不同职业之间能够获得相同或相近的社会认同，进而淡化职业的“ 贵贱”之分，职业趋

同偏好就不再集中，家庭在教育规划上自然越来越从容淡定。学校、老师、家长等各个主体的角色

也将逐渐回归，对于成功的理解自然愈加开放，教育的真谛逐渐回归，孩子的天赋、兴趣、爱好和

志向就能得到尊重和自主发展。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实现的人力

资本价值自然就“水涨船高”。

3. 信念感提升—好奇探索—开拓创新

实践层面看，科技创新是科技生态良性循环的自然结果：“ 科技研发—科技投资—科技制造—

科技应用”。每个环节都不可或缺，每个环节都离不开人、制度、环境的积极良性互动过程。以科技

投资为例，其内在的推动力是现代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创新精神和资源环境意识等。① 同样在科技研

发环节，创新最直接的推动力是科学认知上的好奇与探索热情。从科研规律上看，思维上开阔、富

有想象力以及强烈的科研兴趣和内驱力是重要的根能力，而这些根能力更多形成于引导、唤醒型的

“全人型教育体系”中，而绝非应试教育的产物。从心理学角度看，这种探索热情是知识自信、能力

自信的产物，而自信的形成是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相互强化的结果，是身体健康和生活舒适等基本

需求充分满足后内在需求的自动升级。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来看，研发创新与直接的科研投入之间并

不存在显性的线性关系，而更多关乎基础环境，需要宽松的家庭环境、职场环境和社会环境。从需

求层次发展规律看，创新来自高层次精神需求的不满足，精神世界的冒险和探索意味着主动走出舒

适区和放弃一部分精神层面的安全感去未知的世界里开拓，是在努力实现自我价值，是追求最高层

次需求的满足。显然，只有在低层次需求充分满足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滋生更高层次的需求。虽然从

个体角度说，焦虑和恐惧也能部分转化为进取心，但恐惧或许能催生奋进和自律，而唯有愉悦才能

更多地酝酿突破、跨越和创新。

（三）物质到精神的内化：社会保障质量向力量的转化

社会保障力量的形成与传导是社会保障质量分别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向进行资源传输的过

程。更准确地说，是物质内化为精神、精神又外化为物质的循环。相对而言，物质到精神的内化具

有主导性，如图 2 所示。

图 2 社会保障力量的传导过程 ②

社会保障力量传导过程呈现如下特点：一是物质力量传递链条中每两个节点之间的传导是靠内

化出的心理和精神力量推动；二是心理和精神力量的产生一般需要物质基础，越是普遍和基础性的

精神力量越离不开物质层面稳定的供养和投入，但精神力量存在超越性，也可能由心理能量内升而

来；三是精神力量的形成存在个体差异，同样的物质资源与复杂、丰富、个性化的心理世界结合很

可能内生或内升出不同层次的精神力量。

社会保障质量到力量的传导过程就是物质力量内化为精神力量的过程，是参保对象从接收物

质力量到输出精神力量的过程。制度的力量是通过物质提升精神力量、激发更多积极的行动来实现

的。虚线上面是“看得见的传递”，虚线下面是“看不见的传导”，“看不见”的传导更具主导性。物

① 曹艳：《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持久推力：现代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内化》，《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2 期。
② 有箭头的连接线表示两者具有内生关系；无箭头连接线表示前者难以内生出后者，需要外力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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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资源转移不仅能影响参保者的生活状态，还将触动其安全感、公平感等心理感知，心理感知（身

安—心安）是物质力量到精神力量的桥梁。心理是个体对客观物质世界的主观反映；精神是个体对

改造物质世界的主观活动，是心理感知的内升和主观能动化。无论是心理能量的形成还是精神力量

的输出都是复杂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但在其他因素差不多的情况下，增强社会保障的心

理能量能促进物质资源向精神动力的转化。作为化解社会普遍性风险的制度，需要在效用观约束下

找到符合人类心理共性的供给方案。公平感、尊严感、信任感、认同感等都是共性的心理需要。一

般来讲，物质供给的充分、稳定和可持续性，供给程序的简化，供给过程能做到智慧、尊重、开放

和隐性就能传达更多的心理和精神能量。①

四、指向：富含心理能量与精神意蕴的社会保障

基于以上分析，最大限度地增强参保对象积极的心理感知和促进心理能量转化为精神动力是质

量提升的整体思路。从体系构成上看，社会保障三大子系统之间的目标各有侧重，既要各司其职，

又要相互协调：社会救助属“亡羊补牢”，旨在满足生存安全，进行心理修复和精神补偿；社会保险

属“ 未雨绸缪”，旨在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增加确定性的积极预期；社会福利属“ 锦上添花”，旨在

满足发展需求和较高层次的生活需求，提升福利感和幸福感。从运行需要上看，制度内容分为两大

板块：实体部分和程序部分。正义的社会保障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共同作用的结果。“实体”与社

会保障的内容、数量相连，指物质资源的分配方案；“程序”指分配方案运营过程中遵循的原则、规

则和流程等，是实体从权利“ 文本”转化为实际获得感的桥梁和媒介。从对分配结果的影响来看，

实体增进起到增量效应，程序改进则能发挥乘数效应。实体正义是舟，程序正义是水，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一）从“身安”到“心安”：方案的心理能量 * 运行的心理能量

这一环节的流畅度主要取决于物质转移能产生多少心理能量，取决于物质分配方案设计的心理

指向度和运行环节心理指向度。② 基于已有研究，将社会保障能够衍生的积极心理感知细化，并结合

我国社会保障运行现状，指出分配方案设计和运行方案设计中关键要点及应遵循的具体原则，部分

内容详见表 1。

表 1 社会保障的心理指向与设计原则

心理指向 总体原则
子系统原则

社会救助 社会保险 社会福利

分

配

方

案

安全感

公平感

认同感

福利感

幸福感

广覆盖 动态性，有进有出 需求普遍，全面推进

回归生理性

凸显公共性

多维度供给

相对无差别

数量充足 救助标准科学 统分得当、合理差异

所得大于所费 权利义务的单向性
缴费负担不会降低当下生活质量

（低收入者）

满足人力发展需要
供给内容丰富 鼓励发展补充保险

个性化供给 增加积累性账户的灵活使用空间

方

案

运

行

获得感

信任感

尊严感

责任感

价值感

充分履行、应保尽保规

范化、法制化健全权利

保障渠道简化服务流程

提高制度效力

主动发现，不遗漏 3

加强社会保险监察，与险种特点

相适应的基金平衡原则，统筹

层次提高，跨地区接续通畅

无门槛、无义务、无差

别；打通不同群体的服

务边界，无缝衔接起政

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与民

间慈善事业

减少“土政策”

审核流程“隐性”化

充分履行具有自主选择

或参与空间

专业的社工服务人力

发展助力服务，如再

就业服务

信息对称，知情权有保障；可以

参与养老个人账户运营等

① 杨方方：《慈善力量传递中的义与利：相融与相生》，《社会保障评论》2019 年第 4 期。
② 心理指向度指实际的心理能量与理想的心理能量之间的比重，是对制度心理能量传递能力的定性说明。
3 林闽钢：《中国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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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配方案“精于心”

社会保障的分配方案可以带来安全感、公平感、认同感、福利感和幸福感等积极的心理能量，

前提是遵循了科学的设计原则，对于分配方案中一些关键心理能量点解释如下：

供给数量上，协调好“绝对量”与“相对量”的关系。绝对量意味着个体收入层面的绝对变化；相

对量意味着不同个体的变化幅度高低。社会保障再分配在正向的前提下才有意义，相对量会引起个体的

判断和比较以及服务过程中社会保障供给方式的感知，会引起心理状态的变化。以对个体消费行为的影

响为例，绝对量影响客观层面上的消费能力，相对量影响主观上的消费意愿。“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

量引起的公平感更为强烈；绝对量则更关乎安全感。

比较维度上，协调好“ 群体内部”与“ 群体外部”的关系。从个体层面看，其参照的对象一般

是具有同质性的群体内部同类或向上攀比，受更高收入群体的引领，很少向下比较，而相对而言更

易与更弱势的人共情。从这层意义上说，对最弱势的群体适当宽容不会引起效仿，“福利病”论调中

懒惰会传染，造成整体人力“ 下拉效应”的看法纯粹缺少支撑。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层面和个人层

面对公平感知的强势维度不同，从社会层面看不同维度的公平重要性，不同群体之间的公平感知往

往大于同一群体内的公平感知；①而个体心理规律是由己及人：绝对量—群体内相对量—不同群体之间

相对量。鉴于此，高质量的社会保障供给方式应该是“ 同步推进，不遗漏任何群体，力度上向弱势

群体倾斜”，不同群体之间的公平和群内的公平同步推进。分配伦理上，奉行弱者优先，毕竟弱势群

体之间的关联转化度和照护依赖度高。

在统分度上，协调好“ 生理性”与“ 社会性”的关系。不同群体的抗风险能力不同，保障方式

和过程的“ 合理差异”恰恰是对起点差异的矫正，能实质性地推进结果公平。根据弱势的不同成

因，弱势群体可分为生理性弱势群体、社会性弱势群体和区域性弱势群体；生理性弱势群体是弱势

中的弱势，因为生理上的局限会从根本上限制一个人自主参与社会建设、融入社会发展的能力。② 比

如在养老保险模式和待遇上，应淡化社会性区别，强化生理性差异，在保持基础保障模式一体化的

基础上，应根据生理差异，调整待遇计算方法、领取资格等。

另外，在供给内容和形式上，丰富、多元化能更好地匹配个体化差异的需要，产生更多的积极

的心理感知；自主选择权越多，心理能量越大，应在第二、第三层次的社会保险以及社会福利中给

予个人更多自主选择空间；“ 雪中送炭”先于“ 锦上添花”，优先帮助需求最紧迫的人，并避免以居

高临下之姿误判弱势群体的需求，这不仅是人道事业的核心原则，也是福利效用最大化的现实要

求。提高社会保障的实用性，也能从根本上减少劳动市场中的边缘群体的相对剥夺感，提高社会保

障的社会遵从度。

2. 运行“简于形”

社会保障的充分履行、完全落地过程中，各个子系统、项目运行原则之间的自洽性与不同子系

统、项目之间的协调性同样重要。可以说，运营过程存在更多心理敏感点。但从参保者角度看，手

续、流程越简约则服务质量往往越高。“ 精于心、简于形”的背后恰恰是充分的尊重、信任和用心

良苦的设计以及强大的信息整合能力、技术支撑等。3以老年人和残障人士为例，如果《 老人年证》

《 残疾人证》能与身份证合并当然更便捷。而支撑这份便捷的是强烈的服务意识和复杂且周密的信

息系统整合。运营过程中如下一些点也值得说明。

低保资格审核流程应“隐性化”。社会救助是“亡羊补牢”，提供生存保障，对遭受各种挫折的

人进行精神修复，从现有政策和实践来看，低保资格审核环节流程复杂繁琐，加剧了申请者的精神消

耗，也加剧了“ 关系保”“ 人情保”的横行，低保资格审核在一些地方成了考验人际关系和兑现社

会资本的环节。“ 越穷越光荣”相当程度上是“ 公示、实际生活监督、民主评议”等一系列社会动

① 杜飞进、张怡恬：《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学习与探索》2008 年第 1 期。
② 杨方方：《风险传递视角下弱势群体的共同富裕之路》，《学术研究》2022 年第 9 期。
3 杨方方：《慈善力量传递中的义和利：相融与相生》，《社会保障评论》201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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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式程序下久经锻炼的结果。应全面提高行政管理能力，完善信息整合和智能甄别机制，在保证及

时、高效的同时尊重申请者的尊严、传达人文关怀，不破坏社会和谐的同时维护制度威严。

基金结余偏好比收不抵支更值得警惕。不同的保障项目化解的风险性质不同，不同项目的基金

遵循的平衡原则也有差异。无论是遵循生命周期平衡、逆经济周期平衡，还是年度平衡，基金结余

都不是越多越安全，更不是越多越好。从社会保障价值的实现途径来说，基金结余偏好远比收不抵

支可怕。社保基金收入是手段，社保支出是目的，社会保障的内在价值是通过支出实现的。“ 收不

抵支”可能会使社会保障目标打折，而基金结余偏好则可能令社会保障的内在价值背道而驰。如果

基金出现超常规结余，应从两方面反思：财务平衡原则是否失当，缴费负担是否过重及支出门槛是

否太高。

社保权利有救济、有保障。一是社会保障权利始于法定。从法理上言，社会保障属于旨在促进

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法，其对弱势方实行倾斜保护原则，立法导向早已从“ 义务本位”走向“ 权

利本位”。法律是社会保障权利正当、有力的载体，法律生效之日即社会保障权利产生之时。二是

社会保障权利成于独立性。权利的独立性意味着每项权利都有独自的享受标准和罚则体系，不应与

其他系统捆绑，道德也不能凌驾于社会保障权利之上。无所谓“ 好人”和“ 坏人”，任何处于疲惫、

困境的人都有在社会保障场域中“ 充电”的权利。三是社会保障权利终于救济。无救济就无权利，

应健全权利救济机制，完善行政复议、调解、仲裁和司法等各种救济机制，其中司法救济是最重要

的救济，是社会保障权利可诉性保障。

另外，在社会保障监管上，应该遵循开放、充分沟通的原则，开放程序远比封闭的程序更能产

生积极的心理感受。当参保对象的知情权、参与权被尊重，存在感和社会责任增强，人力成长内驱

力就会被激发。

（二）从“心安”到“心动”：精神因子 + 理念接口

“ 心安”到“ 心动”的转化过程模式难以捉摸，取决于每个人即时性的心理、情绪和对自身人

力水平的感知，也取决于长期形成的精神可塑性，即精神世界的开放度和敏感度，故转化结果具

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可以说，在这个环节，社会保障更加被动，因为精神力量的形成过程“ 天马行

空”，精神可塑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既往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多个系统在人力成长上的综合积累和

沉淀。精神力量的产生既漫长又意外，量变到质变可能是渐进的路径，也可能在某一时刻被外部的

火苗瞬间点燃，瞬间顿悟。精神可塑性既与物质基础有关又超越物质；既与先天特质有关，又受环

境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保障在这一环节束手无策，毕竟当下社会保障供给的人力改善效果和

精神引领作用会影响参保者未来的精神可塑性。积极地看，“ 天马行空”即“ 海阔天空”，孕育着无

限可能。虽然社会保障与精神力量的连接隐秘且脆弱，看似留给社会保障的可塑“ 窗口”不大，的

确非常考验社会保障的精神能量。但同时也要积极地看到，在持续输出、稳定供给和广泛覆盖等时

间、空间因素的“加持”下，基础性制度的观念引领力量不容小觑。

社会保障应举起尽可能多的精神“火把”，聚沙成塔、积少成多，形成累积效应。理念先行，高

质量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应植入更多精神因子，如公平正义精神、生命平等精神和风险意识等，用精细

化的制度设计在实现自身目标的同时为其他系统提供互动机会，传达先进的人性观、文明观和发展

观，全面、动态地贯彻以人为本理念，为人力成长和发展提供隐秘而又坚实的精神支点和广博的理念

感知空间。通过科学、智慧、精细的制度设计让社会保障成为唤起精神力量的“火苗”、孕育精神力

量的平台和通向生命平等、性别平等、职业无贵贱、尊重弱者等先进理念认知的接口。如图 3 所示。

社会保障根制度的特性决定了其能与多系统进行互动并在互动中相互塑造。社会保障的先进精

神和理念无疑也能带领其他系统进步，如通过自身结构的不断优化和运作精细化发挥示范作用，以

越来越强的社会观念引领能力提升其他系统优化的压力和动力。① 可见，社会保障质量提升、力量壮

① 杨方方：《风险流动视角下的弱势群体与共同富裕路径》，《学术研究》2022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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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过程就是社会保障与其他系统相互促进、共同提升的过程。

图 3 社会保障的精神因子与理念接口

（责任编辑： 薛立勇）

Power Transmission and Quality Enhancement of Social Security: 
A Comment on the Argument of “Welfare Diseases”

YANG Fangfang 
Abstract: Social security, undertaking social equity as its own duty, constitutes a vital and basic force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and achieve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the existing research fails to clearly present 

the action mechanism and transmission path of social security forces, the argument of “welfare illnesses”——“high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supply-facilitating manpower inertia-hindering social development” that distorts social 

security forces is widely circulated. Since the flow and action of manpower will bring the derivative effect of social 

equity to broader areas, manpower serves as the carrier of social security forces. In spite of this, the social security 

forces based on manpower emanates from its quality rather than its quantity, and there are at least factors such as 

concept valu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and supply content and method between quantity and quality.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of social security forces can be summarized as “social security quality-social equity promotion-manpower 

growth-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respect of the material level, the power transmission process of social 

security, i.e., “material transfer-income equality-manpower improvement-economic cycle” is not smooth, and the 

connection of every two nodes calls for corresponding psychological energy and spiritual power; on the spiritual 

level, “physical security-peace of mind-motivation” is the pre-transmission link of positive actions. Therefor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ocial security, it is essential to increase its psychological energy and the spiritual 

implication. We should also enhance the spiritual internalization rate of material resources and stimulate positive 

behavior so as to foster the ecology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a comprehensive manner. 

Keywords: Social Security Power；Social Security Quality；Material Transfer；Psychological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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