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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 2009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09＆ZD061) “普遍型社会福利体系的

基础和设计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 本文使用的是“大福利”概念，它包括社会保障，也包括以优惠方式提供给广大社会成员

的教育补助、劳动保护、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和社会工作等等。参见景天魁等，2010。

创新福利模式 优化社会管理*

景天魁

提要: 创造适合国情的福利模式，是社会管理成功的基础和奥妙所在。
一个好的福利模式要能保持四个基本均衡: 经济发展与福利支出的均衡，福
利支出中的基础部分与非基础部分的均衡，福利机制中的刚性与柔性的均
衡，福利责任结构中的政府与市场、家庭、个人之间的均衡。中国一些富裕农
村所搞的集体福利为实现这些均衡提供了实践经验，而这些经验与底线公平
理论非常契合。底线公平福利模式具有四个特点和优势: 教育为基，劳动为
本，服务为重，健康为要。它充分发挥中国优秀文化和社会结构优势，把发展
性要素内置于福利模式之中，可以实现社会福利的内外平衡，为社会安全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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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或广义的社会福利建设，是社会安定的基础，也是最有效

的基本的社会管理。一个好的福利模式①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养老、
医疗、失业、社会救助等等事务性问题，它实际上着眼于基本的社会关

系的平衡和社会基础的构建，而这正是搞好社会管理的前提。福利建

设具有无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它可以降低社会紧张度，增强社会团结，

让穷人得实惠、富人得面子、政府得政绩、社会得安宁，从而使社会管理

事半功倍。正因为如此，世界上凡是发达的成功的社会，必搞完善的福

利建设，差别只在于模式不同。适合国情的福利模式，是这个社会成功

的社会管理和建设的奥妙所在和主要标志。
社会保障制度( Social Security System) ，台湾称为社会安全制度

( 詹火生等，1993) ，具有化解社会和生活风险、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

会稳定的功能，它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机制之一。然而，近几年的英法大

罢工、希腊等国深陷债务危机却表明，弄得不好，社会安全制度倒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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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社会不安全。这就警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福利模式具有非常重

大的意义( 郑秉文，2011 ) 。对于正在谋求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来说，经

济发展与福利模式之间的关系是必须破解的难题: 怎样才能增进人民

福利，却不发生福利危机; 保障劳动权利，却不引发失业危机; 进入老龄

化社会，却不陷入养老危机?

与欧洲相比，我国实行社会福利的有些条件要差得多。首先，我们

虽然经济总量大，但人均水平太低，而社会福利最终是要落实到人头

的; 其次，我国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很大，就是说，我们选择好

的福利模式的难度和风险远比欧洲大得多( 景天魁，2011 ) 。因此，我

们必须认清我国有哪些社会的、文化的因素和优势可资利用; 如何扬长

避短，克服西方福利模式的缺陷，从而依据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创造

出适合自己的福利模式。

一、福利模式的可靠基础

总结欧洲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到，一个福利模式是否会导致福利危

机，要看对四个基本关系的处理是否正确，能否保持四个基本均衡: 一

是经济发展与福利支出的关系能不能均衡，二是福利支出中的基础部

分与非基础部分的关系能不能均衡，三是福利机制中的刚性与柔性的

关系能不能均衡，四是福利责任结构中的政府与市场、家庭、个人之间

的关系能不能均衡。这四个基本关系如果均衡了，那么福利制度就可

以健康地运行，否则就可能发生危机。这是我们判断一个福利模式好

不好的标准。
如上所述，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如此不均衡，却如何能够使福利

模式的基本关系达到均衡呢? 社会福利固然有普遍性的东西，但它又

有特殊性乃至主观性的一面，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与文化及社会认

同有很大的关系。可见，要想实现均衡，就必须为福利模式找到坚实可

靠的基础。自己脚下的土地、自己土地上的实践是最可靠的。那么，我

们中国的实践有没有实现这几个基本均衡的经验?

目前，在中国大地上有一种实践，就是那些富裕了的农村所搞的集

体福利。比如，江苏的华西村、山东的南山集团、青岛的后田村、河南的

刘庄、北京的花乡等等。它们都在走向富裕的同时，在村里搞了很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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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福利。这些福利的特点是什么? 第一，它们都把住了“底线”，就

是基础福利。村里管的就是满足每家每户日常生活最基本的需要，如

米、面、菜、肉、油，且不论家庭人口多少、富裕与否。第二，明确区分基

础部分与非基础部分的界限。各家各户有了钱，自己去解决那些自己

想要解决的问题，比如你要买辆宝马车，你自己买去。这就是说，它们

的责任界限把握得好，虽然村里解决的是基础福利，但是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人可以依据他们的劳动收入，来把雪中送炭转化为锦上添花，提

高他们底线以上的福利水平。第三，他们特别强调劳动和就业在福利

中的基础意义。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只有参加劳动( 工作) ，才能获

得福利，这是一个前提，绝不养懒汉。第四，他们都把教育、特别是基础

教育纳入福利范围，把教育福利作为消除贫困、提升福利的根本措施。
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村做到了较高水平的福利，但是没有发生福利危

机、失业危机、养老危机，更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债务危机。更可喜的是，

这些村社会安定，家庭和睦，邻里友善，发案率近乎为零，社会管理井然

有序。他们就是依据中国的传统文化，依据中国社会结构优势，例如家

庭和社区的作用等等，来设计他们的福利模式。这些村是否存在别的

问题，它们的做法是否具有典型性可另当别论，但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得

到启示: 依据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优势，我们有可能在搞出高

水平福利的同时不陷入福利危机。
上述四个特点和基本含义，与我在 2004 年提出的“底线公平”非

常契合( 景天魁，2004) 。我从首次论述这个概念的文章开始就一再强

调，底线公平不是说的低水平的公平、低水平的保障。尽管“底线”和

“低水平”容易混淆，但它们的含义是两码事。保障水平高低，主要是

由经济水平决定的。而“底线”讲的是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政府

和个人的关系里面的责任底线、制度底线、政策底线、道德底线。“底

线公平”特别强调它的“不能含糊、必须坚持”的含义。以往几十年，我

们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建设，很大的教训就是这些界限不清，该坚守

的底线没有守住。所以，吸取这个教训，我们这几年在养老保险、医疗

保险等制度的改革中都特别强调了基础的部分，这是政府必须保障的;

底线以上的非基础部分，可以由市场、由家庭和个人去负责。例如，在

住房问题上，不能一个时期搞清一色的福利房，一个时期又全部搞商品

房，不管有钱没有钱都得自己到市场上买房。现在，我们也明确了商品

房和保障房要有一个恰当的比例，这里面就体现了政府在住房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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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底线。
就社会福利的公平性来说，底线公平的实质是重点保障大多数人

的利益，优先满足基本需要，重在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在存在着

巨大社会差距的情况下，底线公平最有利于保障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低

收入者的利益，保障他们的基本需要。因为巨大的社会差距会形成强

势的利益导向———财富分配向富有阶层倾斜，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实行

所谓的“一般公平”，形式上是公平的，实质上会造成“越富越保”的逆

向调节，结果却更不公平。
就社会福利的有效性来说，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的基本需

要属于弹性小的福利需求，如，果腹之需总是有限的; 而富有阶层的需

求，特别是奢侈性消费是弹性很大的，难以满足。因此，重点保障占人

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的基本需要，福利效益最大。
就社会福利的合理性来说，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福利

需求总量远远大于福利供给能力，政府的福利责任必须既是明确的，又

是有限的。而社会差距大，也意味着福利需求层次多。在满足底线以

上的需求上，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不仅是重要的，也是明确市场作用

的边界所必需的。
既然底线公平可以实现社会福利的公平、有效、合理，那就可以认

为，底线公平是福利模式可靠的理念基础。也就是说，建立在自己经验

的基础上，建立在科学地总结自己经验的基础上，这样的福利模式才有

可靠的基础。

二、福利系统的内外平衡

对于发展迅速的转型中大国而言，要达到福利基本关系的均衡很

难，而要在剧烈变动中保持均衡更难。这就要求福利系统不仅能够与

外部条件和环境保持平衡，系统内部也要有自我维持、自我调节、自我

平衡的能力。而底线公平，有助于解决公平与效率、福利与发展的关

系，将发展性要素内置于福利模式之中，实现福利系统的内外平衡，夯

实社会管理的保障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底线公平福利模式有以下四

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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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教育福利在福利结构中占居突出地位

尽管教育不一定完全是福利，但从发展性福利的观点看，教育福利

具有重要意义。以韩国和希腊的有关经验为例。韩国和希腊人均收入

水平基本相同，如 1995 年人均国民收入水平韩国为 7660 美元，希腊为

7390 美元。但韩国的教育投入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为 16. 8%，约为

希腊( 8. 5% ) 的 2 倍; 希腊的住宅和社会福利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

14. 7%，倒过来是韩国( 7. 2% ) 的 2 倍; 医疗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

重相差更为悬殊，希腊占 7. 4%，是韩国( 1. 5% ) 的 5 倍( 顾俊礼、田德

文，2002: 342; 杨玲玲，2009) 。二者的福利结构不同，且正好相反———
韩国的福利结构更重视教育这一对经济发展和国民素质提高有直接促

进作用的因素，希腊更重视对提高生活质量有直接作用的因素。而这

两个国家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中的表现也正好相反。虽然我们不好

断定福利结构差异是其不同表现的惟一原因，但却也无法否定它是一

个重要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启发: 不要仅仅关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

更重要的是社会福利结构; 不能仅仅重视提高社会福利在财政支出中

的比重，更要重视财政支出的结构。我国要想在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

中居领先地位，真正提高国民生活品质，先要把教育支出比重提到最高

水平。目前，我国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下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大。
根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测算，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下的劳动力

所占的比重高达 47%，这一比例在农村地区则高达近 60% ( 冯明亮，

2009) 。我们要在发挥家庭重视教育的优秀传统的同时，尽快将义务

教育年限扩大到 12 年以上，逐步争取将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发达国

家的水平; 同时，要扩展基础性的教育保障，实现学前幼儿免费教育和

中学毕业生就业前一年的义务职业教育，并将儿童的营养和健康保障

纳入教育保障的范畴。大量研究证明，教育福利投入具有很高的经济

回报率，让教育福利在福利结构中占居突出地位，教育投入就可以转化

为增进福利的可靠源泉。

( 二) 福利保护劳动，劳动创造福利

福利是普遍性的权利，但这种权利本身却不产生福利。福利要想

持续，就必须激发劳动和就业的积极性。福利不是消极地应付失业，而

是积极地促进就业，开展职业培训，提高劳动技能; 不是被动地缓解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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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而是主动地消除贫困; 不是纯粹的消费，而是发展性投资。福利制

度既要维护无劳动能力者的权利，又要求有劳动能力者必须以劳动作

为获得福利的前提( 索洛等，2010; 吉登斯，2000) 。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真正可以依赖的就是无与伦比

的人力资源，我们必须对人力、人才变化情况保持高度的敏感。因此，

福利与劳动的关系就显得特别重要。本来，福利制度的初衷就是保护

劳动和劳动能力再生产的，福利和劳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如

果福利制度设计欠妥，二者也可能相互抵消。实践表明，并不是只有福

利水平很高了，才可能产生福利依赖，高低总是相对的，即使是现在的

低保，如果与最低工资标准不保持恰当的比例，也会影响就业和劳动市

场，如在一些大城市，已经有一定数量的低保人员就业意愿明显下降，

有劳动能力而不就业的人数显著上升。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研

究所的调查显示，该市有 6. 1%有能力就业的低保未就业人员表示“无

论什么工作都不感兴趣”; 其中一个原因是“与低保资格挂钩的福利政

策有 25 项，而如果低保人员选择工作的话，其收益有可能只相当于低

保收益的 75%左右”( 齐心，2007) 。不光是部分低保人员，有劳动能力

而不就业的“啃老族”在一些大城市所占比例也很高，据中国老龄科研

中心的调查显示，在 19 － 35 岁的青年中，有 30% 左右基本靠父母供养

( 戴香智、侯国凤，2006) 。
一种福利制度，一旦割裂了权利与义务的联系，默许和鼓励人们只

知索取、不思奉献，那对一个民族来说，福利与其说是“免费午餐”，不如

说是“最后的晚餐”。① 因为，一旦滋生福利病，我国人力资源丰富这一最

大优势就可能转化为最大的劣势。只有在初步富裕以后，仍能激励一代

代人愿意奋斗、乐于奉献才智，中国崛起才有希望。对于福利建设来说，

发票子是人人都会的，但要发得好，有好的历史效益，却是很难的。一个

好的福利模式应该能够激励劳动、促进就业，凡有劳动能力者，人人有工

作，社会才好管理; 人人靠劳动立世，才有基础正义和底线公平。这是福

利模式好坏的又一重要标志，也是福利模式设计的最大难点。

( 三) 以服务型社会化解老龄化危机

欧洲最初设计福利制度时，并没有遇到老龄化问题，如今，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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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已经构成对福利制度可持续能力的最大挑战。老龄化是社会发展进

步的必然趋势，迟早会到来，只是中国“未富先老”，陡增了应对的难

度。中国人多，就要发挥人多的优势; 老年人多，就要发挥他们的长处。
如何把老人由负担变为财富，将老龄化社会建设成文明社会的更高阶

段，考验着中国人的智慧。
导致危机的因素可能正好成为化解危机的力量。实现转化的关键

是在资金保障之外，大力发展服务保障，建设服务型社会。一般而言，

面向大众基本需要的服务保障是成本低廉的，不需要建大工厂，造机器

人、代步车，人人都可以搀扶老人; 不需要盖大医院，看医生，人人都会

给老人捶捶背; 就连几岁孩童，也能陪老人说说话、解解闷。这些都不

需要什么资金成本，但效果极佳。这里有我们可以倚重的中国社会结

构和文化的优势。如，中国人多，提供服务的能力就强; 中国人代际联

系紧密，家庭伦理深厚，有亲属邻里守望相助的传统，如能在政策上大

力倡导社会服务，支持服务型组织，发展服务型产业，即可有力地推进

服务型社会建设。又如，在大力支持机构养老的同时，积极组建由不同

年龄段的老人、志愿者、在校学生、社工人员组成的养老互助组、合作

社、微型社区; 建立“时间银行”，用年轻时为他人服务换取年老时享受

他人服务，尤其是鼓励不同身体状况的老人之间开展互助服务; 大力发

展社区居家养老。再如，鼓励进城务工人员进入规范的服务产业，将生

活型服务业置于与生产型服务业同等重要的地位。从对就业的贡献率

来说，生活型服务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将大大多于生产型服务业; 从对生

活品质的贡献率来说，生活型服务业的贡献远大于生产型服务业; 即使

就对 GDP 的贡献而言，生活型服务业也可与生产型服务业相比肩。由

此可期望服务型社会成为中国福利模式的最大优势。

( 四) 发挥中国特有优势的健康实现方式

目前人类疾病 60%是因不良生活方式造成的，但现在的医疗支出

却有 90%用于疾病的临床治疗( 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课题组，

2008) 。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影响人的健康长

寿因素中，现代医疗药物的作用只占 8% ( 黄明达，2012) 。当慢性病已

经成为人类主要杀手时，醉心“高难度”技术不仅对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好

处，也使医疗福利成为社会发展的陷阱。西方福利解不开的难题是医疗

“无底洞”，医疗支出凭借单一治疗的生物医学模式和高技术崇拜这两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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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膀而成了脱缰的野马，将医疗保险拖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在我们的医

疗卫生保健习俗中，有重在预防的“上医治未病”的传统，有注重养生修

身的生活方式的保健传统，更有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的医疗系统的独

有优势。这些传统、优势有利于我们探索用独特的社会医学模式超越生

物医学模式之限，有利于我们探索独特的社会医疗保障机制。
医疗保险要面向人，而不是把人只当做生物体; 要着眼于大多数人

的健康，而不是极少数人的需要; 要重在保基本、保基层，保证公益性。
如，要建立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公立医院

要在服务质量上立标杆，在服务态度上立榜样，在服务价格上立尺度，

在服务市场上立秩序，在服务目的上立旗帜。加强农村和城市社区医

疗卫生体系建设，建立全民健康计划，立法保护婴幼儿、青少年的营养

供给和全民食品药品安全。从而将单一治疗模式转换为全面健康模

式，让医疗支出( 药罐子) 不再是“无底洞”，而能换成“甘露瓶”①———
支持发展的不竭源泉。由此走出一条发挥中国特有优势的医疗保健道

路，让健康中国人成为福利发展的主要象征。
综上所述，尽管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人均收入提高到世界先

进水平，但可以通过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发挥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优

势，创造适合中国的福利模式，让中国人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而教

育为基、劳动为本、服务为重、健康为要，应该是中国福利模式的四大特

点和优势。
这是一个本身具有“造血”功能( 产生福利) 的福利模式，不是一个

仅仅消费、消极的福利模式。它把形成福利的功能内化在模式之中，而

不是作为模式的外在条件; 它把福利支出转化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投

入，使二者由相互抵消转变为相互促进; 它把难以调节的刚性需求置于

可以调控的柔性体系之中，防止陷入福利危机; 它把源于西方社会的福

利制度结合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中，后者的优势不是遭到

弱化而是得到发挥。由此看来，它是可以支撑中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发

展的福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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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eating a welfare model suitable for China is the foundation and the key to
successful social management． A good welfare model should keep four kinds of bal-
ances，including the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costs，the
balance between basic welfare costs and non-basic welfare costs，the balance between
rigid demand and flexible mechanism of welfare，and the balance among the state，
market，family and individuals in the welfare-responsibility structure． The collective
welfare package，practiced in some well-off villages in China，has paved a practical
way for the four balances mentioned above，and the experiences of these well-off vil-
lages are in accord with the Theory of Base-Line Equity． The Base-Line Equity model
of welfare has advantages in four characteristics: education as essence，employment
as foundation，service as keystone，health as goal． This welfare model，with develop-
mental factors built in，making full use of the legac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ad-
vantages of social structure in China，could ensur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balances
of social welfare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oci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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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 Cai He 10……………………………………………………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social management is not to establish a society without
differences and conflicts，but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al order among different in-
terests groups． Currently，the emerging and increasingly prevalent social conflicts in
Chinese societ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idely existent“individualized interests de-
mand”and the unbalanced power structure of interests-gaming; it is also rela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ests demand and the absence of group-gaming institutions．
The major tasks of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are building an interests-gaming
platform fitted with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figuring out a mechanism for ex-
pressing group-interests demands，and establishing a platform founded by networks，
trust and rules to accumulate social capital． Consequently，the“intermediate zone”
between the state and individuals could be re-established，and the government c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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