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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摇 要] 摇 随着我国家庭功能的衰退以及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成为共

识,但其目标是提高老年人的自立程度,还是培养他们对社会的依赖,存在争议。 基于西方老年社会工
作以及中国本土情境,从照顾管理走向参与、赋权正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如何通过个体、团体、组织和社
区赋权,尽可能实现老年人的自我独立成为老年社会工作的终极目标。 这要求对当下老年社会工作的
政策实践进行持续反思,在肯定政府责任的基础上,积极倡导“ 自我独立冶 的价值目标,并将赋权作为一
种基本理论方法,不断改变老年人认知和老化态度,推动老年人与环境的良好互动,以尽可能的通过自

身能力、家庭网络或制度化辅助来实现“ 自我独立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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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1 世纪以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趋势不断加快,2017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
2郾 41 亿人,占总人口 17郾 3% 于 。 老龄化在很多时候意味着更多的社会支出和更少的经济产出,对
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在此情景下政策议题中探讨的更多是“ 这么多老年人如何养活冶
的问题,而政府也不断突出民生导向,加大公共养老服务的支出,但养老金赤字以及养老服务中的
供需失衡,都仿佛在进一步强化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 在中国绝大多数老年人都依靠家庭或居家
养老,是什么原因使其从一个家庭内部问题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又是怎样使得老年人变成一个问
题? 家庭功能的衰退和社会普遍的价值观是可供选择的答案。
然而这又存在着某种悖论:家庭依靠不了,要依靠社会化养老的发展,但社会化养老难道不是
提高老年人的自立程度,反而是增进他们对于社会的依赖,在全社会培养一种依赖性的养老文化
吗? 居家养老的目标难道不是尽可能实现“ 在地老化冶 ,使老年人在适宜的居住环境中尽可能地独
立生活? 在一种过于强调老年人负面角色和社会地位的文化环境中,他们如果只是被动适应社会,
又如何实现自我独立? 笔者在杭州、上海等地的调研过程中,许多老年人存在对政府的依赖,将养
老服务当成政府提供的免费项目,即使经济能力允许,也对需要自己掏钱购买的服务和项目加以拒
绝。 以上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打破老年人等同于“ 病态冶 的旧有观念,肯定老年
人自身的能力和社会参与的主体性,从依赖走向自我独立。
在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中,我们也看到这种转变,即从需要照顾走向强调赋权和自我独立,
“健康老龄化冶 “ 积极老龄化冶 “ 成功老龄化冶 等概念的流行使得老年人不仅仅是需要照顾的对象,
而且是照顾服务中重要的参与者,他们具有质疑、挑战和克服社会中结构性障碍的能力,而赋权也
作为基本方法成为了老年社会工作的基石 [1] 。 目前,在政策语境中“ 互助养老冶 作为一种破解养老
问题的模式得到认可,这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照顾服务中老年人的自我赋权,从而为某种观念的转
向提供了依据,同时也要求我们主动对当前养老服务的发展进行反思,从老年社会工作的实践性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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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对其制度和政策进行合理性调整和建构。

一、从“ 依赖冶 走向自我独立:西方老年社会工作的历史发展
在西方工业化发展进程中,老年人的社会角色和地位不断下降,由于在竞争性市场中他们
往往缺乏消费能力和影响力,常常被认为是没有劳动能力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他们
也时常因法定服务的缺乏而陷入贫困。 在这一时期社会工作的目标群体主要是儿童和贫困群
体,除了部分老年贫困问题受到关注之外,普遍性的老年风险往往被视为个人问题或家庭照顾
的内容而缺乏系统性的风险应对。 与之相对的是,志愿和慈善服务得到繁荣壮大,与个人主义
倾向联系在一起的“ 自助精神冶 在英国等诸多国家得到较快发展,但这种自助更多是一种自由市
场的产物,其强调慈善社团以及志愿服务代替法定服务,老年人自身往往因缺乏能力而呈现边
缘化地位。
此后作为工业社会中老年风险的回应,针对老年人的相关保险和保障计划开始设立。 与此同
时,受到实证主义和病理学的影响,社会工作展现出对建立工作专业性的最大追求,表现出浓厚的
病理实践取向,强调对某个具体服务对象或受助者的社会状况和人格进行精确界定,努力寻找一套
可依的实践处理系统 [2] 。 这种病理学取向在二战后福利国家的兴起和发展中不断反思和纠正,社
会工作开始重新找回“ 社会冶 因素的价值意义,强调社会结构以及环境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地位,
从而不再局限传统的病理学和个人归因取向,而更加强调个体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尤其强调服务对
象所在家庭、团体、社区等网络体系的链接,这使得老龄作为一种“ 风险冶 普遍得到政策的回应,相
关个人和社会服务的供给不断加大,老年福利也成为最大的福利服务支出项目。 同时由于对机构
“ 非人性化冶 的抵制以及社区照顾的发展,很多老年人开始依靠社区和家庭实现“ 在地养老冶 ,政策
实践也试图通过社区照顾项目的开展,强调老年人在社区内部尽可能的独立,在这些社区照顾项目
中老年人被赋予一定的参与权利。 譬如英国 1978 年沃尔芬登( Wolfenden) 报告中强调了个体、非
正式支持网络、志愿团体和法定机构的伙伴关系,突出了志愿部门的功能作用以及自助进取精神和
创造行动的价值意义。 尽管如此,这种赋权非常有限,更多的仍旧强调老年人对于公共养老机构、
社区和家庭的依赖,其需要的标准主要由专业人士来认定,并在具体执行中强调通过“ 照顾管理冶
来约束老年人的过度需求。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福利国家的整体支出缩减,老年人的相关
福利在资格条件和享受标准方面都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在理论和政策实践中,新公共管理主
义、“ 社群主义冶 以及“ 第三条道路冶 所强调的公共服务效率、集体主义价值观以及“ 无责任无权
利冶 的个体责任观,深刻影响了老年照顾服务的实践,个体和家庭被要求与政府、市场共同承担
福利的责任,“ 混合福利冶 迎来快速发展的时期。 在这时期老年工作的重点在于如何增进个体和
家庭的责任,依靠家庭和社区照顾来确保老年人尽可能独立,进而减轻养老的公共支出压力。
故此,相关的家庭政策和社区营造计划成为政策实践的主要内容,从“ 依赖冶 走向“ 自我独立冶 成
为化解政府财政危机的一种政策上的倡导,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老年贫困,但客观上也发展
了老年人自身的主体意识,尤其是老年人在相关服务项目中的参与权,从而影响了此后老年社
会工作的实践。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老年人的自我独立不再是政府财政平衡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与老年人的
自我价值以及健康老化的水平联系在一起。 1991 年联合国制定并通过的《 联合国老年人原则》 中
提出“ 独立、参与、照顾、自我充实和尊严冶 ,2002 年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则提出了“ 确保全
世界所有人都能够有保障、有尊严地步入老年,并作为享有充分权力的公民参与社会冶 的目标。 此
后 WHO 开始推动“ 积极老龄化冶 ,强调最大程度的“ 健康冶 、“ 社会参与冶 和“ 安全保障冶 ,这些组织都
将老年人作为社会的重要人力资源,强调国家和地区只要发展预防性政策、推动健康与积极的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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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促使老年人健康、独立和继续有生产力,就可以面对人口老化的挑战而享受人类最大的成
就淤。 许多国家政策实践中也将增强独立性作为其基本内容,譬如英国工党制定的“ 现代化议程冶
强调了支持独立性、发展预防策略和服务的重要性。 社会工作实践也开始从弱势案主的帮助者走
向尊重、肯定和鼓励案主自身的能力和权力,强调老年照顾中合作伙伴关系的形成,以持续推动老
年社会工作 “ 自我独立冶 目标的实现。

二、老年社会工作中的赋权策略与“ 自我独立冶 的目标实现
赋权或增权( Empowerment) 是老年社会工作的基础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实践。 要实现老年人
自我独立的目标实现,离不开赋权,即肯定老年人自身在把握自我生活的一种能力。 亚当斯( Ad鄄
ams) 将赋权定义为:个体、团体和社群掌管其境况、行使其权力并达成其自身目的的能力,进而将
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品质提高到最大限度的过程 [3] 。 台湾学者宋丽玉则认为赋权是个人对自己的
能力抱肯定的态度,自觉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并且在需要时影响周围的环境 [4] 。 可以说,对于赋
权的定义很多,在使用中也往往会根据当下的情境来采用或理解。 尽管如此,但在某些方面具有共
同点,譬如基弗( Kieffer) 认为,公民的能力、社会政治修养、政治能力或参与能力是其三个共同构
成要素 [5] ,在亚当斯那里三个要素则变成了“ 人们的能力、行使权力的过程以及获得的成就冶 。 总
体来说,赋权肯定了个体的自尊、自我独立的价值,并寻求通过挖掘案主的潜能,积极介入来实现其
在个体、人际、社会三个层面上权能感的获得,肯定了人的主观动能性以及其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
用性。
在老年社会工作领域,赋权理论的应用实践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 在很长的时间内老年人
都作为一个被照顾者的形象存在,其需求标准、内容为专家判断或认定,因此赋权并没有纳入政策
议程中来。 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社区照顾的兴起,开始强调社区服务对象的个人能力建设和社区
集体的赋权,以改变居民的观念和态度,培养他们的参与意识,提高他们控制自己的命运和生活机
会的能力,增强社区联系、归属感和义务感,由此赋权理念在社区工作尤其是社区照顾服务中得到
认可,压迫的历史观、生态视角、文化视角、批判视角以及种族阶级和女权主义的思想成为了其主要
的知识基础。 此后的二三十年里反映这种赋权理念或优势视角的相关文献日益增多,赋权逐渐成
为社会工作实践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手段 [6 - 7] 。
一般意义上,赋权是理性主义的,与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密切相关,因而非常强调
自觉和自制 [8] 。 将赋权理念引入到老年社会工作,目的就是帮助老年人评估自身的需求和能力,
掌控环境和解决问题 [9] 。 赋权意味着老年人,无论是否正遭受着病痛的困扰,除了极度的痴呆,都
有可能在照顾关系中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既强调唤醒老年对象的权利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
肯定老年人在身体和心理上的弱势,强调照顾关系中社会工作者和专业人士的协助,通过某种训练
达成一种积极的社会行动或心理状态,从而与他人以及社会环境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适应和平衡
关系。 这不仅意味着赋予老年人在解决自身问题和困难中的主动性,强化他们对自身生活的独立
性控制,也要求个人赋权与集体赋权的携手并进,通过组织和社区的力量来改变老年人在机构管理
和决策过程中的参与,以便整个社会能够创造一个促进老年人尊重和平等的环境。 在照顾关系中
老年人也不再是单纯的依赖者,他们可能具有积极的角色认知,这种认知有利于从过度强调照顾者
压力负担的讨论中脱身出来,转向一种以权利为基础理念的实践,推动与社会工作者之间合作伙伴
关系的形成。 可以说,无论是个体主动还是外力推动式赋权,其都是为了支持和促进那些失能失智
或心理障碍的老年人,增强对生活选择和控制的能力从而实现自我独立性。
淤

WHO,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Retrieved July 10,2018 fromhttp: / / www. who. int / ageing / Publications /

active鄄ageing / en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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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通过赋权来促进老年人自我独立
目标的实现呢? 古铁雷斯等认为赋权过程的四
个重要构成因素包括:态度、价值和信念;通过
集体的经验加以确认;批判性思考和行动的知
识与技巧;行动。 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社会工作
实践模型包括问题的界定与评估、目标的确定、
角色的承担、 介入策略、 技术与评估等五个因
图 1摇 赋权的五个维度及相互连接
素 [10] ,其论述阐释了赋权的一般内容和过程。
相比其他群体,老年人更有可能使用社会工作 摇 摇 资料来源:亚当斯( Adamas R. ) . 赋权、参与和社会工作. 汪
来保障自己的生活、选择、控制和尊严 [11] ,因而 冬冬,译.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88。
在老年社会工作实践中,社会工作的实践目标
摇

就变得清晰,关键在于通过系统介入策略来达成这些目标。 基于赋权的实践领域分为自我与个体、
团体、组织、社区以及政治体系的赋权( 见图 1) ,在这里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讨论赋权的操作
性策略和技巧。
第一,自我与个体赋权。 自我赋权强调案主对于自身有更多的掌控权,个体赋权则在于更加强
调互动关系中的个体能力、自决,两者从不同角度强调案主自身的能力。 在老年个体的晚年生活
中,其自身有权利尽可能长的独立、正常生活,这要求不断实现能力培育,提升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
能力。 能力培育通常是指通过某个教育项目或培训计划来实现个人成长和潜能的发挥。 同时基于
对个体能力的肯定,福利服务中更倾向于采取代替服务的现金支付,这种给予个人消费选择权的做
法,被当作“ 获得持续照顾和支持的人冶 在个人护理中维持、恢复独立和自主的主要机制。 在个体
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中,则意味着直接让老人参与分析他们自己的处境、使老人参与信息收集的过
程,从越来越多的非正式社区活动中发展他们建立网络的能力。 相对于强调专业控制的权威式赋
权,强调权力分享、鼓励独立发展的协助式赋权更受青睐 [12] ,社会工作者可以帮助老年人更好的适
应环境,譬如出院或搬进疗养院,同时可以通过提供一系列服务,为老年人及其照顾者提供现实和
情感支持,充当不同环境之间的桥梁以及良好的护理质量监测 [13] ,从而通过培养自尊、自我认知等
健康人格的发展,实现对自身和生活的控制。
第二,团体和组织赋权。 团体赋权作为一种对抗压迫的赋权战略,其目标在于通过组织化的方
式实现对案主在个体、人际和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支持和改变。 组织赋权则要为组织成员提供发
展的理论与实践机会,创造协商决策的组织结构,分享责任与领导能力 [14] 。 在老年照顾关系中,一
方面要充分发挥自助团体的作用,由他们给予照顾者及老年人支持和帮助;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养
老服务输送的效率,充分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多层次需求,从而要求政府积极寻求与社会、市场关
系的调整,有意识、分步骤地向社会放权、授权,积极引导老年人及其照顾者的参与,通过良好的治
理体制和机制打造供给主体与服务使用者之间的伙伴关系。 此过程中专业社工与相关团体( 或组
织) 之间的关系,在资源、领导方式以及支持程度方面的差异,使彼此的互动方式存有不同。 赋权
承认个体的潜力及其在相关事务中的决策权,但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指导、资源的链接以及鼓励自我
倡导等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同时基于现有体制和组织对于老年人的排斥、歧视或差别性对待,地
方分权、组织网络的搭建以及更加灵活的权力授予方式等常常作为提高参与,在赋权中提高服务输
送效率的有效方式。
第三,社区赋权。 社区赋权通常与社区的自我管理和成长、组织网络的发展以及影响力的增强
有关 [15] ,换句话说,就是通过社区能力的培育实现人、组织以及社区的自治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通

常社区赋权与社区层面的民主参与有关,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社区生活中的每个人都
得益于社区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资源的链接,老年人也不例外。 在老年社会工作实践中,社区
不仅是资源链接的平台,也在服务输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组织终端。 社区工作以社区为基本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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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信任关系和广泛的成员互动,这要求肯定老年人的能力、技能和资产,在评估和干预中利用这
些信息,增强社区能力,支持社区居家养老,将老年人作为建设社区能力和社会资本的合作人,从而
从需要评估走向资产评估,着重于社区能力和优势实现对成员的赋权 [16] 。 与此同时在自上而下的
公共服务输送体系中,政府应该在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中赋予本地社区以更大的参与权和影响力,其
政策导向在于强调自治组织与社区部门在社会政策体系中的角色,促进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
动。 为此,政府要大力要培育社区参与的组织化力量,改变和调整社区参与的制度环境,积极引导
公民参与。
综上所述,无论是个体赋权,还是团体赋权、社区赋权,其过程在于使得个体、组织在不断变化
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而赋权结果在于赋予人们认识、获得掌控其生活的能
力,只不过是采取能力培育、改变和调整环境还是提供支持辅助性服务,存在方式和侧重点上的差
异而已。 可以说,在不同层面上,赋权的目标在于通过个体和环境的调适来实现老年人自我独立,
而不是强调老年人生存的障碍和对环境的依赖。

三、“ 自我独立冶 的本土语境及老年社会工作的反思
我国有养老敬老的孝道传统,子女赡养父母天经地义。 “ 天地之性,人为贵。 人之行,莫大于
孝冶 ,几千年的华夏文明中孝道和尊老是家庭和子女的基本义务,是“ 仁冶 “ 德冶 的根本。 费孝通认
为,不同于西方的“ 接力模式冶 ,中国子代的养老行为可以概括为反馈模式 [17] ,即养老是代际关系的
主要内容,传统文化中的“ 养儿防老冶 思想正是这种模式的体现。 在传统社会的“ 家本位冶 体制下,
子女对老年父母有赡养的义务,这种赡养不仅在于“ 养冶 ,还在于“ 敬冶 ,尊敬老人是“ 孝冶 的重要内
容,在此背景下“ 家庭养老冶 成为唯一的养老模式,“ 父母在,不远游冶 ,子女和老年父母共同居住也
成为通常存在的形式,受到“ 孝道伦理冶 的家文化约束和影响,要求老年人“ 自我独立冶 只会让彼此
双方深以为耻。 相对于西方那种“ 自下而上冶 式强调老年人赋权以及独立和对自我生活的控制,我
国更加强调政府的自上而下式的行政推动,沃克( Walker) 认为前者是从服务使用者( 案主) 角度出
发,后者是从服务提供者角度来论证的 [18] 。 因此,西方国家那种倡导老年人“ 自我独立冶 的个体生
理和心理的价值追求,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并不没有得到重视。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家庭的现代化,养老的责任开始从家庭转移到社会,以政府主导的社会化
养老服务体系逐渐建立起来,尤其独居、空巢、失能等特殊老年人关爱服务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政
府在养老方面的财政投入不断加大,不可否认其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老年人的福利水平,增进了其生
活质量,但也带来了负面效应:一方面老年福利不断扩张,某种程度上促使庞大“ 养老金群体冶 规模
的持续增长,导致老年人从对家庭的依赖转向对国家的依赖,伴随的是福利分配结构的不断调整,
在劳动力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代际不公平的声音持续放大;另一方面进一步加深老年人作为社会
产品和服务绝对消耗者的印象,他们被贴上社会负担的“ 标签冶 。 这种负向的个体和社会的角色认
知极大的降低了老年人的自身价值,导致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容易形成负面的“ 老
化态度冶 ,而在制度安排中更多强调“ 养冶 ,则进一步使得“ 依赖冶 文化盛行。
正是基于这种实践中的担心和反思,也基于家庭养老文化的特殊地位,新近的政策实践,一方
面强调依靠社会化支持实现老年人的“ 居家冶 或“ 在地冶 养老,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老年人个体在解
决自身福利需求中的主体作用。 “ 自我养老冶 “ 自养冶 “ 自立冶 这样的概念开始出现,强调老年人从
“ 依靠子女冶 走向“ 依靠自己冶 ,从依赖或期望子女的反哺到依靠老年人的自养和老伴之间的“ 互
养冶 ,老年人自身在养老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得到强调 [19 - 20] 。 2008 年以来,河北肥乡“ 农村互助幸
福院冶 、天津的结对互助、江苏姜堰的“ 时间银行冶 等诸多互助养老模式开始蓬勃发展,2018 年互助
式养老更是写入了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互助养老的价值主要在于促进个体价值的实
现,既强调个体主观能动性和潜能的发挥,又强调通过鼓励参与同辈网络的建立来提升其权力,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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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群体意识的发展 [21] 。 这种互助就是一种个体赋权和团体赋权的实践,有利于在个体、团体与社
会环境互动中获得个体的权力感和自尊自信,进而一定程度上提升个体自我独立的愿望和信心。
从以上看,在我国转型期依赖文化和制度性建构的影响持续存在,同时“ 自我独立冶 的价值取
向也开始得到倡导,“ 自我独立冶 不再是一个西方名词,其对于老年人自我价值的肯定,不仅是我国
现代化家庭特征的写照,也是老年社会工作发展的应然之义。 尽管如此,依赖或自我独立,这种价
值冲突会持续存在,同时对于实现“ 自我独立冶 的路径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是将老年人作为一个资
源的依赖者,依靠行政推动来实现社会化资源的投入,抑或是通过赋权,肯定老年人自身的潜力,通
过能力培育、打造互助网络、社区发展等方式方法来增进老年人的自我独立? 这些冲突和争议持续
影响着我国老年社会工作的实践。
在我国老年社会工作中,其首要定位是帮助老年人的工作,特别是处境困难的老年人。 有学者
认为这源自于社会对老年群体的歧视、不尊重 [22] ,也有学者认为其发展是意识形态福利视角下的

制度发展和政策倡导,直接受国家性质与结构影响,最大问题是国家的养老制度与政策是否能够使
广大老年人群体都享受到平等的养老服务 [23] 。 一般意义上,在我国养老服务的实际社会工作更
早,而专业社会工作的引入更晚,尽管两者的根本目标都在于满足老年人的异质化、多层次需求,但
前者更加将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来看待,其服务主要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后者则更加强调社
会工作的专业性,更加依靠专业的知识、技术、价值和方法,而且更加侧重于与案主之间的互动,强
调赋权增能。 实际上在社会转型期两者通常并存,且后者常常受到前者价值观、行为方式的影响,
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所崇尚的“ 助人自助冶 的原则并不受认可,服务主体并不认为老年人是有能力
的,导致其把工作重点放在如何链接社会资源,提供服务方面。 正因如此,赋权并不是重点,根据需
求评估实现服务的递送和管理成为了社会工作者的日常任务。
通常社会工作者扮演着诸如个案管理员、社会支持协调者、协助者等角色,但在我国实践中,由
于养老服务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其服务内容、运作方式以及人员队伍的结构都在一定程度受到行
政权力的约束,专业社工的角色和作用方式受到极大的限制。 目前,老年专业社工岗位主要由政府
购买,主要在站点或社区中为居家的老人提供服务支持以及相关服务的管理,其重点服务对象主要
是失能、空巢和独居的低保老人,也包括那些失独或特殊病患家庭的老人。 在当前养老服务市场不
成熟以及社工专业性不高的情况下,这种通过社工实现“ 点到点冶 的服务输送,工作的重点在于外
部资源的获取,而非内部资源的挖掘,极大的影响了专业社工与案主之间的互动,导致“ 两张皮冶 现
象的发生,即通过链接外部资源,保障自理程度高的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需要,而将自理程度不
高的老人留在家庭或将其作为一个专家决定需求的弱势群体,而实际上专业社工的服务对象恰恰
是那些所谓的弱势老人,如何增进他们的自我价值,实现自我独立,才是专业社工的职责所在。 实
际上不仅这部分自立程度较低的人,存在赋权不足的问题,对于那些健康自立程度较高的老年人也
同样如此。 据 2017 年北京师范大学发布的“ 中国老年人政策进步指数冶 显示,老年人参与社区活
动、维权、教育与自治方面的发展速度已经滞后于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 社会参与作为赋权的重要
途径,整体不佳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社会工作的实践以及自我独立目标的实现。
基于此,老年社会工作的实践极大的背离了促进老年人“ 自我独立冶 的宗旨,而转型期的特有
意识形态和文化,使得社会工作者与老年人之间的关系许多时候局限于服务的管理和资源的提供,
或强调社会工作的行政色彩,或过于强调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否认老年人的“ 案主自决冶 以及其在
解决自身问题中的知识、能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老年人自身在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主
体作用,将其责任从家庭及照顾者过度施加于政府身上,加重了公共财政的负担,而实际上老年个
体及家庭是福利生产的重要主体,老年人的个体生活经验、经历以及家庭环境的适应性调整等,都
可能帮助自我独立。 因此,在老年社会工作的反思中,一方面要看到转型期我国社会工作中的不
足,重新审视个体及社会对待或回应老年群体的方式,并要意识到传统理论与方法对老年及老年群
体的观念应当有所转换或更新。 要积极强化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在优势视角和赋权理论框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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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老年人作为解决自身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因自身生理机能衰退需要依赖和照顾的困难群
体 [24] ;另一方面要依据我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的背景,推动养老政策的制定和社会工作实践的调整,
正如当前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研究中对于孝道价值观的强调 [25] 。 在此背景中来谈赋权和自我独立,
否则容易导致回避问题,将老年人客观存在的需求以及应对风险的脆弱性推回给家庭和个体,沦落
为某种程度的“ 管理主义冶 或“ 市场化冶 。
当然,我们还要考虑“ 人在情境中冶 ,只有人与环境良好的平衡,自身的价值才得以彰显,“ 自我
独立冶 并不只是生理上的自立,也代表着与社会环境良好的适应和互动。 传统社会工作将案主在
社会系统中的失败作为问题的起点,认为其本身的病态特征影响着他们与环境互动的正确态度,这
种治疗和心理模式极大的影响着个体的认知以及老化态度。 其实,这种老化态度是社会结构、社会
情境以及个体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种系统认识不仅要求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介入方式方法更加
灵活,同时也要求社会工作者在个体、团体和社区等多个层面上实现介入,积极寻求个体正式照顾
与非正式照顾网络的连接,探寻福利服务输送的最佳路径。 要实现人与环境的调适,社会工作者不
能只关注案主本身的问题,还应该将其与生理、心理、社会等诸多因素联系起来,增进人与环境的互
动。 只有人与环境良好的平衡,案主才可能良好的接纳自己,体现自我的价值,这要求社会工作者
应该积极的融合多种社工方法和手段来增进个体与环境的互动。 其中赋权作为一种综合宏观和微
观的理论方法,可以引发对于社会结构、情境的关注,将案主问题与广泛的社会系统联系起来。 与
之相联系的是,通过强调人与环境的互动来说明人类行为的动力,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社会行政的
单一资源输送方式,也促使我们对社会工作实践中强调控制和管理的目标取向进行反思。 这种基
于批判视角对社会工作中行政体制的压制和“ 权力冶 赋予方式的挑战,可以将老年人从结构性依赖
中解脱出来,通过“ 赋权冶 而不是“ 行政推动冶 来实现服务资源的分配和输送,也将老年人需要的定
义从政府专家、专业人士手中还给其本身,而社会工作者可以寻求个体、社区、团体和组织等不同层
次的赋权,弥补老年人的“ 权力冶 缺失。

四、中国老年社会工作实践的反思与调整
随着“ 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冶 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我国老
年人在生活自立和心理自立程度上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六个老有冶 思想的倡导则为新兴价值观和
道德观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倡导老年人的自我独立,不仅是老年人维护自主、自尊的内在需要,也成
为老年社会工作的价值所在,如何使得老年人尽可能的维持独立生活成为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
一方面要求老年人作为个体,应该树立自强自立意识,防止心态老化,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做
到在经济上自立、生活上自理、精神上自慰;另一方面则是要求老年人作为群体成员,应该相互关
心,相互帮助,相互照顾,调动老年群体内部的积极因素,解决老年人养老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
在此背景下,老年社会工作的实践也需要持续反思和调整,其在制度层面对老年人产生压制而引发
的结构性依赖,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工作“ 助人自助冶 初始目标有所背离,而以行政推动来实现资
源的分配方式,也难以实现案主的差异化、异质化需要的满足,其所要求的赋权以及社会工作的专
业性也往往被现实所挫败,这些情况要求以“ 自我独立冶 的价值目标为指引,实现制度调整和相关
政策的制定。
第一,从价值层面上来说,必须实现专业社会工作“ 自我独立冶 的价值回归。 传统社会工作以
及福利制度框架更多将老年人作为家庭或社会的依赖对象,将老年人作为“ 问题冶 的存在,这种治
疗模式和病理学的倾向极大的影响着老年社会工作内在价值的实现。 老年社会工作应该尊重老人
生命价值,当他们年老体衰时家庭和社会应该给予其足够的重视和关爱,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与幸福,享受到平等的权利与机会 [26] ,同时也要尊重他们自己在解决自身问题中的主体作用,积极
通过家庭网络以及社会参与,尽可能的独立,以提升老年人自我的生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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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社会工作的技术层面来说,肯定社会工作者的“ 专业性冶 ,强调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的使
用,通过其在服务输送系统的建构性作用,促进人与环境的适应。 传统的社会工作者更加强调服务
自上而下的供给和输送,在专业价值和方法手段上比较缺乏,更加依赖于专家系统给出的需要标准
和内容,容易忽略老年对象的内在需要。 专业社会工作可以有效的改变这一点,其专业方法的使用
可以通过个案、小组、社区工作等多种方式的综合运用,来实现老年人异质化、多层次需要的满足。
同时其与案主之间的平等关系,有利于老年对象自身的表达,形成老年人对“ 老化冶 的良好认知,这
要求其工作重点不能只关注于基本需要的满足,更应该关注于老年人的生命周期特征,强化老年人
与环境的互动以实现个体对生活的掌控,从而确保某种程度的自我独立。
第三,从实现途径来说,必须努力实现老年人在个体、团体和组织以及社区等多层面的赋权。
传统社会工作所依靠的社会行政,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政府权威,从公共服务的递送来看这种方式
可能是合适的,但在当前复杂社会中,从单一权威中心走向合作治理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政府没
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成为唯一的权力中心,而事实证明没有老年人的参与,服务输送的效率会受到
极大的影响 [27] 。 对于老年人本身,传统的孝道文化使得他们对子女、对社会的依赖心理很强,心态
老化非常严重,这种主观认知和客观的弱势地位极大的影响了他们的晚年生活满意度。 要改变这
些,离不开政府在个体、团体和社区等多层次的赋权,社会工作也必须通过赋权来满足老年人的需
求,提升他们自身的生活价值和幸福感,赋权既是对老年人自身能力肯定的需要,也是社工实践中
的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法,而事实上近年来的互助养老即是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些需要的回应,通过
老年人自身的志愿参与实现自立自养,极大的改变了老年人的负面和消极印象,肯定了赋权对于提
升老年人自尊、自信和自立的特殊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目前老年社会工作政策实践要在肯定政府责任的基础上,积极倡导“ 自我独
立冶 的价值目标,并将赋权作为一种内在的理论方法,改变老年人认知、老化态度,提升其自身在
“ 环境中冶 的适应能力,以尽可能的通过自身、家庭网络或制度化辅助来实现“ 自我独立冶 。 笔者认
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是积极推动社工介入社区老年教育和社会参与项目。 老年教育不仅可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
学习的需求,而且可以激发老年人潜能,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和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老
年教育体系得到快速的发展,尤其 2016 年出台的《 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 ,强调了发
展老年教育对提高老年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性。 这要求在老年社会工作实践中,要积极倡
导“ 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冶 的理念,积极引导老年人通过多种教育方式接受新的知识、理念和技术,
实现个体成长和潜能的发挥,社会工作者应该参与相关教育计划和项目,发挥咨询者、督导者和指
导者的作用,并且对环境中那些制度性压迫、排斥因素保持清醒的反思和认识。 同时发展报酬和非
报酬类社会参与项目也非常重要,诸多研究表明社会参与可以确保老年人的消费选择权以及公民
权利 [28 - 29] 。 这种老年人参与意味着通过某种赋权来建构他们自身生活和活动的世界,倡导他们积
极参与到老年群体相关政策的制订、实施和监督当中来,从而实现个体资源与社会网络、制度建设
之间的良好互动。
二是辅助、支持老年团体的组建和行动开展。 老年个体及其家庭的力量仍旧是比较弱势的,要
实现老年人与社会环境良好的互动,获得社会支持,很多时候需要依靠老年团体的发展和相关行
动,从老年社会工作的发展看,实现团体和组织赋权是实现老年人自我独立目标的重要方式和手
段。 在当前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的制度体系中,社会工作要积极介入到社区组织创建和行动中,支持
文娱类、公益服务类、体育类等多样化老年群团组织的发展,深度推进老年人与社会网络资源的联
结,尤其强调其在邻里互助养老中的组织计划、过程管理和监督评估中的作用。 基于绝大多数老年
人在“ 家冶 养老,社会工作者还要积极通过发展家庭培育计划和相关辅助网络的搭建,为老年人及
其照顾者提供照顾服务方面的知识和情感支持,只有将正式照顾与非正式照顾体系结合起来,老年
人及其家庭才有可能获得相关的资源、知识和技术支持,从而在外在辅助性支持下不断强化自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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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尽可能的实现自我独立。
三是进一步优化“ 三社联动冶 机制,发挥社会工作在社区发展、社会组织培育中的建设性意义。
当下“ 三社联动冶 的多元治理模式已经成为基层建设的重点议题,其在推动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发
展和社工人才培育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在社区工作中,老年服务是其重要内容,故此老年社
会工作的落脚点也应该立足于社区。 事实证明社会工作在服务输送、资源整合、组织网络建设、引
导社会参与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社会工作正从原初的照顾服务及其管理,逐渐转向社会组织的
培育和孵化,这进一步将其与社区发展、社会组织培育密切联系起来。 社会工作不仅重视社区组织
的培育和孵化,更加注重于通过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激发社区内生力量,引导社会参与,从而意味
着自上而下行政权力干预以及服务输送机制的改变,在社区层面实现赋权,增进老年人与环境系统
的互动从而尽可能的自立。 同时就社会工作本身来说,需要对其行动进行反思。 社会工作者是被
动的适应,还应该主动的实现政策倡导和建构? 如果局限于中微观服务项目的开展,而不推动宏观
政策的调整和反思,那无论如何难以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这种状况会极大的影响到社会工作
者作为老年人社会系统支持者和辅助者的角色发挥,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老年人社会网络及其
资源获取的能力,进而影响到“ 自我独立冶 的目标实现。
四是专业队伍的建设以及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的应用。 在本文中笔者特别强调了赋权理论方法
的重要性,但传统老年社会工作者作为特有意识形态和制度文化中的一部分,他们缺乏行动反思以
及在宏观层面上实现政策倡导的意愿和能力,因而在方法手段上更加倾向于采取社会行政的手法,
更加强调自身对资源和“ 权力冶 的控制,在与老年服务对象关系上将自己定位于服务者和管理者的
角色,而非平等的合作关系,因而赋权并不会受到他们的欢迎,从而极大的限制了老年人及其家庭
在解决老年人自身问题中的主体作用。 传统社会工作者秉持的价值伦理往往会加剧老年人作为依
赖者的角色,降低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大大影响到本土化专业工作的发展。 只有专业社工,才
有可能具有专业的价值观、专业伦理、相关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他们才有可能将“ 助人自助冶 、推进
老年人自我独立作为其工作的最终目标,而不是仅将工作局限于服务的供给和管理。 正因如此,在
当下老龄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培养一批具有专业素养的老年社工人才,推进专业社会工作理论方
法的运用,对于践行赋权以及自我独立的目标是必然选择。 目前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多项加强社
工专业人才的规定,其中 2011 年《 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成为发展过程中
的一个里程碑,极大的推动了老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建设工作。 尽管如此,相比我国老龄工作的
严峻现实,老年社会工作人才的职业化、专业化的建设仍旧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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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ment and Self鄄independence: Goals, Paths and
Policy Options of Geriatric Social Work in China
ZHU Hao
Abstract摇 With the decline of family function and increasing degree of aging in China, it has become a consensus to devel鄄

op a social service system for the elderly. However, it is often controversial whether the goal is to improv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elderly or to foster their dependence on society. Based on the social work for the elderly in the West and the local sit鄄

uation in China, it is becoming a trend from care management to 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ment. How to empower the eld鄄
erly as far as possible through individuals, groups, organizations and communities to realize their self鄄independence has be鄄

come the ultimate goal of geriatric social work. This requires continuous reflection on current policy practice of social work

for the elderly, which requires us to rethink profoundly the current policy practice. We need actively to advocate the value

goal of “ self鄄independence冶 on the basis of affirm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meantime, we need to take em鄄

powerment as a basic theoretical method, constantly change the cognitive and aging attitudes of the elderly, and promote a

goo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lderly and the environment, so as to achieve “ self鄄independence冶 through its own ability,

family network or institutionalized assi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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