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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改革
专栏导语： 新社会风险与社会政策改革

彭宅文


尽管１９７５ 年以来，西方发达福利国家进入了持续的福利紧缩时期
（Ｐｉ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１ ），但是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依然见证了新社会政策的诞生。其中，
，德国创立了其社会保险体系的第五个政策项目—
—
—
长期照护保险；
１９９４ 年
１９９７ 年
，法国的社会救助给付开始引入老人长期照护的项目；日本和卢森堡先
后分别于１９９７ 年、１９９８ 年决定发展长期照护保险。紧接着，西方发达国家都开
始采取政策行动回应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服务需要，减轻家庭的照顾负荷。在
收紧福利给付资格、控制待遇水平、削减社会支出等福利紧缩议题主导社会政
策改革议程的背景下，长期照护政策的诞生、扩张对西方福利国家发展有着重
要的意义。
解释西方发达国家福利紧缩时代的社会政策扩张最基本的自变量是新社会
风险。社会变迁使得社会风险有着旧、新的分野，社会政策也相应地实现了政
策范式转移，形成了新旧两种社会政策。具体而言，工业社会的社会政策发展
主要围绕旧社会风险展开。旧社会风险主要指受薪的产业工资劳动者因劳动能
力暂时或永久性的丧失，失业，或者因老龄退出劳动力市场而遭遇的收入中断
或丧失的风险。与之相对应，旧福利国家／ 旧社会政策的制度安排聚焦在转移支
付，旨在通过收入再分配和／ 或风险分担的方式来应对个体的贫困风险。
新社会风险则是后工业社会的经济、人口、社会结构变迁的产物。与旧社
会风险不同，新社会风险捕捉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力市场变迁与人口老龄
化背景下家庭变迁、及其交互作用对社会个体和家庭的新挑战。简单来看，新
社会风险可以简化为家庭风险和劳动力市场风险两个方面（Ｅｓｐｉｎｇ －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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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经济增长推动的人口转型和疾病转型并没有使个体健康寿命与
１９９９ ）。一
实际寿命增长同步，这导致老年失能时期延长、失能老人人口增多。在照顾责
任家庭化的背景下，日益增长的失能老人照顾需求使得家庭成员的照顾负荷增
加。而男主外—
女主内的家庭性别分工使得女性家庭成员（尤其是儿媳或女儿）
照顾负荷沉重。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变迁使得家庭为避免贫困风险而更多
地选择让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劳动
力市场的波动使得仅靠男性养家者的工资收入无法有效避免陷入贫困境地。相
应地，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更多工资收入成为多数家庭的权宜之计。于是，
男主外—
女主内的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开始向双职工家庭模式演变。实现这一转
变潜在要求将之前由女性承担的无酬家务劳动社会化／ 外部化。如果缺乏政策支
持，协调这种工作与家庭／ 生活的两难就是新社会风险对个体及家庭造成的最大
挑战之一（Ｂｏｎｏｌｉ，２００５ ） 。
无论是失能老人连续性、不可逆、长期的健康及生活照顾服务依赖，还是
家庭尤其是女性家庭成员所面临的工作家庭协调问题，都无法从收入保护主导
的旧社会政策体系中获得支持和回应。相应地，新社会政策便产生了。总体而
言，新社会政策聚焦在社会服务，旨在通过对个体的继续教育、培训及再培训
提供支持来提高就业能力，以及通过（家庭）照顾工作的社会化来协调个体的
工作和家庭平衡，进而提高个体的收入获得能力（Ｅｓｐｉｎｇ －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２ ）。
区别于旧社会政策的（事后）收入保护思维，新社会政策有着强烈的社会投资
意识，侧重受助者的人力资本投资和能力提升。
尽管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着类似的新社会风险，但是不同
国家的回应策略、方式与程度并不相同。于是，解释新社会政策的国别差异成
为２１ 世纪以来西方福利国家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除关注福利体制的影响外，
不少研究从政治制度差别、新旧社会政策受益群体的权利资源等方面构建解释
逻辑，并进行实证检验（Ｈｕｂｅｒ ＆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２００６ ； Ｈｕｓｅｒｍａｎｎ，２００６ ； Ｈｉｅｄａ，
２０１２ ）。
随着２０００ 年左右，中国步入老龄社会，新社会风险也正越来越多地影响着
普通居民的生活。中国的社会政策系统循着以往的部门分工各自展开了政策回
应。其中，长期照护保险也将于今年（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在多个城市展开政策试
点。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政策制定对新社会风险及新社会政策（策略）缺乏全
①

诺里（Ｇｉｕｌｉａｎｏ Ｂｏｎｏｌｉ）在该文献中总结了新社会风险的五种主要情形，除工作与
① 博
家庭／ 生活协调难题之外，还有单亲家庭、失能老人照顾、低技能劳工和社会保护不足四种情
形。这五种情形划分比较详细地讨论了新社会风险所指涉的家庭风险和劳动力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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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认识，中国当前长期照护方面的政策试点和政策创新总体而言还是沿袭了
旧社会政策思维，并没有出现新社会政策范式。当前的主要长期照护政策行动
主要旨在回应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需要，并没有将家庭尤其家庭非正式照顾者
（主要是女性）作为政策对象。相应地，在政策议题上，政策行动回应的重点问
题依然是老人的长期照护费用风险问题，而不是承担照顾责任及照顾负荷的子
女的工作家庭／ 生活平衡问题。更严重的是，由于缺乏对新社会风险的深刻认
识，即使部分长期照护政策实现了照顾责任的公共化（主要体现在资金筹集方
面），但是对照护服务递送如何协调解决家庭非正式照顾服务提供者的工作家庭
平衡问题、以更好地回应新社会风险仍缺乏考量。
鉴于针对中国新社会风险的研究仍不丰富、中文文献关于新社会政策思维，
以及新社会政策思维下的长期照护政策设计的介绍不足，我们基于投稿组织了
“老龄化、新社会风险与发达国家社会政策改革”专栏。回应当前中国社会政策
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与约束，本专栏希望基于海外的案例研究、经验介绍来提供
如下方面的知识和信息：（１ ）在新社会政策的思维下，长期照护政策如何回应
新社会风险？（２ ）推动旧社会政策向新社会政策范式转移的过程中，哪些因素
在起作用，经历了怎样的政策变迁过程？（３ ）如何实现跨部门、跨政策领域的
协作，以构建整合性的社会政策体系，更好地回应新社会风险？
刘涛的文章《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德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研究》在福利
多元主义的分析框架下重点分析了德国长期照护保险的服务递送与待遇给付政
策设计。基于德国的经验，他的研究不仅回答了（１ ）服务递送过程中，生产服
务，还是购买服务哪种策略更占优、及其条件，还关注了（２ ）如何通过服务递
送和待遇给付政策的配合，实现正式照护服务与非正式照护服务之间的整合，
进而更好地对家庭非正式照顾服务提供者工作家庭平衡的支持。另外，他的研
究对德国长期照护保险政策设计的细节也有很详细的介绍。
楼苏萍与王佃利的文章《老龄化背景下东亚家庭主义的变迁—
—
—
以日韩老
年人福利政策为例》基于日本和韩国的案例描绘了东亚地区家庭主义变迁的过
程，并分析了变迁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尽管儒家文化导致东亚社会对“家庭化”
的照顾服务具有强烈的偏好，但是人口老化以及新社会风险仍然使日本和韩国
通过出台一系列老人社会政策而实现了照顾责任的公共化，并在照顾服务递送
上呈现出明显的“去家庭化”特征，以更好地支持工作家庭平衡，并保护女性
的社会权利。另外，此研究对社会政策变迁与儒家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一研究议
题也不乏洞见。
王德文、马健囡、王正联的文章《发达国家老龄友善城市建设轨迹及其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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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意义》定位于政策经验介绍。他们的研究围绕“在地安老”的政策目标，分
析发达国家如何通过社会政策改革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协同来实现老龄友善
城市建设。
希望本专栏的三篇文章能够抛砖引玉，推动新社会风险、新社会政策更多、
更好地进入国内学术研究议题与公共政策议题之中，并助力当前长期照护政策
的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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