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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老龄化进程中，照护需求难以被充分满足已成为居家失能老人面

临的普遍性难题。对于活动能力受到严重制约的失能老人，空间因素会对其照

护需求的满足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一点在国内外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基

于空间资源链接的视角，本文分析了居家失能老人照护需求的满足状况并探讨

了未满足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个人照护还是生活照料，失

能老人的照护需求满足程度远低于自理老人；家庭资源、社会资源和空间资源

等使能因素均对其照护需求的充分满足发挥重要作用；相比资源存量，空间资

源的有效链接才是提高需求满意度的关键。本文建议通过营造“使能环境”，促

进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建设，优化居家老人的照护服务组织。本文“空间资源链

接”的分析视角可较好地补充与完善已有理论，同时为全球老龄化议题提供中

国的案例研究。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ageing, unmet care needs of disabled elderly has become 
a universal problem. For the disabled elderly with severely restricted mobility, spatial 
factor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ir satisfaction on the care needs, which has not 
got full attention in researches worldwi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kage to spatial 
resourc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unmet care needs of community-dwelling disabled 
elderly 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irstly, it finds that unmet care needs of the 
disabled elderly are much more than the independent ones. Secondly, influencing factors 
includes family resources, social resources and space resources, which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satisfaction on care needs. Effective linkage to spatial resources is the key to reducing 
unmet needs. Therefore, it suggests creating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uture age-friendly community and better planning of care-provider organizations in 
China. The analysis perspective of linkage to spatial resources in this paper will enhance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and enrich Chinese case studies for global ageing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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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推进，失能老人照护需求剧

增与社会支撑能力不足的矛盾已成为全球性难题。尽

管人们开始普遍认识到老龄化会带来巨大的长期照

护需求，但由于内外条件的制约，并非所有需求都能

得到满足，导致失能老人因缺失照护服务而陷入健康

恶化、生活质量下降等境况。这使得长期照护成为众

多失能老人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照护服务不完

善将带来新的社会风险 [1]，解决未满足需求已成为公

共政策领域的优先事项 [2]。

在率先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发达国家，老年人照护

需求满足状况的研究成果众多，主要聚焦于未满足需

求的发生率、影响因素及其对老年人健康的后果三个

方面。已有研究表明，照护需求未得到满足的状况在

失能老人群体中普遍存在 [3-5]。经济条件、与照护者的

关系、社会支持、居住安排等因素均对失能老人照护

需求的满足程度产生影响 [6-7]，安德森模型将之概括

为倾向因素（predisposing）、需要因素（illness）和使

能因素（enabling）三类 [8-9]。照护需求得不到满足将

导致老年人住院、再入院、心理疾病和死亡等的风险

增加 [10-13]。198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福利政策不断

调整，经历了照护场所的“去机构化”和照护责任分

配的“去中心化”等过程 [14]。最新研究证据表明，由

于老年人社会照护需求的增加和公共开支的紧缩，老

年人照护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愈发严重 [15]。

相比之下，中国有关老年人照护需求满足状况

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陈申等对南京 15 个社区中

居家失能老人的研究发现，93.1% 的失能老人的照护

需求中至少有一项未得到满足，而未满足的需求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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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况的恶化、与照护者关系的疏远和照护者收入的降低

而增加 [16]。也有学者利用安德森模型探讨中国老年人长期照

护中倾向因素（人口社会特征）、需求因素（疾病水平）和

使能因素（资源）的作用 [17]。开始有学者关注中国农村和城

市在老年人照护需求满足状况方面的差异，发现经济状况与

（潜在）照护者的意愿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18-19]。

可以看出，国内外研究均指向一个事实：未满足需求是

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中的普遍性问题。同时，一个很重要的认

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经济因素对老年

人利用照护服务的制约作用有所减弱。有学者以美国医疗保

险（Medicare）和医疗救助（Medicaid）的老年受益者为研究

对象，发现长期照护服务利用的障碍更多来自于地理制约和

组织制约 [20]。老年人（尤其是失能老人）对地理障碍非常敏

感，空间距离、交通可用性、社区环境、活动空间等空间要

素均可对老年人获取长期照护服务的能力产生显著影响 [21-22]。

因此，研究地理制约和组织制约将有益于理解中国的老年人

长期照护及其相关政策。

实际上，由于生活活动能力和移动性受限，失能老人与

空间、场所的关系十分特殊，部分资源需要通过外部支持才

能获取，这将使得“空间资源的链接”对失能老人照护需求

的有效满足产生影响。国内外虽然已有不少研究探讨空间要

素对失能老人生活和照护满意度的影响，但尚未形成一个可

融合空间资源链接的系统框架，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出发，

为系统框架构建提供实证研究。

通过对北京市典型社区的问卷调查，本文将对比分析居

家失能老人与自理老人的照护需求满足状况；同时，把地理

要素和资源链接纳入分析框架，改进传统的安德森模型，运

用决策树法辨析失能老人需求未被满足的影响因素；最后，

从社区“使能环境”（enabling environment）营造、老年友好

型社区的角度提出服务组织优化的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

于：从空间资源链接的视角，深入剖析失能老人未满足需求

的影响因素，试图完善补充已有理论；另外，对于全球共同

面临的失能老人照护问题，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较多，本文

基于一手数据对老龄化进程加速、失能老人总量巨大的中国

进行案例分析，将丰富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成果。

1  概念界定与数据说明

1.1  概念界定

1.1.1  失能老人

世界卫生组织（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将

“失能”定义为一切与躯体或精神相关的损伤、活动限制与

参与限制 [23]。基于此，本研究把“失能”理解为不能独立自

主地完成某项或多项日常生活活动，而“失能老人”则是丧

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

利用现有成熟的问卷来测量被评估者的日常生活活动

（AD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水平是判断其是否失能及

其失能水平的简易有效方式 [24]。本研究采用 Katz 指数量表① 

作为 ADL 测评工具 [25]，对老人的穿衣、洗澡、用餐、移动、

大小便控制和如厕等 6 项活动的指标进行测评，每项活动的

评判结果分为“独立完成”和“不能独立完成”。不能独立

完成 1~2项、3~4项或 5~6项活动的老年人分别被评判为“轻

度失能”“中度失能”和“重度失能”老人，统称为“失能

老人”。相应地，6 项指标均能独立完成的则为“自理老人”。

1.1.2  长期照护

长期的功能性依赖催生了对一系列服务的需要，以弥

补日常生活活动的有限能力，这就是长期照护（long-term 

care）。WHO 把居家老人的长期照护服务分为两种：一种是

与健康相关的照护，称为家庭医疗照护；另一种是与日常功

能有关的照护，包括个人照护和生活照料 [23]。在我国，失能

老人的家庭健康照护仍以到医疗机构就医的形式来实现。因

此，本研究的长期照护主要指与日常功能有关的照护，即个

人照护和生活照料两大类。其中，个人照护指进食、洗澡、

穿衣、如厕等基本生活功能；生活照料包括买菜、做饭、打

扫卫生、散步陪护等。本研究分别用 ADL 量表 [25]、IADL 量

表② [26] 来分别测度老年人对两种照护的需求。

1.2  数据收集
研究区域的选取要满足以下要求：第一，城市老龄化进

程较快，老年人口绝对数量较多，失能老年人口较多；第二，

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老年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整

体较好，收入制约作用相对弱化，而地理要素、空间组织

等其他因素对照护服务利用的制约作用凸显。北京是我国

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特大城市之一，老年人口的失能比例显

著高于全国水平（2010年北京市与全国的比例分别为 4.40%

和 2.95%）。在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方面，第六次人口普查

中北京市老年人生活来源构成数据显示，离、退休金或养

老金所占比重达到 71.80%，远高于 2010 年全国 24.12% 的

平均水平。选择这样一个老龄化程度较高且老年经济状况

整体较好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会较好地降低经济制约对

① Katz 指数量表是老年照护领域公认、成熟、常用的量表，用于评估老年人自主基本生活能力，评估项主要以文中 ADL 涉及的 6 项基本活动为主。

② IADL: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即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量表，依靠工具性活动（如做饭、打电话、理财、洗衣服等）来判断个案的

独立自主生活能力。与 ADL 的差异在于其更加关注基本生活活动之外的工具使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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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要素的屏蔽作用，对探讨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的发展

趋势具有实际意义。

因此，本文选取北京市城区作为研究区域。考虑到失能

老人的空间分布十分稀疏，为了在有限投入下获得较多的

有效样本，本调研采用了典型社区采样法。依据城市地理

学的社会空间分布理论，在空间区位、地理环境、服务设施、

居住密度、社会及制度等因素影响下，城市内部形成的不同

居住空间类型内的居民在社会经济属性和行为心理特征方

面具有显著差异。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综合考虑样区空间分

布的均衡性、社区照护服务环境差异性等因素，本文调研选

取了北京市区范围内的 5 个社区，分别是安定门街道大方

家胡同（旧城四合院社区）、朝阳门街道四社区（旧城混合

社区）、大屯街道博世祥园（中心城区单位社区）、水碓子

社区（中心城区公房社区）、和平里街道和平里社区（中心

城区混合社区）。2018 年 11—12 月，在街道和社区的配合下，

笔者对五个类型社区内的居家老人进行问卷调查，发放 150
份问卷，有效问卷 139 份，经判断，其中含失能老人样本

72 份。

1.3  样本描述
139 个样本老人中（表 1），男女性别占比分别为 35%、

65%，其中超过一半（53%）的老人已丧偶，39% 的老人已

婚且配偶健在。年龄方面，90% 的老人年龄已超过 70 岁，

其中大部分为 8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居住安排方面，与子

女同住的老人最多（占比 40%），其次是与配偶同住（占比

24%）和独居（占比 22%），另有 9% 的老人与保姆同住。

文化程度方面，48% 老人的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家庭月

收入方面，2 000 元及以下、2 001~5 000 元、5 001~10 000
元和 1 万元以上的老人占比分别为 7%、28%、34% 和 30%。

72 个失能老人样本中（表 1），男女占比为 4：6，丧偶

比例增加至 58%，80 岁及以上占比高达 85%，总体而言，

失能老人呈现以下特征。一是脆弱性凸显，高龄比例、丧偶

比例更高，文化程度更低。二是生活独立性下降，与子女、

保姆同住的比例增加，但存在居住安排不合理的情况——在

丧失独立性的情况下，仍有 13% 的失能老人独居。三是家

庭经济负担沉重，失能老人在收入普遍较低的情况下，仍需

支付照护费用导致支出大幅增加、经济状况恶化。

2  失能老人照护需求的满足状况

2.1  照护需求
无论是自理老人还是失能老人，对生活照料的需求都排

在首位（图 1）。相比自理老人，个人照护已成为失能老人的

第二大照护需求，其对个人照护的需求比自理老人高 13%。

另外，失能老人的医护类（一般护理、专业护理和医院专业

治疗）需求也较强，比自理老人高了 8%。

结合上文对长期照护的定义，下文的分析聚焦需求量最

大、最为迫切的两类照护：个人照护和生活照料。

表 1  样本老人特征

样本 项目 全部样本（N=139） 失能老人样本（N=72）

属性 分类 人数 /人 比例 人数 /人 比例

性别
男 49 35% 29 40%

女 90 65% 43 60%

婚姻状况

已婚（配偶健在） 54 39% 25 35%

丧偶 73 53% 42 58%

离婚 8 6% 3 4%

从未结婚 4 3% 2 3%

年龄

60~69 岁 13 9% 4 6%

70~79 岁 35 25% 7 10%

80~89 岁 65 47% 36 50%

90 岁及以上 26 19% 25 35%

居住安排

独居 30 22% 9 13%

只和配偶同住 33 24% 15 21%

和子女同住 55 40% 30 42%

只和保姆同住 12 9% 10 14%

其他 9 6% 8 11%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55 40% 35 49%

初中 38 27% 15 21%

高中或中专 19 14% 8 11%

专科 11 8% 3 4%

大学及以上 14 10% 9 13%

未回答 2 1% 2 3%

家庭月收入

2 000 元及以下 10 7% 8 11%

2 001~5 000 元 39 28% 20 28%

5 001~10 000 元 47 34% 27 38%

10 000 元以上 42 30% 17 24%

未回答 1 1% 0 0%

图 1  失能老人与自理老人最需要的照护服务对比

a  失能老人照护需求统计 b  自理老人照护需求统计

失能老人

21%
4%5%

9%
1%

3%
3%

7%

11% 36% 13%

20%

30%

4% 8%

6%

3%
3%3% 4%

6%

0%

自理老人

个人照护

医院专业治疗

经济支持

个人照护

医院专业治疗

经济支持

生活照料

外出办事

无

生活照料

外出办事

无

一般护理

聊天解闷

其他

一般护理

聊天解闷

其他

专业护理

信息渠道

专业护理

信息渠道



32  2020 Vol.35, No.1

本期主题 

2.2  照护需求的满足状况

2.2.1  需求满足状况的判断过程

当失能老人未能获得相应的照护服务或者其照护需求未

得到充分的满足时，就会形成一种“需求未满足”的状态 [27]，

这些需求也就称之为“未满足需求”。

本研究借鉴已有研究 [28]，自行设计了失能老人照护需求

满足状况的判别流程（图 2），共分四步。第一步，判断“客

观上是否存在照护需求”，即用 ADL 量表和 IADL 量表测度

个人照护需求和生活照料需求。其中，ADL 量表得分 1~5
分（代表至少有一项活动无法独立完成）说明客观上存在个

人照护需求，得分为 6 分则代表无个人照护需求；IADL 量

表得分 0~6 分说明客观上存在生活照料需求，得分 7~8 分则

代表无生活照料需求。第二步，判断“客观上是否利用了照

护服务”，即通过“是否利用了个人照护服务”和“是否利

用了生活照料服务”两个问题，评判有照护需求的受访者对

相应服务的利用情况。第三步，询问受访老人“对接受的照

护服务是否满意”。除了“较满意”或“很满意”，其他回答

（“一般”和“不满意”）均判别为存在未满足的需求。第四

步，询问受访老人“对接受的照护服务有无改善需求”，有

明确改善需求的情况也视为存在未满足的需求。

2.2.2  需求满足状况

结果表明（表 2），个人照护和生活照料需求同时得到

满足需求的老人有 88 人（占比 63.31%），但仍有超过三分

之一（36.69%）的样本老人至少有一项未满足需求。其中，

仅个人照护存在未满足需求的 9 人（占比 6.47%），仅生活

照料存在未满足需求的 20 人（占比 14.38%）。生活照料需

求未被满足的老人人数最多。

31 位存在个人照护未满足需求的老人中，基本都是失

能老人，占比高达 97%。42 位存在生活照料未满足需求的

老人中，29 位（69%）都是失能老人（表 3）。失能老人是

最需要被照护但其需求并未得到充分满足的主要群体。

长期照护服务如何有效传递到失能老人是亟待解决的问

题。72 个失能老人样本中，超过 40% 的老人的个人照护需求、

生活照料需求均未得到充分满足。相比之下，自理老人基本

上不存在个人照护需求，而生活照料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人数

占比仅为 19.4%。

3  失能老人未满足需求的影响因素

3.1  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
安德森模型是医疗卫生服务研究领域的三大经典模型之

一，该模型以家庭为基本分析单位，探究不同家庭医疗服务

利用行为存在差别的原因。后来，经发展改进的安德森—纽

曼（Anderson-Newman）模型中，健康服务利用由个体决定，

而个体的决定既受社会因素的直接作用，也受社会因素影响

下健康服务体系的作用。个人在决定是否利用健康服务时主

要受倾向因素、需求因素和使能因素三个方面的影响 [8]。其

中，倾向因素主要指社会结构（教育、职业、社会网络、文

化等）、健康信念（态度、价值观等）和人口学特征（年龄、

性别等）；使能要素包括收入、保险等家庭类因素和服务价格、

服务数量、服务强度等社区类因素；需求要素则指个人健康

等，体现对服务的需求程度。

与健康群体相比，失能老人因身体机能下降，生活空间

发生收缩、破碎，空间制约成为其照护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

关键原因。一方面，要有合适的空间资源存在，另一方面，

要有合适的家庭支持、社会支持和空间环境，可将照护服务

传递给失能老人。因此，我们对安德森模型进行了改进：一

是将活动能力纳入需求因素，二是将使能因素进一步细分为

表 2  不同照护需求满足状况的人数及比例

类型

生活照料
总计

需求满足 需求未满足

人数 / 人 占比 /% 人数 / 人 占比 /% 人数 / 人

个人照护
需求满足 88 63.31 20 14.38 108

需求未满足   9   6.47 22 15.83   31

总计 97 69.78 42 30.22 139

图 2  失能老人照护需求满足状况的判别流程

客观上是否存在照护需求

客观上是否利用了照护服务

对接受的照护服务是否满意

对接受的照护服务有无改善需求

满足需求未满足需求

是

是

无

是

无需求
否

否

否

有

表 3  失能老人与自理老人的未满足需求对比

类型
个人照护未满足需求 生活照料未满足需求

是 否 是 否

失能老人
人数 / 人 30 42 29 43

占失能老人总数比例 41.67% 58.33% 40.28% 59.72%

自理老人
人数 / 人 1 66 13 54

占自理老人总数比例 1.49% 98.51% 19.40% 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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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资源、社会资源和空间资源，三是从存量和链接两个方

面对各种资源进行刻画。存量指积累性的静态资源；而链接

则是对资源利用有效性的评估，包括传递途径、互动频率、

空间可达性等。

为了分析不同因素对照护需求满足状况的影响，并识别

影响路径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本文采用决策树（decision 

tree）方法进行分析。决策树是一种根据外生变量对样本进

行划分，并探讨分类规则的数据挖掘方法，其将树形图作为

工具，用决策点代表决策问题，用方案分枝代表可供选择的

方案，用概率分枝代表方案可能出现的各种结果，经过计算

和比较不同方案在各种结果条件下的损益值，为决策提供依

据 [29]。决策树分析的输入条件包括决策判断或损益计算的依

据（因变量）和各种决策变量（自变量）。

本研究以修正后的安德森模型为理论框架，运用决策

树方法分析影响失能老人个人照护和生活照料满足状况的因

素。即分别对失能老人的个人照护和生活照料的需求满足情

况构建决策树模型，相应的因变量分别为“个人照护是否

存在未满足需求”和“生活照料是否存在未满足需求”。两

个模型自变量均分为倾向因素、需要因素和使能因素三大

类，其中使能因素又细分为家庭资源、社会资源和空间资源

（表 4）。

3.2  个人照护需求满足状况影响因素
在个人照护模型中，联系紧密的子女数量、照护资讯获

取是否困难、社区养老驿站密度、社区类型和 ADL 得分等 5
个因子对个人照护需求的满足产生了重要影响，且影响程度

依次减弱（图 3）。其中，倾向因素没有任何关键因子影响

个人照护需求，需要因素中“ADL 得分”成为一项关键因子

（其中中度、重度失能老人的需求满足状况差于轻度失能老

人），使能因素中的 4 个指标被识别为影响失能老人个人照

护需求满足状况的关键因子。

使能因素在个人照护需求的有效满足上发挥着重要作

用。家庭资源方面，联系紧密的子女数量越少，失能老人的

个人照护需求越难满足。社会资源方面，如果老人难以获取

外界的照护资讯，其链接社会资源的能力越弱，越不利于照

护需求的满足。空间资源方面，在平房社区失能老人的个人

表 4  决策树分析模型自变量

影响因子 个人照护模型 生活照料模型

倾向因素 年龄、性别、婚姻、文化程度 年龄、性别、婚姻、文化程度

需求因素 ADL、IADL、独自活动能力 ADL、IADL、独自活动能力

使能因素

家庭资源
存量：家庭月收入、收入来源、子女数量 存量：家庭月收入、收入来源、子女数量

链接：居住安排、联系紧密的子女数量、与最近子女的空间距离 链接：居住安排、联系紧密的子女数量、与最近子女的空间距离

社会资源
存量：朋友数量 存量：朋友数量

链接：社区成员联系强度、是否上网、照护资讯获取是否困难 链接：社区成员联系强度、是否上网

空间资源

存量：社区类型、住房面积、房龄、社区养老驿站密度 存量：社区类型、住房面积、房龄、社区超市的密度

链接：是否为电梯房、养老驿站的联系通达性 链接：是否为电梯房、是否有帮忙日常购物的人力（即购物网点

与老人之间的服务传递者）

注：灰色条为未满足需求，数字代表该类别下的样本百分比。

图 3  个人照护需求满足状况的决策树分析结果

所有失能老人样本

58.3 41.7

联系紧密的子女数量（0，1，2）
49.2 50.8

照护资讯获取是否困难（是）

25.0 75.0

社区养老驿站密度（中等）

100
社区养老驿站密度（较高， 较低）

40.0 60.0

照护资讯获取是否困难（否）

社区类型（平房社区）

46.2 53.8
社区类型（楼房社区）

77.3 22.7

ADL得分（0，1，2）
61.5 38.5

ADL得分（3，4，5）
100

联系紧密的子女数量（3，4）
100

65.7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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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护需求满足状况不容乐观；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社区养老

驿站是关键影响因素，但在养老驿站更密集的社区，失能老

人的个人照护需求并没有得到更好的满足。因此，大量建设

社区养老驿站并不一定能提高失能老人的获得感，空间资源

的有效链接更为重要。

3.3  生活照料需求满足状况的影响因素
在生活照料模型中，帮忙日常购物的人力、子女总数、

可帮忙的好友数量、家庭月收入、是否为电梯房、联系紧密

的子女数量等 6 个因子对生活照料需求的满足产生了重要影

响，影响程度依次减弱（图 4）。6 个因子均属于使能因素，

倾向因素和需求因素没有任何关键因子对需求满足产生影响。

使能因素在有效满足失能老人生活照料需求上发挥着重

要作用。家庭资源方面，子女总数越少、联系紧密的子女数

量越少、家庭月收入越低，失能老人的生活照料需求越难满

足。社会资源方面，可帮忙的好友数量越少，生活照料需求

的满足状况越差。空间资源方面，住所是否为电梯房和帮忙

日常购物的人力成为关键因子。住在平房或者没有电梯的楼

房里，缺少帮忙购物的人力，往往使得失能老人的生活照料

需求难以满足。可见，无论是服务的直接提供还是服务的中

间传递，有效人力的紧缺是目前失能老人生活照料需求满足

的最重要原因。

家庭资源、社会资源和空间资源这三类使能因素均在失

能老人个人照护、生活照料的需求满足上均发挥着作用。其

中，“联系紧密的子女数量”是两个模型的共同因子。关系

紧密且持续见面的子女数量越多，照护服务的传递就越顺畅。

目前在中国，无论是个人照护还是生活照料，家庭成员仍是

照护主力军，若得不到子女的足够帮助，失能老人获取照护

服务则障碍重重。“家庭月收入”只在生活照料模型中被识

别为关键因子，说明失能老人在获取生活照料服务（而不是

个人照护服务）时，经济制约的作用更明显。也就是说，提

高家庭收入是促进生活照料服务获取的有效途径之一，但在

个人照护服务上并不一定见效。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类资源

因素中，更多的资源链接因子（而不是资源存量因子）被纳

入模型。也就是说，对于活动能力受到严重制约的失能老人

而言，一味地投入各类资源并不一定能充分满足其照护需求，

资源的有效链接才是解决大量需求未被满足的关键。

4  空间资源链接与社区“使能环境”营造

本文的分析结果揭示了空间资源链接在减少失能老人未

满足需求上的重要作用。在现实条件下，只靠养老金和高龄

津贴并不能解决失能老年群体的养老问题，医疗和生活辅助

科技也只能起到辅助作用，通过他人的帮助和空间资源的链

接，从而有尊严地生存直至生命终结，才是失能老人最迫切

的需要 [30]。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失能理解为日常活动受损

的个体与个人因素、环境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消极方面 [31]，

具体表现为失能老人对空间资源的链接能力下降。

这与 2015 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老龄化与健康报告》

中提出的“功能性能力”（functional capacity）一脉相承 [32]。 

报告指出，内在性能力指是个体在身体和智力上的综合能

力，而功能性能力指个体与环境的结合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

作用。身体和心智方面的内在能力只是决定老年人能做什么

的必要条件，而具有特定能力的老年人能不能做他们认为重

要的事情最终取决于功能性能力。通过对城市和社区的包容

性设计以及服务递送的优化来营造良好的“使能环境”，能

极大地提升老年人的功能性能力 [33]。其中，老年友好型城

市和社区的建设是世界卫生组织长期推进的重要方向。2006
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起老年友好城市及社区项目的政策建议；

2012 年，世界卫生组织又倡导创建“全球老年友好城市和

社区网络”[34]。两项政策建议均得到了世界多国积极响应，

截至 2018 年 4 月，已有 37 个国家的 541 个城市和社区参与

其中 [35]。这些参与其中的国家、城市与社区的实践经验对于

注：灰色条为未满足需求，数字代表该类别下的样本百分比。

图 4  生活照料满足需求状况的决策树分析结果

所有失能老人样本

59.7 40.3

帮忙日常购物的人力（无）
100

帮忙日常购物的人力（有）
65.2 34.8

子女总数（0，1，2）
53.1 46.9

好友数量（0，1）
29.4 70.6

家庭月收入（超低，较低）
100

家庭月收入（中等，较高）
50.0 50.0

好友数量（2，3，4）
80.0 20.0

子女总数（3，4）
76.5 23.5

是否为电梯房（否）
72.0 28.0

联系紧密的子女数量（0，1）
60.0 40.0

联系紧密的子女数量（2，3，4）
80.0 20.0

是否为电梯房（是）
88.9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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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加速推进、照护需求日益剧增且社会资源有限的中国

而言极具借鉴意义。

近年来，各地政府逐渐加大对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财

政补贴和投入。如根据北京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联合印发的《北京市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规划（2016—
2020 年）》，到 2020 年北京要建设 1 000 家养老驿站，服务

半径不超过 1 000 m。截至 2018 年，北京市的社区养老驿站

已建成 788 家，平均每个街道 2.38 家。所有受访的失能老人

居住地 800 m 范围内均建有至少一间养老驿站，但 38% 的

失能老人表示对驿站“不了解”，另外 37% 的老人也“只是

听说过”。这些养老驿站的服务并没能很好地对接附近居家

失能老人的照护需求。这种现象在老旧小区尤为明显，建设

滞后的社区环境严重制约照护服务的传递。哪怕把服务设施

建到小区院子里，众多的“悬空老人”也是可望不可及。现

有的客观条件大多不允许失能老人更换住房，在主观意愿上，

他们也更希望继续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因此，营造社

区的“使能环境”尤为迫切。

社区“使能环境”的营造，不仅需要照护服务设施的建

设，还需要空间资源的有效链接，才能优化照护服务的组织，

充分满足照护需求，提高失能老人的获得感。笔者在北京市

的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社区是失能老人及其家庭获取各种

政策支持和社会服务的场所。一是由于社区居委会通常在老

年人比较容易到达的范围之内，这对行动不便的失能老人来

说至关重要；二是因为大部分的老年人都表现出明显的居住

稳定性和对家庭及邻里强烈的情感依赖；更重要的是因为老

年居民与社区居委会长期建立起来的信赖感。因此，在失能

老人获取照护服务过程中所形成的人和地方的关系里，社区

成为最为重要的“地方”（place），可以在照护服务的有效传

递上发挥关键作用。

社区虽然不是一个直接服务的机构，但它和所有服务机

构包括老人院、老人互助组、社区居家服务及日间照护、志

愿者等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建议充分发挥这一优势，组建

面向失能老人的照护服务社区接入中心。一方面，社区接入

中心需负责统计社区内的长期照护、服务规划、资源链接、

方式平衡和政策管理情况，并及时向上级老年照护管理机构

报告；另一方面，建议社区接入中心承担对本社区老年人照

护需求的评估，并将未满足的照护需求对接更为广阔的照护

资源，包括各种福利政策、人力资源、服务供给等。需构筑

社区化的长期照护体系，实现“照护在地化”，夯实老年照

护服务传递链条中的“社区”一环，高效发挥社区在空间资

源链接中的作用。

注：本文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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