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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 老年人 “居与愿违” 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老年人对其居住问题主观感受的特殊性和社会养老客观问题的普遍性之间存在错

位， 老年人的居住需求与社会可满足的条件之间也有脱节。 若从客观方面对老年人

居住意愿的合理性进行评价， 老年人居住意愿的满足在现实中表现为合理性 “居与

愿违”、 非合理性 “居与愿违”、 非合理性 “居愿一致” 等多维面向。 社会工作应

根据老年人居住意愿满足问题的不同面向及其具体成因采取相应的实践策略， 以缓

解我国养老问题。 社会工作在参与应对我国现实问题的实践中， 应培育实践自觉，

推动其本土化与专业化发展。

关键词： 居与愿违　 合理性评价　 社会工作专业化　 社会工作本土化

一、 老龄化背景下的老年人居住意愿满足问题

我国早在 ２０００ 年前后快速步入老年型人口国家之列， 且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有研究显示， 到 ２０１６ 年底， 我国 ６０ 岁及以上的老人有 ２ ３ 亿人， 占总人口的

１６ ７％ ， ６５ 岁及以上的老人有 １ ５ 亿人， 占总人口的 １０ ８％ ， 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 我

国老年人口将达到 ３ ５ 亿人， 老龄化水平达到 ２５％ （Ｚｅｎｇ， ２０１４）。 所以， 我国目

前及在将来较长的时间内， 如何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都是重要的社会议题。 老年人

的居住意愿满足状况是体现老人养老需求是否获得满足的重要内容， 也是社会所提

供的养老条件的重要指针。 老年人的居住状况不仅包括客观的居住条件， 还包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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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居住意愿。 无论是客观社会建设还是老人意愿， “居愿一致” 都成为老人居住

状况的理想追求。

已有对老人居住状况的研究主要从老人客观的居住条件 （陆杰华等， ２００８）、

居住模式 （郭志刚， ２００２） 及对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 （聂爱霞等， ２０１５； 郭志刚，

２００２） 等方面的研究。 已有国内与国外的研究发现， 影响老人居住意愿的因素主要

有： 居住条件、 居住模式、 性别、 婚姻状况、 身体状况、 受教育程度、 经济条件、

职业、 居住区域与文化等， 其中文化的影响较为明显。 由此， 有部分研究结合传统

文化， 在分析我国老人居住模式时， 通过 “空巢” 现象来反映我国老人的养老问题

（陈卫、 段媛媛， ２０１７； 王志宝等， ２０１３）。 但从已有的居住意愿的研究结果来看

（杜鹏， １９９９； 张丽萍， ２０１２； Ｍｏｒｇａｎ ＆ Ｋｉｙｏｓｉ， １９８３； 罗根、 边馥芹， ２００３）， 随

着社会的快速变迁， 老人越来越趋向于独居， 而非与子女一同居住。 由此， 仅仅从

“空巢” 现象作为切入点， 研究老人的养老需求及其居住意愿不太贴切， 需要寻找

新的切入点。

已有的研究一方面缺乏将居住条件、 居住模式和居住意愿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

研究， 缺少整体的、 总体性结论； 另一方面， 主要从宏观方面关注， 无法呈现老年

人主观居住意愿与居住现状的微观现实演绎逻辑， 也无法体现老年人主观居住需求

与社会满足可能性之间的契合关系。 但明晰老年人居住问题的微观现实演绎逻辑，

是社会各实践部门应对养老问题的关键。 本文基于案例研究， 在微观层面明晰老人

“居与愿违” 的基本类型及其成因， 并从社会工作实践的角度讨论相关的应对策略。

二、 研究设计与案例概况

（一） 研究设计

本研究首先依据已有的研究文献， 对可能影响老人居住意愿及满足的因素进行梳

理， 编制访谈提纲， 然后选择江苏省经济发展较好、 养老服务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

南京市某区和受城市化影响较大的镇江某农村两地为对象进行调研。 调查采用滚雪球

方式， 从前一个访谈对象那里获得两个及以上的推荐访谈对象， 按照立意抽样的方法

对访谈对象进行筛选， 最后根据访谈信息的获取情况， 决定是否还需扩充样本。

访谈形式主要以跟老人聊天为主， 以半结构式方式进行。 记录方式主要通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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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访谈结束后对录音信息进行结构化整理。 在传统的访谈中， 一般是研究者和被

访者二者之间的信息交流， 访谈者在对研究者提供信息的过程中， 由于受到各种伦

理因素的限制， 导致提供的信息部分失真， 使研究者在短时间内无法获得较为真实

的信息。 为此， 本研究在访谈过程中， 加入了他人评价与信息反馈环节。 在获得第

一位访谈对象后， 采用滚雪球的方式获得接下来的访谈对象， 每次在访谈下一位老

人之前， 都先从介绍人那里获得下一位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及对其的评价。 在访谈

结束前， 还从被访老人那里获得他对前一位访谈对象有关生活与身体状况的信息。

当两位老人对内容反馈的信息不一致时， 引入其他熟悉访谈对象的老人进行补充，

以相同的信息内容作为研究者分析与判断的依据。 研究者根据访谈对象反馈的信息，

结合其他老人对其生活状况的评价， 对其信息进行学理性分析和判断， 形成对访谈

对象关于生活条件和居住状况的综合性客观评价， 进而与老人对自身的主观评价一

道， 形成主客观两方面的评价信息。 根据老人居住状况和生活评价的主客观契合度，

形成对老人居住需求合理与否的评价①。

要说明的是， 需要本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 具有极强的相对意义， 居住需

求满足及合理与否， 不仅受到个人的价值观影响， 还受到政治环境、 经济发展水平

与文化氛围的影响， 由此很难建立客观、 精确、 统一的指标评价体系。 在没有客观

统一标准的情况下， 对老人的需求进行合理与否的判断， 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然而，

首先， 相似的生活环境， 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相似的生活条件， 加之长时间的

交往互动， 为熟人之间的生活状况做出一定的客观评价提供了条件。 在哈贝马斯的

沟通理性看来， 语言本身具有追求真理的基因 （哈贝马斯， １９８９： １）， 即使主观评

价也带有客观的成分。 其次， 在本研究中， 对老人居住状况的客观评价并非完全来

自他人的主观评价， 还加入了研究者在访谈过程中的逻辑验证与学理性判断。 研究

者借鉴多伊和高夫的做法， 把人的需要分为基本需要和中介需要② （Ｄｏｙａｌ ＆ Ｇｏｕｇｈ，

１９９１： ２５）， 认为满足基本需要是合理性需求， 而为满足基本需要以外的、 超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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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被访老人很少有对其居住状况的所有内容都满意或都不满意， 大多为部分内容满意， 部分内容不满

意， 所以， 研究则在根据多伊和高夫的基本需要的操作指标体系对老人居住需求进行合理性评价与判断

时， 只能对特定的需求内容进行合理性评价， 而无法从总体上做出判断。 对特定内容是否获得满足的客观

评价则是研究者通过对被访老人、 其他老人反馈的信息进行综合性分析后进行的判断。
多伊和高夫为了解决基本需要同时存在普世性和特殊性的问题， 将人类的需要放在实践层面进行思考， 在

是否有利于提升健康和自主的框架下， 将人的需要进行基本需要和中介需要的操作化， 认为基本需要是普

世的、 具有共通性的人类需求， 中介需要是用来满足基本需要的物品、 活动或关系的满足物的属性特质，
认为人类基本需要有赖于相互关联的中介需要的满足。



会实际提供能力的需要属于非合理性需要。 由此， 访谈对象提供的信息与评价、 他

人反馈的信息、 研究者的逻辑验证和学理性判断， 共同构成了访谈对象居住状况的

客观评价及其居住需求的合理性判断。 因而，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老人居住状况

客观评价的主观性。

访谈共涉及 ２５ 位老年人， 数量确定主要依据的是理论信息的相对饱和。 已有

的研究发现， 虽然影响老人居住状况满足的因素较多， 但主要的显著性因素主要

有居住模式、 婚姻状况、 身体条件， 居住地类型等 （李建新、 郭牧琦， ２０１４； 张

丽萍， ２０１２； 曾宪新， ２０１１； 杨恩艳等， ２０１２）， 本研究主要依据如上四个因素对

访谈对象进行类型划分， 按照不同类型寻求相应的访谈对象。 访谈发现， 城市老

年人异质性相对较高， 不同婚姻状况、 身体状况、 居住模式的老年人对他们的生

活条件和居住情况有不同的理解与感受， 研究者在城市访谈了 １６ 位老年人后， 感

觉达到理论信息相对饱和后结束了访谈。 农村老年人的同质性比城市高， 其居住

意愿及满意程度大致相似， 研究者访谈了 ９ 位老年人后， 觉得达到理论信息饱和

后， 终止了访谈。

研究者在访谈结束后对访谈信息进行了整理， 首先将访谈对象按照不同地区进

行编码 （Ｇ 代表南京某区， Ｊ 代表镇江某农村）， 然后按照居住意愿是否被满足 （主

观 ／客观）， 以及已有研究中所揭示的影响老人居住意愿的要素 （居住地、 婚姻状

况、 性别、 年龄、 身体状况、 收入水平、 居住模式、 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 对访谈

信息进行整理， 以备分析。

（二） 案例概况

本次共访谈了 ２５ 位老人， 其中男性 ９ 人， 女性 １６ 人； 城市 １６ 人， 农村 ９ 人；

已婚有偶 （初婚和再婚） １４ 人， 离异或丧偶 １１ 人； 高龄老人 （８０ 岁及以上） ３ 人，

中龄老人 （７０ ～ ７９ 岁） １３ 人， 低龄老人 （６０ ～ ６９ 岁） ９ 人。 存在 “居与愿违”①

的老人有 １３ 人， 其中城市人数较多， 有 １０ 人， 农村 ３ 人。 身体状况的评价分为自

我评价和他人评价两部分， 共有 １２ 人主客观评价不一致， 其中城市有 ７ 人， 农村有

５ 人； 在主客观评价不一致的老人中， 城市老人倾向于低评自己的身体状况 （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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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访谈发现， 影响老人居住需求的内容较多， 很少有老人对其所有居住需求内容都满意或都不满意， 大多都

是对其居住状况部分内容满意， 部分不满意， 有的老人满意内容较多， 有的满意较少。 这里的 “居与愿

违” 是指老人总体上对其居住状况的评价。



为差， 他人评价为良）， 而农村老人倾向高评 （自评为良， 他人评价为差） 自己的

身体状况。 详细情况见表 １。

　 　 表 １ 被访老人基本信息

编号
居愿

满足
居住地 婚姻 性别 年龄

身体状况

（主 ／ 客）
与子女

同住

受教育

水平
职业

收入

水平 （元）

Ｇ０１ 否 城市 离婚 女 ６５ 差 ／ 良 是 小学 工人 ２０００

Ｇ０２ 否 城市 丧偶 女 ７３ 良 ／ 良 是 小学 无业 ７００

Ｇ０３ 否 城市 已婚 女 ６２ 良 ／ 良 否 初中 工人 ２０００

Ｇ０４ 是 城市 丧偶 男 ７０ 良 ／ 良 否 小学 无业 １５００

Ｇ０５ 是 城市 丧偶 女 ７８ 良 ／ 差 否 文盲 无业 ８００

Ｇ０６ 否 城市 已婚 女 ６５ 差 ／ 良 否 初中 工人 １５００

Ｇ０７ 否 城市 已婚 男 ６４ 差 ／ 良 否 大专 教师 ５０００

Ｇ０８ 否 城市 离婚 男 ６３ 差 ／ 良 否 中专 职员 ３０００

Ｇ０９ 否 城市 已婚 女 ６７ 差 ／ 差 是 小学 工人 １５００

Ｇ１０ 是 城市 已婚 男 ７２ 良 ／ 良 是 小学 个体户 ２０００

Ｇ１１ 是 城市 丧偶 女 ８５ 差 ／ 差 否 初中 无业 １０００

Ｇ１２ 否 城市 已婚 女 ７０ 差 ／ 良 否 初中 工人 ２０００

Ｇ１３ 是 城市 已婚 女 ６７ 差 ／ 差 否 小学 个体 ２１００

Ｇ１４ 否 城市 已婚 男 ６９ 差 ／ 差 否 高中 管理员 ４０００

Ｇ１５ 是 城市 丧偶 女 ７７ 差 ／ 差 否 文盲 无业 ７００

Ｇ１６ 否 城市 已婚 女 ６８ 差 ／ 良 否 大学 公务员 ５０００

Ｊ０１ 是 农村 已婚 男 ７１ 良 ／ 差 是 文盲 农民 ５８０

Ｊ０２ 是 农村 丧偶 女 ７２ 差 ／ 良 否 文盲 农民 ５８０

Ｊ０３ 否 农村 丧偶 女 ７０ 差 ／ 差 否 初中 职员 １５００

Ｊ０４ 否 农村 丧偶 女 ７８ 差 ／ 良 否 中专 教师 ３０００

Ｊ０５ 是 农村 已婚 男 ８０ 差 ／ 差 否 初中 个体 １０００

Ｊ０６ 是 农村 已婚 男 ７６ 良 ／ 差 否 小学 农民 ６００

Ｊ０７ 是 农村 已婚 男 ８２ 良 ／ 良 否 文盲 农民 不详

Ｊ０８ 否 农村 丧偶 女 ７４ 良 ／ 差 否 小学 农民 ６００

Ｊ０９ 是 农村 已婚 女 ７０ 差 ／ 差 否 文盲 农民 不详

三、 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与 “居与愿违”

在访谈对象中， 有一半以上 （１３ 人） 老人的居住意愿没有被满足。 在认为自己

居住意愿没有被满足的老人中， 城市所占比重高于农村， 但无论是本次调查过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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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还是已有研究 （吴玉韶、 郭平， ２０１４： ２） 都发现农村真正的 “空巢” 比例高于

城市， 老人居住模式对其居住意愿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

访谈发现， 较多城市老人的 “独居” （没有跟子女居住在一起）， 并非实际意义

上的独居。 他们要么与子女居住在同一个小区， 要么间隔几个街区， 或居住在同一

座城市。 在研究者看来， 这类居住模式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 “空巢”， 甚至是部分

城市老人最理想的居住模式， 访谈中有 ６ 位城市老人的 “居与愿违” 表现为这一理

想居住愿望没有被满足。

和他们 （儿子、 媳妇和孙女） 住在一起很不好， 最好是在附近再买或租个

房子， 不要跟他们住在一起， 不自由， 矛盾还多……住这里也不好， 这个地方

很不方便， 买个菜要走好远， 离商场也远， 打车也不是很方便。 （被访者 ＧＯ９）

哎呀， 没有办法， 我身体不好， 需要孩子们照顾， 要不然单独住最好， 不

要跟他们住在一起。 当然， 不能离太远， 在同一栋不同层， 同一个小区， 或隔

壁小区， 哎呀， 反正就是不远不近最好……住这里唯一的好处就是看病买药方

便。 （被访者 Ｇ０１）

相比城市， 农村的 “空巢” 比例更高。 据当地村干部反映， 有的村落 “空巢”

达到了 ９０％ 。 访谈发现， 农村老人的居住意愿和满足存在两大特点： 一是农村的

“空巢” 多为真正意义上的空巢， 大部分子女在城市打工， 一年里少有团聚。 部分

农村老人理解的与子女共同居住， 是住在子女农村的房子里， 而非实际意义的共同

居住。 二是农村老人对其居住模式并不特别关注， 但较为强调其住房的 “硬件” 条

件， 如是否宽敞， 功能是否齐备等。 另外， 访谈发现， 在精准扶贫大背景下， “贫

困户” 与 “非贫困户” 老人的居住意愿满足程度存在较大反差， 有政府帮助建保障

性住房的老人， 其满意度较高； 反之， 满意度则较低。

还不错呀， 比以前强太多了。 公路到家， 出行很方便， 只要有车， 说去哪

立马就走。 还有， 现在的房子好啊， 过去的房子啥也没有， 还透风， 冬天那个

冷啊， 现在的房子都宽敞， 洗手间、 洗澡间啥都有， 和城市里一样。 哎， 还是

现在好， 国家还帮我们这样的困难人家建房子， 过去哪有？ （被访者 Ｊ０２）

Ｊ０２ 当然满意啦， 国家给他们家建那么好的房子， 以前还不如我们家。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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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现在好了， 房子还有单独洗手间、 洗澡间， 和城里的房子一样。 哎， 现在

还是要有关系啊。 （被访者 Ｊ０３）

从访谈中发现， 老人居住意愿满足影响因素主要有三： 一是居住地点， 包括居

住点的交通状况及周围生活配套设施； 二是房屋条件， 如房屋是否宽敞时尚， 功能

是否完备等； 三是居住模式， 即独居还是与子女共同居住。 而农村老人和城市老人

对这三个方面的重视程度以及具体要求也存在差异。 城市老人比较关注居住地点和

居住模式， 希望居住地点附近的生活设施完善， 如菜市场、 医院、 公园等社区配套

服务齐全。 农村老人则更关注居住地点和房屋条件， 尤其是交通便利度， 譬如是否

靠近交通要道， 是否邻近城镇等。

你问我对现在的居住状况满不满意， 肯定不满意。 现在我们家那口子身体

又不是很好， 家里的洗衣做饭都是我在做， 还有买药， 陪他看病， 整天累得我

不行， 我身体也不好， 实际上也需要人照顾。 儿子经常出差， 基本上没有时间照

顾家里， 媳妇负责家里的事， 但是太不能干了， 就在家带小孩， 孩子现在都上学

了， 也不需要怎么照顾， 就知道买衣服啊， 美容啊， 有时候叫她帮忙去买个药都

没有时间， 而且性格也不好……唉， 要不是这里离菜场近， 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住

了， 反正他们也照顾不上什么， 这里去个商场， 买个药还要坐 ３ 站地铁。 你看我

小学同学 Ｇ１３， 她那媳妇多能干啊， 既上班挣钱， 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对我

同学他们二老也好。 不说了， 不说了， 说多了都是火。 （被访者 Ｇ１２）

在我看来， 其实 Ｇ１２ 不错了， 她身体状况比我好， 和老伴都是厂里的退休

职工， 老伴虽然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但是基本还能自理啦。 她主要问题是性格

太要强， 跟媳妇关系搞不好， 老嫌弃人家不工作， 说吃她儿子的闲饭， 其实她

媳妇还不错啦， 把家里打理得也很不错， 她儿子经常不在家， 在紧要关头， 还

是媳妇在跑……她们住的房子也不错， 虽然是租的， 是带电梯的， 买菜也近、

出门不远就是地铁， 出行都挺方便， 离公园也近， 散步方便。 不像我们， 现在

住的房子虽然是自己买的， 但是没有电梯， 特别是我这种腿脚不好的， 很不方

便， 由于小区比较老旧， 基本也没有什么服务， 汽车都开不进去， 买个药， 打

个针不是很方便， 只有买菜还方便， 就在小区后面。 总体来说， 我对目前的居

住状况还是挺满意的， 我觉得人要知足， 不要对他人和环境要求太高……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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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１１， 今年 ８５ 岁了， 老伴很早就走了， 身体比我还差， 一身的病， 风湿特别严

重， 孩子们也都忙， 顾不上她， 一个人住在以前的老房子里面， 条件很不好， ３

楼， 房子很老旧， 不通风， 潮气大， 也不带电梯， 身体再怎么不舒服都只能自

己照顾自己……收入也不高， 靠低保和孩子每个月多少贴补一点度日， 但她对

现在的日子很满意。 （被访者 Ｇ１３）

访谈发现， 老人对其居住状况的满足情况， 大多通过居住需求的主观满足情况

来描述。 在描述过程中， 不同老人强调的主要内容不同。 农村老人如 Ｊ０２ 和 Ｊ０３， 首

先强调房屋的功能条件是否齐备， 是否时尚好看， 跟别人家比是否落后， 其次才强

调居住地点， 如是否靠近交通要道， 是否靠近城镇。 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 其符号意

义大于实际意义， 对于居住模式以及生活照料方面强调较少。 城市老人更强调居住模

式。 其身体状况和是否有老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理想的居住模式。 身体状况较好，

能够自理， 有老伴的老人都偏向独居； 反之， 身体状态不好， 需要人照顾， 没有老伴

的老人则倾向与子女一起居住。 城市老人对房屋的要求， 更多注重其对生活的适用性，

如是否有电梯、 社区服务及生活的方便程度， 而对房屋的符号意义关注较少。

从访谈情况看， 在主观方面， 所有老人对其居住状况都会有满意和不满意成分，

要么对居住模式不满意， 要么对房屋的地点、 房屋条件不满意， 很少有老人对其现

有的居住状况全部都满意的。 但总体上， 对居住状况满意的老人， 农村人数多于城

市。 在客观方面， 城市老人的居住问题主要是所在小区多比较老旧， 配套设施落后，

社区服务相对匮乏， 无法较好地满足老人们的生活需求， 有的老人生活无法自理，

缺少必要的生活照料， 生活艰难。 农村老人的居住问题主要表现在生活支撑条件严

重匮乏， 真正的 “空巢” 致使家人的支持缺位，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国家的保障

和服务角色部分缺失。 通过访谈还发现， 部分客观的居住问题因为普遍存在， “大

家都一样”， 而在老人的主观感受中被淡化， 老人们客观承受着不便但未觉其存在，

例如农村老人对其无人照看的生活状态的普遍接受。 而有的老人感受强烈的 “问

题” 实际上是一些个体化的特殊问题， 不是作为社会问题而存在， 如家庭关系的不

和谐与居住状况之间的矛盾、 老人个性认知方面的问题等。 还有一些老人感受到的

“问题” 虽然存在普遍性， 但超出了目前社会能满足的能力， 比如农村老人对房屋

符号意义的追求。 可见， 老人居住 “问题” 的主观特殊性和客观问题的普遍性、 老

人的居住需求与社会可满足的条件之间出现错位。 若结合他人的评价对老人主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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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的居住 “问题” 进行评判， 就会发现老人的居住需求有的合理， 有的不合理。

在了解老人本身的条件、 所处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基础上， 结合其他老人对其

生活状态反馈的信息， 对老人需求满足的现实性进行评价， 则有现实和不现实之分。

如访谈发现， Ｇ１２ 自身收入不是很高， 家庭人手也不充足， 身体状况良好， 熟悉她

的老人也觉得其生活状态不错， 那么她希望得到子女全方位照料的需求就不太合理

和现实。 将老人需求的合理性评价与满足的现实性评价相结合， 老人的 “居与愿

违” 就呈现出多维面向。 同样， 如上所述， 由于老人主观 “问题的” 特殊性和客观

问题的普遍性、 老人的居住需求与社会可满足条件之间存在错位， 从老人居住意愿

的满足情况来看， 就会有四种不同的满足类型 （见表 ２）。

　 　 表 ２ 居住意愿的满足类型

居愿满足
客观评价

合理性 非合理性

居愿一致 合理性 “居愿一致” 非合理性 “居愿一致”

居与愿违 合理性 “居与愿违” 非合理性 “居与愿违”

访谈发现， 部分老人总体上对其居住状况比较满意， 并未表现出对其居住现实

较强的不满足， 但依据他们所反映的生活信息、 其他老人对其反馈相关信息与评价

以及研究者在访谈过程中通过观察等所获得的信息， 发现他们生活条件低下， 在现

有居住状况下基本生活需求很难满足， 亟待改善， 表现为非合理性的 “居愿一致”，

如上文的 Ｇ１１、 Ｊ０２、 Ｊ０７、 Ｊ０９ 都是如此。 若仅以 “居与愿违” 作为评价老人的养老

需求满足状况， 并以此为依据展开社会治理实践， 一方面将无法精准地把握问题的

要害， 不仅会带来资源浪费， 还会增加社会矛盾； 另一方面部分真正需要帮助的老

人被 “居与愿违” 的框架排除在外， 脱离社会关注， 从而不利于社会公正的实现。

因此， 社会工作在实践层面参与社会治理， 提供相关养老服务过程中， 要具体分析

不同类型问题的原因， 采取有针对性的实践策略， 提升本土化实践的效果。

四、 老年人居住问题的类型及其成因

合理性、 非合理性的 “居与愿违”， 以及非合理性的 “居愿一致” 构成了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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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意愿满足问题的主要内容。 无论是合理性还是非合理性 “居与愿违” 的老人，

都对现实表达出某种不满。 如若对这种不满不加以处理， 无论对个体的精神健康、

家庭的和谐， 还是社会的稳定， 都会带来不利影响。

（一） 合理性 “居与愿违”

访谈发现， 部分老人主观居住意愿需求未被满足的问题和客观社会养老问题之

间高度契合， 其问题既是大部分老人都存在的， 也是当前社会或家庭可以承受， 仅

仅通过自身努力无法获得满足， 应当通过社会建设和家庭支持予以满足的居住意愿

需求。 从需求满足的现实性角度， 研究者将这一类情况称之为合理性 “居与愿违”，

如生活无法自理老人希望与子女一起居住或住进社会养老机构的需求。

从个人最主要的社会支持结构来看， 合理性 “居与愿违” 主要是个人以外的家

庭、 社会、 市场和国家功能混乱与缺失所导致。 众所周知， 我国是从国家一元模式

中衍化出市场力量， 与政府相比， 市场力量相对弱小； 家庭受到计划经济制度化的

解构、 市场经济与计划生育的冲击与生育率下降的影响， 对个体的福利提供能力受

到较大程度的削弱， 对个体的支撑能力， 越来越多地附着在国家、 市场和社会之上；

社会是在国家发展市场经济， 单位制部分功能被释放出来分散到个体所在的社区以

后， 在社区层面才获得一定的成长空间。 但是， 目前社区行政有余而资源不足， 导

致对个体支撑功能虚化。

在我国老龄化背景下， 养老问题应该是目前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养老

院和敬老院都有相应的经济或制度门槛， 不是所有老人想进就能进的， 大部分

老人还只能依托社区， 以家庭的形式来养老。 老人的居住需求很大程度上也反

映其他方面的需求， 如生活照料、 社会服务等。 但目前社会层面能力有限， 可

做的事情不多， 只能是有心无力啊。 （被访者： 南京城市某社区居委会主任）

访谈发现， 社区是各类社会主体向老人提供服务的平台， 但一方面， 由于社区

本身所拥有的资源有限， 无法满足老人多方面、 多层次的需求； 另一方面， 各主体

在社区层面提供的服务大多各自为阵， 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 从而无法对个体进行

有效支撑。 因此， 从福利多元的视角来看， 合理性 “居与愿违” 所体现的养老问题

更多表现为政府责任的缺失。 长远来看， 合理性 “居与愿违” 根本上是我国快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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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阵痛。 在现实层面， 表现为以政府主导的市场、 社会

和家庭等各主体角色定位不准， 责任划分不清， 功能运行不协调， 导致对老年个体

生存支撑不力， 从而导致了合理性的 “居与愿违”。

（二） 非合理性 “居与愿违”

在访谈过程中， 无论是研究者的学理评价， 还是熟悉访谈对象的他人评价， 都

发现有部分老人一方面过度依赖社会与家庭， 其理想的居住愿望超出家庭及社会的

实际提供能力， 个体在对自我生存的支撑中责任缺失； 另一方面， 在其目前居住模

式下， 基本生存需要得到了较好的满足， 但仍然对现实表现出较大的不满。 研究者

将此两类现象称之为非合理性的 “居与愿违”。 在中国这个高度流动的社会里， 无

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 非合理性 “居与愿违” 较多地存在于现实之中。

案例： 老赵 （Ｇ０７） 和老伴都是某医院的退休职工， 二老与儿子门对门居

住。 老赵说他成长在重组家庭中， 生父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死。 母亲改嫁后， 老

赵在新的家庭中遭到忽视。 他说继父对母亲的家庭暴力深深地嵌入了他的生命

历程之中。 在 ２００８ 年， 他原来居住的小区被城市改造， 在重新分配新房过程

中， 有位同事跟他情况类似， 分到了 ３ 套房， 而老赵只分到 ２ 套， 并且新房的

价格在后来翻了好几番， 他对此严重不满。 从其他老人的评价和他自己反馈的

信息来看， 老赵的老年生活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但他对现有居住状况仍表现出

强烈的不满， 主要来自城市改造过程中的不公平分配。

对访谈资料分析发现， 个人的认知及人格因素成为非合理性 “居与愿违” 现象

的直接原因， 其背后的社会因素， 通过个体的认知结构与行为模式表现出来。 如老

赵 （Ｇ０７） 对其居住状况的不满， 是他所经历的历史时代、 工作环境、 政治氛围、

家庭环境及现实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些问题通过生命历程的方式， 内化到他的

生命之中， 以人格的方式表现出来。 所以， 社会因素在个体认知与人格中的积淀表

现为历史存留与现实的叠加， “居与愿违” 只是老人对现实生活表达不满的一种

方式。

然而， 个体在历史与环境面前并非木偶。 从发展心理学来看， 个体能动性与主

动性的发挥， 同样对其人格塑造有重要意义。 这一点可从黎某 （Ｊ０３） 姐妹俩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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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看出。

案例： 黎某 （Ｊ０３）， 女， ７０ 岁， 丧偶， 一个人在农村独居， 还种两亩地。

其他老人说她身体状况良好， 但她自我身体状况评价较低。 在访谈中， 她总是

说， 自己养了四个孩子， 都不孝顺， 都对她不管不顾。 她有一个大她三岁的姐

姐， 据同村老人反映， 她们俩处境相似， 姐姐比黎某日子还艰难一点， 三个孩

子都在南方打工， 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来， 平时少有团聚。 但黎某的大女儿在

南京上班， 还经常回来看她。 熟悉他们两姐妹的老人说， 她们姐俩虽然成长环

境相似， 但性格迥异， 姐姐对其生活满意度较高， 并未表现出对其生活较大的

不满。 据同村老人说， 黎某孩子们都想把她接到身边一起住， 但她不愿意， 希

望大女儿放弃在南京的工作， 回到农村跟她一起居住， 对她的生活进行照料，

但大女儿并未如其所愿。 同时， 最近黎某向村里争取贫困户， 希望村里给她建

保障性住房没有成功， 对此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从老赵和黎某的案例可见， 非合理性 “居与愿违” 直观地表现为老年人个体的

认知与行为模式问题， 对老年人个体的认知与行为模式的干预与调整成为实践层面

应对该问题的重要策略。

（三） 非合理性 “居愿一致”

访谈发现， 有部分老人在现有居住条件下， 其基本生存需求都没有得到很好的

满足， 日常生活艰难， 但他们并未对现有的居住条件表现出不满， 而是对目前的居

住状况表示满意， 研究者将此类现象称之为非合理性 “居愿一致”， 如 Ｇ１１。

与 “居与愿违” 相比， 非合理性 “居愿一致” 对社会的不利影响相对隐秘，

社会的不公平及其生活的艰难没有在当事人的意识层面得以表现。 但若不引起社

会重视， 也将会对社会带来某些不利影响： 一方面， 虽然外界的残酷还未进入这

部分老人的意识层面， 但残酷的现实客观上一直在刺激和吞噬着他们， 成为社会

问题的隐性存在； 另一方面， 这一现象的存在， 会使社会其他成员感受不到社会

真正的公平公正所在， 不仅影响社会公平性建设， 而且还会让人感受到 “会哭的

孩子有奶吃” 的社会福利输送逻辑， 进而激发人们向社会非合理性地索取更多的

资源， 为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损害社会制度的稳定， 进一步恶化社会的公平

８３

社会发展研究 ２０１８ ４



公正。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发现， 非合理性 “居愿一致” 是社会及个人两方面共同

作用的结果。 从客观方面来看， 导致合理性 “居与愿违” 的社会因素也是非合理性

“居愿一致” 的促成因素。 主观方面非合理性 “居愿一致” 与非合理性的 “居与愿

违” 的促成因素具有一致性， 都表现为个人认知和行为模式问题， 只不过前者过度

强调个体责任， 表现为其权利意识淡薄， 而后者则过度依赖社会与家庭， 个体责任

缺失。

五、 对老年人居住问题开展社会工作的应对策略与反思

在老龄化背景下， 应对社会养老问题既是社会工作价值实现的重要领域， 也是

社会工作通过实践获得专业化和本土化发展的重要实践场域。 但社会工作的养老服

务实践效果并不理想。 一方面， 由于政府在社区层面的服务更多体现管理职能， 而

公共服务提供不足。 在此背景下， 社会工作无法通过服务项目嵌入公共服务体系中，

开展相应的专业化服务。 另一方面， 由于政府所让渡的资源不足以及社会工作组织

本身资源整合能力不强， 导致社会工作在社区层面的服务效果不明显。 因此， 需要

在福利多元的框架内进行社会工作养老服务的实践策略讨论。 未来的社会工作需结

合我国特殊的国情， 采取 “嵌入式” 发展模式， 同时以 “社区为本” 作为其发展的

方向。 虽然在发展中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 但针对老年人居住意愿满足

问题， 有必要基于我国国情提出一条老年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路径。

（一） 合理性 “居与愿违” 的社会工作应对策略

应对城市老人合理性 “居与愿违” 问题， 首先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向社区

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社会工作嵌入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系统之中， 展开相关工

作。 具体来说， 政府一方面积极引导和培育市场对老人居住需求的满足， 重点培育

社会企业对老人生活需求的支撑； 另一方面， 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或提供养老院式

机构照料服务对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支撑。 社会工作可嵌入社会企业、 社会组织和

养老机构之中， 提供相关的养老服务。 由于老人多生活在各个分散的社区， 社区应

成为各种社会企业、 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平台。 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层面除了直接向

９３

·特邀栏目· 老年人居住意愿满足问题与社会工作介入策略



老人或老人家庭提供基本服务之外， 还可整合和挖掘社会、 社区、 家庭和个人的潜

在资源， 形成对老人更广泛的支撑网络。

对于农村养老问题来说， 可分别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予以缓解。 短期首

先可以通过国家专项资金， 对乡村老人实行集中安置， 提升开展公共服务的可

能。 与此同时， 政府可向社会企业、 社会组织或高校购买面向农村社会工作人

员的培训项目， 包括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希望并有能力从事养老服务的人

员。 也可在农村开展机构养老的延伸服务， 针对居住在农村的失能半失能老人，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相关服务， 由社会组织派遣或培训农村社会工作人员、 特

别是农村妇女提供相应的服务。 另外， 可以充分挖掘农村熟人社会的优势， 通

过邻里互助构建失能、 半失能老人的支撑网络， 政府向提供帮助的邻里给予相

应的与市场价值相一致的物质补贴。 从长远来看， 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 化解

农村养老问题。 政府在农民融入城市的过程中， 加快相关制度变革， 加速农民

融入城市。 社会工作嵌入政府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体系， 为农民提供融入城市

生活方面的服务。

（二） 非合理性 “居与愿违” 的社会工作应对策略

由于非合理性 “居与愿违” 更加凸显个体人格和能动性， 社会工作的介入与实

践策略， 应主要以个体化的方式进行， 对老人的认知结构与行为模式进行干预和

调整。

社会工作具体介入可以采用个案与小组工作两种方法。 通过个案工作， 引导老

人加深对自身的认知， 让老人认识到其意愿的非合理性， 进而逐渐改变其行为模式。

社会工作者还可以组建相应的老人小组， 针对老人的居住现状及其意愿进行小组讨

论， 开展小组社会工作， 通过小组内在压力、 动力及其成长氛围， 突破老人的固有

思维， 逐渐改变其认知模式和行为方式。 老人认知的改变和行为方式的调整， 可以

从内在和行为的外部效应两个方面提升生活的满意度。

在农村， 由于居住相对分散， 难以开展相应的社会工作。 但可以参考合理性

“居与愿违” 在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策略开展相关工作。 另外， 随着农村互联网的

普及， 可以借助网络平台， 提供远程的访谈与咨询等个案工作服务。 从理论上看，

借助网络平台， 可以扩大城市优质资源的共享范围， 提升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 在

现实实践层面， 其实施的可行性及操作方式还需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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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合理性 “居愿一致” 的社会工作应对策略

由于非合理性的 “居愿一致” 是社会和个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社会工作的介入

与实践可结合 “居与愿违” 的实践策略， 针对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开展相应的工

作， 但具体工作内容与应对 “居与愿违” 存在差异。 如针对老人权利意识淡薄方面

的问题， 社会工作主要为老人提供权利意识唤醒服务， 如在社区宣传老人合理的权

利及义务； 通过家访， 向老人介绍相关权利观念， 并介绍获取相关资源的途径和方

式； 在社区搭建相关活动平台， 促进老人的社交， 减少老人自我隔离等。 但是， 这

一实践策略虽然满足社会工作的价值追求， 但也存在构建社会问题的风险。 这一做

法的合理性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讨论。

（四） 反思

本研究在访谈过程中， 加入了对访谈对象居住状况的客观评价， 以对老人居住

需求意愿的合理性判断， 作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对 “居与愿违” 现实的多维面向

予以分析。 在对 “居与愿违” 多维面向的成因进行现实分析的基础上， 从社会工作

实践的角度， 探讨应对策略。 但是， 在访谈中加入对访谈对象居住意愿的他人评价，

这一做法是否符合科学研究的要求？ 是否符合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 这样做会对社

会工作的实践带来哪些风险？ 这些问题是接下来要讨论的话题。

首先， 在访谈中能否加入他人评价？ 在访谈中研究者参与分析与评价， 是否有

违价值中立？ 笔者以为， 第一， 本研究客观评价并非完全来自研究者对调查对象的

主观判断， 也来自熟悉访谈对象的其他老人的评价， 他们的评价， 无论是否带有价

值评判， 对于研究者来说其评价即为客观； 第二， 在访谈中， 无论是访谈对象自身

对其居住状况的主观评价还是其他老人对访谈对象的客观性描述与评价， 研究者都

会引导他们对其评价进行解释说明， 这些内容构成研究者分析的重要资料， 成为逻

辑验证的依据； 第三， 研究者根据相关专业知识， 利用信息提供者的叙述对访谈对

象的真实状况进行逻辑推断， 减少研究者直观感受对判断的干扰； 第四， 客观评价

是其他老人评价、 访谈对象自我评价及研究者判断信息的综合分析的结果； 第五，

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排斥价值渗入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在后现代社会学中受到了

严厉的批评， 后现代社会学将研究者的价值纳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范式之中， 强调社

会主体之间通过平等交流互动来认知社会和改造社会。 另外，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

并不排斥价值， 其实践过程强调案主与社会工作者之间通过平等沟通与互动达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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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的目标。 因此， 本研究加入客观评价这一维度， 一定程度上融合了两种科学

研究范式。

其次， 以客观评价为基础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 是否存在专业权力压迫？ 一方

面， 无论是其他老人对访谈对象的评价， 还是研究者对其信息的专业判断， 都来自

（或部分来自） 主流社会的伦理道德和评价标准。 用福柯的权力观来看， 确实存在

权力的压迫， 包括主流社会和专业权力对边缘、 弱势群体的压迫。 但是， 福柯的权

力理论主要是将权力的隐性运行逻辑揭示出来， 并没有给全社会指出一条可以反抗

和祛除权力的路径， 也许这本身就是不可能达至的目标。 另外， 福柯不仅揭示了权

力对人性的压迫性， 也揭示了权力对人性的实现、 社会的运行及人类创造的积极意

义， 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 （庞飞， ２０１８ａ）。 社会工作在实践过程中， 避免权力压

迫， 是由于社会工作服务目标是为弱势群体赋能， 让其具备享受权利的权力， 若在

服务过程中存在专业权力压迫， 会加重服务对象的无能感， 不利于专业目标的实现

（庞飞， ２０１８ｂ）。 所以社会工作在专业服务过程中确立了助人自助、 自决等服务理

念， 以减少专业权力的压迫及其问题构建等问题。 但是， 社会工作实践的实际运行，

并非权力的真空， 无论是对服务对象的赋能还是专业化的构建， 其本身就是权力游

戏。 因此， 在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中， 是否存在权力运作不应是关注的焦点， 而应关

注是否最大限度避免了权力的压迫性和最大限度发挥了权力的积极效用， 是否通过

对弱势群体的权力培养， 具有反抗主流社会对该群体的过度压迫意义， 从而减少了

社会不平等 （庞飞， ２０１８ｂ）。

再次， 利用福利多元理论视角， 来探讨 “居与愿违” 现象的问题成因， 在加入

客观评价标准以后， 对 “居与愿违” 现象进行合理与否判断， 本质上是在福利多元

框架下， 引入了个体责任， 如此操作是否合理？ 福利多元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

福利国家过度强调政府责任而破产的产物， 将政府以外的市场、 社会和家庭纳入福

利提供的主体体系之中， 来分担政府责任和负担。 这一理论框架从本质上来说， 还

是强调社会①对个体的支撑责任， 而个体责任没有被纳入进来。 相比政府、 市场、

社会和家庭， 个体对自身的生命支撑是最具主动性和能动性的主体。 从西方福利国

家高福利难以为继的运行状况来看， 将个体责任排除在福利体系之外的确值得进一

步反思。 同时， 在实践层面， 社会工作若运用福利多元的框架， 过度强调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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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忽视个体问题甄别， 将无法准确把握问题的成因， 不利于社会工作的有效实践。

社会工作在提供养老服务的实践过程中， 对老人的需求进行合理与否判断， 对提升

实践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后， 以客观评价为基础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 对非合理性 “居愿一致” 的老

人提供权利唤醒服务， 是否存在问题构建可能？ 如前分析， 非合理性 “居愿一致”

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是隐性的， 如果不妥善处理也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但如果

对这部分老人提供权利 “叫醒” 服务， 确实存在问题构建的可能。 一方面， 在一定

程度上损害了尊重个人意愿的社会工作价值理念， 存在将社会的、 他人的、 专业人

士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当事人的嫌疑， 从而践踏了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 为

服务对象带来新的权力压迫； 另一方面， 唤醒了老人的权利意识， 若社会现有的社

会条件无法满足其需求， 反而增加了老人的人生痛感， 降低了生活的幸福感体验，

进而构建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威胁社会秩序。 但是若从现代社会的权利理念和社会

发展的角度来看， 对这部分老人进行权利意识 “唤醒”， 是顺应现代社会发展理念

与趋势， 有利于促进现代社会建设和现代文明发展。 另外， 在社会工作实际操作过

程中， 只是对相关老人提供 “权利” 意识的唤醒服务， 而是否需要接受为满足其基

本权利需求的服务， 仍然需要坚持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 尊重老人自身的主观

意愿。

六、 结果与讨论

老年人 “居与愿违” 在现实中普遍存在。 在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 个体化趋

势影响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体， 单独居住成为城市老人最普遍的理想居住模式， 大量

的 “空巢” 现象不能构成我国养老问题的依据， 也不构成老人 “居与愿违” 的现实

表征。 老人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宏观层面的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还

包括微观层面的老人的家庭状况、 身体条件、 年龄、 收入以及认知和人格结构。 基

于实践的需要， 对老人居住需求内容进行合理性评价， 呈现出老人 “居与愿违” 的

现实多维面向。 合理与非合理性 “居与愿违” 以及非合理性 “居愿一致” 共同构成

了 “居与愿违” 现实的多维面向， 三者都存在影响社会正常运行的风险， 不同的影

响因素导致了不同类型的 “居与愿违”。 社会工作应根据不同类型 “居与愿违”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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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采取相应的实践策略。 社会工作在参与应对各类社会问题的实践中， 实现其本

土化与专业化发展。

社会工作专业所秉持的价值理念不仅是其专业目标和意义的基础， 也是其实践

方法和技巧的规定性来源。 而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国家， 其价值理念主要受到基督

教思想、 人道主义和福利思想的影响。 对中国来说， 社会工作属于舶来品， 同时面

临着专业化和本土化的需求， 但二者在实践层面来说， 是同一过程的两个面向 （庞

飞， ２０１８ｂ）。 从价值对社会工作的意义来说， 社会工作的本土化首先应是在我国特

有文化背景下社会工作价值的本土化。

但是， 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是为缓解现代社会运行过程中的社会问题

而生， 其专业理念和价值以现代社会所推崇的价值理念为基础。 在我国跟随西方现

代化发展道路的前提下， 不可过度僵化地强调我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内容， 而否认社

会工作的现代价值理念。 首先， 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 文化是人们生活实践的产物，

在人们生活实践中形成， 也在人们生活实践中变迁 （庞飞、 李程骅， ２０１８）； 其次，

在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洪流冲击下， 我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多已不复

存在， 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结构已被冲散， 部分文化内容构成现代社会发展可供选择

和利用的资源， 以新的形式嵌入现代化发展的历程之中， 这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

中的运行逻辑 （Ｂａｋｅｒ ＆ Ｈｕｇｈ， １９７９： ６２）。 在我国现代化快速发展背景下， 过度强

调传统文化的社会工作本土化与专业化操作只能是刻舟求剑。

社会工作价值的本土化与专业化， 只能是在应对我国现代化发展历程中所出现

的各类社会问题的实践中进行， 在实践中得到强化与发展。 这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

程， 而非对其内容僵化的实践化操作。 社会工作在参与应对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

所面临的各类问题， 整合和利用我国传统与现代资源， 构建其实践自觉 （侯立文

等， ２０１７）， 推动其本土化与专业化发展。 养老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

重大问题， 这一问题为社会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自觉培育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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