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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留守老人
生活现状及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李茂松

【内容摘要】农村留守老人是城乡二元化背景下特定时代产物，其数据之大，面积之广。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建立完善的农

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体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然而目前农村留守老人在经济状况、生活照料、医疗卫生与精神慰

藉等方面困境重重，改善这种现状，不仅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与社会保障，更需要留守老人增强自身权能，树立直

面生活的能力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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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为 2020 年度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 调研专项) “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调查及

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编号: 2020N48)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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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调查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建立完善的农村留守老人服务

关爱体系，提升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品质是时代发展必然。
然而，目前农村留守老人的经济状况、照料情况、精神慰藉及

医疗保障等仍存在种种困境。
( 一) 样本选择的基本情况。2019 年 7 月，课题调研专项

负责人与课题组成员分组带领专业学生进入选定的样本农

村社区进行实地调研。本次调研共选择了绍兴市典型农村

社区 QL 社区、YZ 社区、FY 社区、CF 社区、XT 社区等五个社

区作为研究的对象。在整个调研过程中，一是通过民政局了

解绍兴市整体农村留守老人大致的生活现状以及政府相关

部门对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进程及效果;

二是深入选定的样本社区全面深入了解情况，与所在乡镇民

政工作人员、样本社区主任( 书记) 及样本社区典型老人展开

深度访谈; 三是通过一对一问卷填写，按照随机抽样方式对 5
个社区的留守老人进行问卷调查。此次在 5 个样本社区共

发放问卷 205 份，收回有效问卷 199 份，有效率 98%，数据最

终运用 SPSS 进行统计分析。问卷在设计时从性别、年龄、文
化程度、政治面貌、职业类型、居住情况、收入情况、健康情

况、医疗保障及精神慰藉等多方面进行考量。
( 二) 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存在的困境。
1． 自养能力较低，生活状况窘迫。笔者通过实际调查走

访发现，农村留守老人目前存在最大的生活困境就是经济问

题。在问 卷 调 查 中，一 项 关 于 是 否 拥 有 存 款 的 问 题 时，

72. 5%的老人选择没有。通过调查，究其原因，农村留守老

人生活窘迫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1) 获取经济来源的途径单一。一是农村留守老人自身

创造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种植业和变卖牲畜，从事这些收入

的利润有限; 二是留守老人的生活费用部分来源于养老金及

相关补助; 三是从子女处获得日常的生活开销。这些有限的

经济来源，无法满足老人正常的生活开销。
( 2) 农村留守老人经济支付压力较大。实际访谈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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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了解到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开支 90% 都是基础性的生活

开支。主要用于自身的温饱解决和看病吃药。“米是买的，

老了，稻谷种不动了，但可以种点蔬菜，看病买药很花钱呀!

我们老两口都有慢性疾病，老伴儿高血压，吃的降压药都是

最便宜的那种，我是糖尿病。儿子儿媳带着不到一岁的孙女

在外地打工，孙子在家里念书，孩子的日常开销也需要我们

负担，没有办法!”深入访谈中赵爷爷如是说。
在实际调研中，留守老人的基本生活状况如赵爷爷般大

同小异。农村留守老人由于个人身体原因、家庭原因等多种

因素，除了政府给予的少量养老保险和子女偶尔给予生活开

支费用，自身创造经济的能力微弱，自养能力整体不容乐观，

生活相对窘迫。
2． 照料资源短缺，自照料能力较弱。有专家学者指出，

目前农村老人的生活照料仍旧来源于老人的子女、家庭和老

人伴侣和自身。在调查中发现，农村留守老人，最窘迫的困

境除了经济情况之外，老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自身的身体

状况，一旦身体出了毛病，生活照料是个大难题。有老伴之

间的相互照料，情况还算乐观，对于空巢老人来说情况就很

艰难。在调查访谈过程中，课题组分组进入社区，共访谈了

22 位老人，每位老人家里的子女个数都在 2 人以上，其中

85%的子女都在外地打工，虽然也有女儿没有进城务工的，

但也远嫁外地，偶尔回来看望下父母，次数也非常有限，“我

已经快 80 岁了，老伴 10 年前就去世了，我耳朵有点背，眼睛

不好使，身体还算硬朗，大儿子在 30 里地外的镇上教书，二

儿子在江苏打工，小儿子在上海打工，大女儿嫁在 30 公里外

的隔壁镇。大儿子一个月回来一次，给我买点米，二儿子和

小儿子都几年没有回家了，女儿也差不多一个月回来一次，

帮我洗下被子，收拾一下屋子。三个儿子每人每月承诺给的

150 块钱生活费有时也很难兑现……”李大爷在讲述自己的

现状时，眼睛里闪烁着泪花，这个瘦骨嶙峋的老人，满脸胡子

拉碴，屋子里凌乱至极，锅里的剩菜显然是上一餐留下来的。
同时在 199 份的有效调查问卷中关于日常生活中你最为担

忧的事儿时，89%的老人都选择了生病时无人照料。
3． 身体状况较差，医疗保障不力。农村留守老人由于长

期从事体力劳动，过分的劳累，使得他们的身体状况老化迅

速，又因为经济的原因，他们无法进行身体营养与保健方面

的关注，长期以往，导致老年人患有各种老年疾病，由于农村

医疗条件相对落后，医保疗障体系又不够完善，导致老人的

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在访谈的 22 位老人中，每位老人都不

同程度的患有老年慢性疾病。调查的吴姓老人说: “我年初

患上了不算严重的胰腺炎，去县医院检查了一次，虽然也报

销了些，但一个星期的住院自己还是要掏 3 000 多元。回来

不到两个月，又有些疼，但不是很严重的那种，不知道是不是

胰腺炎又发作了，我就去村医疗室弄点止疼药，不知道管不

管用，但实在不敢再去县城的医院了，在村医疗室弄点药维

持着。那费用太高了，年纪大了，活一天算一天吧。”在调查

中，象吴奶奶这种想法的农村留守老人不是个例，生活费用

的不够宽余，照料资源的缺失，使得他们不得不做出这般无

奈的选择。访谈中 62%的老人都说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差。
4． 精神慰藉缺失，社会支持不足。在农村仍以家庭养老

为主要模式的现状中，如果说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可以从外

部获取一定的支持与保障，但精神需求则更为缺乏。农村留

守单独居住，在精神生活方面十分单一，而子女作为老人精

神支持的重要载体，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遭到忽视。迫于

生计，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一年回家次数甚

少。父母与子女的长期分离状态中，只能依靠电话来联络。
但电话联络的方式却无法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访谈中的

李爷爷，丧偶，独居，空巢 10 年的时间里，他说很少接到外地

务工儿子们的电话。一是李爷爷不会使用电话，偶尔儿子打

电话过来要打到隔壁的领居家; 二是李爷爷耳背，电话中他

时常听不清楚。农村留守老人不仅无法在子女那里获得精

神支持，在自己生活的农村环境中，文化娱乐等方面的精神

需求也十分单一。在问卷调查中，80% 的农村老人拥有的娱

乐方式是看电视，15% 的留守老人打打牌，下下棋，5% 的老

人跳跳广场舞。农村留守老人保守的思想观念加上单一的

娱乐设施，使得留守老人生活环境中精神需求满足缺失。
二、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留守老人生活困境的社会工作

介入途径

通过研究与实地调查，农村留守老人目前生活现状困境

的产生不仅由个人因素，如老人不习惯城市的生活或怕给儿

女添麻烦; 也有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观念的束缚; 既有

二元户籍制度的羁绊，更有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差异。
( 一)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老人生活困境的必要性。

针对目前农村留守老人生活困境存在的种种难题，在外部正

式支持不足的境况下，适时引入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老人

生活就显得非常重要。作为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即社会工

作者在实际工作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如资源筹措者、关系协

调者、倡导者、使能者与治疗者。
1． 自养能力与社会工作介入。在自养能力方面，一方

面，社会工作者或社会工作专业机构针对身体硬朗、年龄不

是太大的老人，可以通过专业的社工介入技巧，让这部分老

人充分利用农村资源，发挥自己的能力，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而不是仅仅依靠体力劳动去创造经济收入; 其次对于年迈的

长者，社会工作者或社会工作机构可以充分发挥其资源筹措

者的角色，联系并争取一些公办的养老资源，或链接社会资

源以及一些慈善人士与机构获得农村留守老人所需基本生

活的经济资源。同时，社会工作者向留守老人介绍国家关于

社会救济的各方面政策，发挥老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让他

们自己积极争取外部资源，以改善目前的经济窘况。
2． 生活照料与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老人的子女长

期在外打工，与父母聚少离多，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全靠老

人们自己，特别是一些已经丧偶的老人，长期身缠老年慢性

疾病，他们的生活异常艰难，留守老人基本生活照料在得不

到基本保证的现实困境下，引入专职的社会工作者或社会工

作专业服务机构就显得非常重要。“我老了，又有糖尿病，还

有腰肩椎盘突出，真想有个人帮帮我，可是孩子们都在外地

打工，没有办法呀! 遇到季节转换，身体的毛病变得愈发严

重，真想死了算了，自己不用受罪，也不会拖累孩子们。”访谈

中赵奶奶如是说。社会工作者不仅是资源的筹措者与协调

者，更是专业的服务者。他们除了可以给留守老人联系专业

的医疗服务机构外，还可以为老人们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慢

性疾病康复服务、日间的照料等专业服务，社会工作者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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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专业的社工服务能力，不仅让留守老人增强自信，提高自

己应对问题的能力，还能为老人构建社会资本，为留守老人

生活照料编织一张安全社会支持网络图。
3． 健康状况与社会工作介入。在调研过程中，83% 的农

村留守老人都觉得自己身体不太好，进一步的了解，他们中

的绝大部分都在不同程度上患有老年慢性疾病。由于子女

不在身边，大多数老人文化程度又相对较低，留守老人的慢

性疾病不能得到有效的预防与改善，他们往往是在病情很严

重的情况下才去设施设备相对完善的大医院，目前农村社区

的医疗设施设备、专业人员配置都相对落后，农村老年人慢

性疾病的护理与保健知识相对模糊。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

农村留守老人的健康状况，可以联系社会资源为其提供专业

的指导，如专业的医疗服务，让农村老人了解医疗保险制度，

并积极争取自己在医疗保险中应得的权利; 引导农村留守老

人对身患慢性疾病的理性看待，并积极主动为自己的健康负

责。通过社会工作者介入农村留守老人健康状况，让留守老

人理性看待自身所患的老年慢性疾病，并积极主动链接社会

资源与发掘自身资源，为自己的身体健康做出积极的回应，

而不是消极的得过且过。
4． 精神慰藉与社会工作介入。在实际的调研中可以看

出，82%的农村留守老人都极度缺乏精神上的需求满足。儿

女不在身边，严重缺乏情感上的沟通与交流，再加上农村社

区文化建设相对缺失，文化生活也相对落后。社会工作者可

以通过专业的知识提供老年人所需的专业情感诉求，弥补因

为现实状况儿女不能给予的情感缺失，给予老人支持，缓解

老人内心的孤独和对生活的无力感。同时，社会工作者可以

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适合老年人的文化娱乐活动，让老人们

参与进来，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 社会工作者多方筹措资源，

链接各种资源，修建老人基本需求的文化娱乐健身设施，提

升老人生活品质; 鼓励留守老人参与各种公益服务组织，如

志愿者服务活动，让老人们在公益志愿服务过程中，认识到

自身的价值，重拾他们对生活的自信。社会工作者通过多种

手段，让留守老人们参与社会，并重建社会资本，缓解了农村

留守老人精神上的需求缺失，化解了因精神慰藉缺失而带来

的种种危机。
( 二)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老人生活困境的途径与

策略。
1． 充分发挥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主导作用。目前，农村

社区的社会工作仍处在萌芽发展阶段。对于特定历史时期

的农村留守老人这个特殊产物，引入专业的社会服务机构进

驻农村，不失是当前建立完善农村留守老人服务关爱体系的

强针剂。在引入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进入农村，政府要予以

支持与保证; 建立农村社会工作相关政策保障制度。只有政

府提供了政策的支持和保障，才能让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进入

农村后有法可依的顺利运行。第一，政府可以通过公开招聘

的手段在乡镇或会村委会设立专门的社会工作岗位，为老人

们提供相应的专业社工服务; 第二，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将城市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引入农村，在农村

建立站点服务; 第三，提供有力的农村留守老人社会工作介

入的资金保障。社会工作本身是一种非盈利的服务于他人

的职业活动，如果脱离了政府财政的预算拨款，社会工作就

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农村留守老人社会工作

的开展也将成为无源之水。
2． 逐步实现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本土化。逐步实现农

村地区社会工作专业化与本土化是目前建立完善农村留守

老人关爱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
( 1) 逐步实现农村社会工作的专业化。由于我国社会工

作从西方国家引进，专业社会工作还无法在社会上得到广泛

的认同，农村社区的社会工作更是起步较晚。逐步实现农村

社会工作的专业化: 第一，需要运用各种资源和手段不断提

升农村社区工作水平。当前，我国不少地方高校本、专科都

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但权威数据显示，毕业后能真正走进

社会工作岗位的毕业生少之有少，特别是在农村社区，从事

农村社区工作的人员基本由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担任，他们对

于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缺乏，无法为留守老人提供专业的社

工服务。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在民政部门招聘工作人员时，

可以针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提供便利条件，尽最大可能地

把专业人员吸收到相关的工作岗位上来; 第二，可以运用一

定的激励手段，引导目前从事没有专业背景的社会工作人员

积极报考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书。
( 2) 农村留守老人社会工作介入必须实现本土化。具体

来说，农村社会工作的开展要结合农村留守老人的性别、年

龄、文化程度、地方方言以及农村地域文化特色的实际，充分

分析问题及问题产生的深层次背景，结合农村实际，在政府

有关部门的指引下，积极获取资源，协调和分配资源，为农村

留守老人提供实实在在需要的问题的解决。
3． 专业社工为农村留守老人增权赋能。农村留守老人

晚年生活存在的诸多问题与困境，不仅需要专业的社会工作

机构介入，政府与社会多方力量的支持，同时更需要充分发

挥老人自身权能与潜力，只有内因和外因同时起作用，农村

留守老人服务关爱体系的完善建立才会更快、更广、更有效。
( 1) 建立自助互助小组。农村留守老人在专业社会工作

者的带领下，充分利用赋权增能理论的指导，帮助农村留守

老人组织并建立自助互助小组，小组成员之间通过讨论与互

动，针对小组成员共同的生活困境，力所能及的找到解决问

题的对策与出路，同时，在小组内推荐小组领导，形成组内核

心人员，带领小组成员互帮互助，共同出谋划策，这样不仅提

高留守老人自身能力，同时还扩大了老人的生活支持网络，

构建老人生活的安全网。
( 2) 成立权益维护小组。组织小组成员和组长学习相关

的老人社会保障政策法规，并推选出代表，向相关部门或社

会福利机构争取老人所享有的权益，为留守老人的利益发

声，获得相关部门和组织对老人诉求的重视与满足，从而获

得老人外部正式资源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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