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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民社会组织是提供社会养老服务的有效载体，但在参与健康老龄化过程中始终有所

欠缺。养老服务领域公民社会组织欠缺的网络、信任、支持等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促进公民社
会组织积极参与健康老龄化进程必定有赖于组织内丰富的社会资本。文章通过发掘公民社会组
织核心成员社会资本要素，探讨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核心个人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以及丰富核心
个人社会资本的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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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龄、空巢、失能、失智加剧的“中国式”人
口老龄化背景下，
养老服务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严
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
健康老龄化是应

核心个人社会资本，促进公民社会组织积极投身
健康老龄化进程。

［1］

对人口老龄化这一重大战略问题的必然选择。健

一、
社会资本定义及其维度

康老龄化不仅是一个医疗保健目标，更是一项社

社会资本作为当前研究热点之一，已被运用

会战略。有效的健康老龄化需要政府、公民社会

到各个学科领域，成为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分析工

组织、
社区、
家庭和个人的协调配合，
需要调动一

具。但由于社会资本的复杂性，众多学者对它的

切 积 极 因 素 ，深 度 发 掘 社 会 资 源 。 鉴 于 此 ，我 国

定义以及测量方式仍然莫衷一是，
正如美国社会学

政府积极构建
“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
补 充 ，医 养 相 结 合 的 多 层 次 社 会 养 老 服 务 体
系”。养老型社会组织作为提供社会养老服务的
有效载体，也是构建多层次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
重要一环。但公民社会组织在参与健康老龄化
过程中始终有所欠缺，
其发展所需的信任、
支持、

者 Fukuyama 所说，
现有的大多数关于社会资本的描

述指的是它的表现形式，
而不是社会资本本身［2］。
这些纷繁的定义中受到较多认同的是 Nahapiet 和

Ghoshal 对社会资本的定义：
一个社会单位从它所拥
有的关系网络中能够获得的具体的、
或是潜在的资
源的总和［3］。

网络等正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因此，促进公

本文在众多理论研究以及国外相关研究成果

民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健康老龄化进程必定有赖

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按
“结构—关系—认知”
经典

于丰富的社会资本。本文通过发掘公民社会组

三维测量框架进行分类。结构型社会资本是指网

织核心成员社会资本要素，探讨健康老龄化领域

络、
规范等容易被测量的要素；
认知型社会资本涵

公民社会组织核心个人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丰富

盖了情感、
信仰、
价值观等抽象无形却又真实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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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作用的部分；
关系型社会资本指的是信任、
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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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任

等人际间关系特质。关系型社会资本介于认知型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之一，
本文所讨论

与结构型之间，
也有些学者倾向于将关系型社会资

的信任是指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核心成员所拥

本划分为认知型社会资本［4］。

有的信任资本，
包括核心成员对外活动中与其他上

养老领域的公民社会组织核心个人社会资本

级主体的相互信任、
核心个体和组织成员之间的相

是指组织中核心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本，
即在组织

互信任、
服务对象对核心成员的信任以及核心成员

中具有一定权威、
实行一定职能的个体在组织活动

的自我信任。对外而言，
核心成员得到合作伙伴甚

中通过其社会关系网络、
信任、
支持等获得的组织

至上级主管部门的信任，
能够提升组织竞争力。对

发展所需资源的总和。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的

内而言，
组织成员对核心成员的信任有利于形成组

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组织核心成员（包括

织内相互信任的良好氛围，
使整个组织更有效率。

领导者）的个人社会资本，
其对外获取组织发展所

对核心成员自身而言，
当其自信才会受信于人。所

需的资源、
提高组织公信力，
对内提升个人能力、
维

以，
养老组织核心成员的信任型社会资本越高，
对

持组织的有效运作，
是整个组织的核心竞争力的关

组织发展就越有利。养老服务是一个专业性较强

键［5］。结合我国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的实际情

的行业，
但事实上大多养老型社会组织的核心成员

况，
本文所讨论的核心个人社会资本要素具体包括

并不具备相关职业背景，
在专业知识技能方面缺乏

网络、
信任、
支持、
凝聚力与归属感，
见图 1。

关系型社会资本：
信任、支持
认知型社会资本：
凝聚力与归属感

图1

获取资源的总和

核心个人社会资本

结构型社会资本：
网络

对个人而言：
提高能力、
维持组织有效
运作等
对组织而言：
提升组织绩效、
提高组织公信
力等

自信，
导致核心个人的信任资本缺失［9］。同时，
大多
组织核心成员往往忽略了自身品牌效应，
无暇顾及
促进
社会
组织
积极
参与
健康
老龄
化

核心个人社会资本理论框架

二、
养老领域社会组织核心个人社会资本要素
（一）社会网络

知识技能提升以及形象宣传问题。由于自我宣传
不到位或自身能力不足，
导致老人对组织核心成员
信任不足，
甚至拒绝接受养老助老服务。
（三）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指养老社会组织核心成员从其所拥
有的社会关系中获得的各种可利用的资源。完整
的社会支持系统应该既包括制度和法律提供的规
范性支持，
如民政部门、
老龄协会、
卫健委、
媒体、
其
他社会组织等提供的正式支持，也包括个体因亲
缘、
地理位置等社会关系获得的非规范支持，
如家

社会网络是指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中核心

庭、
邻里、
志愿者及老人互助群体等提供的非正式

成员对外互动而发展出的相对稳定的关系网，其

支持［10］。在正式支持方面，
由于健康老龄化领域公

中也包括家庭、
亲朋、
邻里之间的关系交往。对养

民社会组织核心成员大部分缺乏官方背景和社会

老型社会组织的核心成员尤其是领导者而言，其

影响力，
很难得到媒体的宣传和曝光，
民众知晓率

对外是组织的代表，对内是组织的管理者和组织

不高因而很难得到捐助。一项关于安徽省养老组

成员关系的协调者，因此组织核心个体的社会关
系网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组织的社会关系网

织的研究表明，
在受访的组织中仅有 10.5%接受过

社会捐赠［11］。加之，
养老服务行业并不以营利为目

络［5］。布迪厄提出，
个人利益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

的，
组织成员的社会地位不高，
导致当前养老行业

受个体的社会网络规模与数量的影响［6］。但有学

专业人才流失形势严峻［12］，
核心成员可利用的社会

者的研究表明，在提供养老助老服务的众多组织

支持越来越少。在非正式支持方面，
由家庭成员、

成员中，挂名的主任和副主任很多并非是养老服

邻里、
个体志愿者所提供的非正式支持极其有限，

务领域的专业人士［7］，
仅有极少数核心成员的职业

以上种种导致核心个人难以调动社会资源，
养老助

背景与养老行业相关，其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规模

老活动开展举步维艰。

与数量也是有限的，有限的个人网络不能完全满
足组织发展的需要。同时，
由于个人知名度有限，

（四）凝聚力与归属感
凝聚力是指养老组织对核心成员的吸引力以

缺乏某种社会地位或背景，公民社会组织申请境

及核心成员对组织的向心力，
而归属感是指公民社

外互助项目、与国外养老组织合作或受海外捐赠

会组织核心成员将自己归纳进入组织或融入其他

的案例少之又少

。而大多非核心成员或志愿者

组织成员中的主观感受。核心个人与组织成员之

很少参加组织的活动，与组织成员及其他志愿者

间的信仰、
共同价值观等是组织社会资本增值的动

的联系和交往也较少，其社会网络资源更不可能

力，
它不仅是核心个人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期望的

得到充分的利用。

基础，
也是组织结构稳定持久的保障。并且，
这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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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稳定的结构会巩固核心个人和组织已存在的

巷，
传播先进的健康老龄化观念，
让更多的老年人重

价值观、
文化观等意识形态共识，
并反过来增进凝

新认识并深入了解组织，
这样对提高服务对象信任力

聚力和归属感

以及养老组织的社会公信力有很大帮助。

。在一定意义上，
组织的发起人是

［13］

整个组织的代言人，
核心成员尤其是领导者的精神
往往成为组织的精神
“支柱”
。但笔者经访谈发现，

（三）引导各方支持，
累积关系型社会资本
处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成员，
其社会支持受到

目前很多养老组织并没有明确的发展目标，
仅仅是

阶层、
背景以及个人能力等因素的限制，
所得到的

依靠负责人的情怀得以维持。特别是在一些由个

支持是有限的［19］，
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核心个人的支

体或较少核心成员创办的组织中，
日常管理制度通

持型社会资本。在正式支持方面，
对外需要呼吁媒

常被个人权威和家长制作风取代了［14］，
组织受核心

体方面的支持，
打造自身品牌效应，
增加曝光度，
传

成员个人信仰与作风影响较大，导致内部管理随

播先进的养老观念，
让更多的老年人深入了解养老

意，
组织缺乏凝聚力。

类社会组织。对内应该关心组织其他成员，
营造支
持性氛围。根据社会交换理论，
渴望获得领导和同

三、
丰富核心个人社会资本的相关对策

事的关心、
是组织成员最基本的心理需求。核心成

（一）拓宽核心个人网络，
丰富结构型社会资本

员对组织成员的关心使其获得心理满足感，
缩短上

组织核心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广泛，
与网络

下级之间的距离，
提高彼此的信赖程度，
从而提升

中其他成员的联系越紧密，
其通过网络获得资源的

社会支持型资本。在非正式支持方面，
要加强公民

可能性就越大，
组织在市场竞争中就可以获得更大

自身责任感、
志愿精神。自古以来，
我国就有民间

的优势，
以便更好地开展活动和提供服务。组织发

互助、
尊老爱老的传统，
核心成员应以身作则宣传

展对社会资本的需求不仅限于核心个人传统的亲

孝道，为我国养老组织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此

缘、
地缘等非正式网络，
因此，
核心成员应积极参与

外，
对于养老类公民社会组织而言，
老年人群既是

相关部门组织开展的业务培训，
提升个人能力，
拓

服务对象，
同时又是组织发展的强大支持后盾。老

展健康老龄化领域行业人际关系网络，
发展与各种

年人群之间往往更有共同语言，
享受服务组织服务

其他组织的关系，
充分实现自身价值，
才能避免社

老年人能够更客观全面地认识养老机构，
消除对养

会资本流失。除此之外，
还可发挥服务对象的社会

老机构的偏见和传统在家养老观念，
从而获取更多

网络资源。老年人作为一种被社会忽视的宝贵资

老年人的支持。除此之外，
核心成员还应提升自身

源，
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
如他们积极参与到养老

影响力，
通过提升名望、
专业技能等赢取外界支持，

服务工作中，
将依然是社会发展的积极贡献者

从而在健康老龄化领域作出贡献［20］。

。

［15］

在养老组织中接受过服务的老年人对养老机构有
更全面的认识，
从而消除传统在家养老的心理以及

（四）强化凝聚力，
发展认知型社会资本
一个良好的愿景不仅可以帮助组织的领导者

对养老组织的偏见，
利用老年人之间的共同语言，

塑造个人形象，还可以使组织未来发展方向具体

发动更多老年人积极加入到养老服务中来［16］，
促进

化。基于养老类公民社会组织的特殊性，部分员

健康老龄化的和谐发展。

工并不了解自身工作的实质意义以及重要性。核

（二）提高核心个人信任，
提升关系型社会资本
对组织内而言，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指挥
与服从关系是在信任的基础上产生的

。组织成

［17］

心成员可通过制定明确的目标以及发展理念来激
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热情，提升成员对组织以及核
心个人的认同感，
从而加强组织内部凝聚力。除此

员对核心成员的信任是建立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对

之外，
已有研究表明，
领导者在领导方面表现出色，

其道德品格和能力的了解和肯定上的，
组织核心成

他的员工最有可能拥有更高水平的社会资本［21］，
魅

员应形成自身独特的个人魅力，
使组织成员相信其

力型领导行为通过自身的处事风格、能力等去影

能够做出正确决策，
加深认同感。对外而言，
民政、

响组织内的其他成员，良好的品格会使其追随者

老龄委等上级部门对组织核心成员的信任是基于

模仿 ［22］。因此，
组织核心成员尤其是领导者可以

其长期的良好表现，
提升养老类公民社会组织核心

通过自身的个性特征塑造，
加强个人专业技能，
善

个人的外部信任，
需要核心个人不断发展完善自身

用奖惩激励手段，
提升个人魅力，
以提高其他成员

专业技能，
加强养老助老服务质量，
从而提高公众接

对其领导行为的认同感。除此之外，核心成员还

受度与信任度。其次，
由于很多老人年龄较大，
而且

可以对成员工作与付出给予肯定，
激发员工潜能，

不了解养老型社会组织的具体情况，
便反感接触此类

促使其实现自身价值，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组织成

机构，
他们对养老类公民社会组织的了解只是依靠自

员对工作的满意度，
降低离职率，
还可以激发成员

［18］

我感觉和道听途说

。但是，
老人的思想可以开导，

核心成员应积极参与策划开展宣传活动，
深入大街小

的组织凝聚力与归属感。
综上，
促进公民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健康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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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必须依靠公民社会组织丰富的社会资本，
而核
心个人社会资本存量直接决定着公民社会组织的
创造力与凝聚力的强弱，
影响着组织绩效的优劣。
通过累积社会网络、
信任、
支持以及凝聚力与归属
感等方面的核心个人社会资本，
必将极大地推动组
织绩效提升，
促进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健康老龄
化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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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key elements for the core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of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in the field of healthy aging
ZHANG Xingxi1，LIU Liu2，HU Zhi1，QIN Xia1，CHEN Ren1
1. School of Health Management ，

2. School of Public Health，Anhui Medical University，Anhui 230032，China

Abstract：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CSOs）are effective carriers to provide social pension services，but

they are always lacking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healthy aging process. The pension services network，trust and
support which CSOs are lack of，is the core elements of social capital，and to promote CSO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healthy aging process must rely on the abundant social capital in the organization. This study

discovered the social capital factors of the core individuals of CSOs，to explore the difficulties the core
individuals of CSOs faced and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enrich their soci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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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aging；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CSOs）；core members；social capi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