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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相关社会资本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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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关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与躯体和心理健康关联的文献，总结了

研究现状，分析了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进一步研究作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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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是影响健康的重要社会决定因素之一。

社会资本（信任、互惠、社区参与等）对健康影响

的研究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研究提示，社会

资本可能是健康的重要保护因素之一。然而，大部

分结果源于横断面研究，缺乏统一的社会资本测量，

存在结果不一致等现象。基于此，本研究希望能够

对社会资本与健康的研究做一综述，梳理迄今为止

的研究内容和结果，简要分析相关问题。

一　社会资本的概念与测量

社会资本原本是社会学概念，它的起源可以追

溯到二十世纪初，Hanifan 指出，社会中的群体关系、

人际交往以及家庭亲缘关系中的善意、信任和互助

等共同构成了社会资本，人们可以通过这些社会资

本满足自身需求。随后，多个领域的学者相继开展

了对社会资本的跨学科研究，包括政治、经济、教

育、医学等。

目前在医学领域中，社会资本的概念主要来源

于以下三位学者。社会学家 Coleman 认为社会资本

是拥有两种共同特征的实体，其一，这些实体由构

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其二，社会资本可促进社

会结构中个体的某些行为［1］。随后，Putnam 提出社

会资本的前提是社会网络的价值，包含了个人和群

体范围［2］。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中个人之间的

相互联系——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互相

信任和互利互惠的规范。社会资本不仅是社会网络

中个体的主观感受，它还能通过社会网络中的信任、

互惠、信息和合作，为其中的个体提供客观具体的

好处。Kawachi 和 Berkman 进一步扩大了社会资本的

概念，将其定义为个人作为某一社会网络或群体中

的一员，可获取和利用的资源［3］。

社会资本从性质上可分为结构型（structural）和

认知型（cognitive）两类。前者指个人的社会网络和

多种形式的社会参与，如参与社团组织、选举投票

等；后者是个体对信任和互惠等的主观感受，可以看

作是结构型社会资本的结果。社会资本也可以分为

横向（horizontal）和纵向（longitudinal）两类。前者

是指处于同一社会经济阶层的个人或群体之间的关

系；后者为处于不同权利等级或阶层的个人或群体

之间的关系。社会资本是一个多水平概念，包括个

体水平和群体水平，既包含群体对个体的脉络效应

（contextual effects），又包含了个体对其所属的群体

的聚集效应（compositional effects）。

现有研究中，虽然社会资本概念同源，但各研

究的操作性定义和测量指标并不一致。一项研究往

往仅测量社会资本的某一个或几个维度，如，社区

中参与选举投票的人数占有投票权人数的百分比［4］，

信任和互惠［5］。部分研究设计了社会资本量表，如，

Saito 等建立了包含三个维度（公民参与、社会凝聚

力、互惠）11 项测量条目的量表［6］；我国马天佩等也

建立了由四个维度（社会网络关系、社会支持、社

区归属感、社会信任与安全感）16 项测量条目组成

的量表［7］。

目前社会资本的测量存在一系列问题，如，现

有研究中的测量不能准确反映社会资本的概念包含

的多个维度，阻碍了研究结果之间的比较；部分研

究仅通过 1-2 个问题测量社会资本；未测量量表信效

度［8］等。此外，虽然近年来已有研究开始关注社会

资本的多水平特征，但大部分研究仍局限于个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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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引用和解读需谨慎。部分采用多水平分析的研

究中也存在同源偏倚（same-source bias），即，群体

水平社会资本是由个体社会资本计算所得，如将社

区中各居民互惠、信任的比例作为社区水平的互惠、

信任值［5］。因此，测量社会资本时需考虑以上问题，

尽可能采用多种方法，测量多个维度。

同时，注意区分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社会支

持包括客观物质上的援助、主观感受到的或情感上

的支持以及个体对支持的利用［9］。社会支持是个体

水平的，而社会资本还包括了群体水平。从狭义的

角度看，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是部分重叠的，广义

角度看，社会资本是社会支持的基础，可以通过增

加社会支持起作用。

本部分简述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分类和多水平

特征，分析了既往社会资本相关研究中的问题，并

对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的概念进行了区分。

 二　社会资本与健康

1　社会资本与躯体健康

目前关于社会资本与躯体健康的研究多集中于

自评健康、死亡、心血管疾病、肥胖等领域。大部

分研究的包含阳性结果，部分支持社会资本对健康

的保护性关联，约 30％的研究完全支持社会资本与

健康的正向关联［10］。但社会资本与健康的关联仍十

分微妙，尚未完全明确。

社会资本是自评健康的保护因素。对 45 个国家

的 70493 名成年人的调查显示，个体水平的社会参

与和信任均与自评健康呈正相关，在国家水平上，

社交网络密度和社会信任与自评健康正相关［11］。在

中低收入国家，社会资本与自评健康也存在正向关

联。Lau 等在南非的调查显示，个体信任、社区服务

团体成员，以及社区水平的信任均与较好的自评健

康有关［12］。

社会资本与死亡呈逆相关关系。Nieminen 等

对芬兰 30～79 岁的 7210 名调查对象随访 9 年后发

现，消极的个体水平社会参与与较高的死亡风险有

关联［13］。Inoue 等［14］的队列研究随访了日本静冈县

11 092 名 65～84 岁的老年人，调查个体和社区水平

社会凝聚力与死亡的关联。多水平分析显示，提高

个体水平社会凝聚力，全死因死亡风险下降 22％，

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下降 25％。

Scheffler 等［15］ 随访了 1998 年～2001 年间因急性

冠脉综合征住院的 34752 名 30～85 岁的成年人（中

位随访时间：19 个月），以探讨社区水平社会资本与

冠脉综合征复发间的关联。采用社区中志愿组织成

员的比例代表社区水平的社会资本。研究发现，在

低收入社区中，社会资本增加是急性冠状动脉综合

征复发的保护因素。

Spencer Moore 等的横断面研究显示，发达的个

体社会资本（网络社会资本、信任和社会参与）与腹

部肥胖、超重和肥胖风险较低有关联［16］。

 2　社会资本与心理健康

社会资本是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研究提示社会资本的某些维度可能有一定的自

杀预防作用。日本一项生态学研究发现，信任是社

会资本中与自杀关联最强的指标，行政区域中信任

程度越高，该区的男性自杀率越低，而结构型社会

资本（如社会参与）与自杀无关［17］。增加个体和社区

水平的信任均可降低社区老年人的自杀意念，尤其

是有精神压力的老年人［5］。

社会资本可能是抑郁的保护因素。日本一项调

查显示，社会资本可能对老年人的抑郁症状有保护

作用［18］。国内研究也发现高水平社会资本与较低的

抑郁症状风险显著关联［7］。有凝聚力的社区环境会

加强居民间的团结互助，缓解独居者的孤独感或歧

视等带来的心理压力。然而，社会资本对抑郁症状

的保护效果很微弱，对于低收入人群，提高社会参

与并不能够改善抑郁［18］。

Lin 等使用一项全国代表性的社会学研究数据，

分析了社会资本（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公民信任

和公民参与）与自评心理健康的关联［19］。结果显示，

政治信任、政治参与、公民信任均与自评心理健康

正相关。个体水平的公民参与与心理健康正相关，

然而社区水平的公民参与似乎与心理健康负相关。

公民参与可通过帮助他人或传播知识等过程得到提

高，同时提高自尊自信，帮助释压，促进社会联系

等。然而，过多的公民参与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尤

其是对高社会经济地位者。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

过多的社会参与，可能增加人际压力和吸烟饮酒等

行为，减少家庭互动，导致精神压力增加和心理问

题等。

社会资本是一把“双刃剑”，存在风险，如，排

外、孤立少数个体、严苛要求社区成员、限制个体

自由等，进而影响健康。因此，将社会资本概念用

于健康促进时，研究人员需要考虑这些潜在的“消极

影响”［20］。

综上，社会资本的某些维度可能是躯体健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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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未来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

验证其因果关联和强度，并深入探讨其作用机制和

可能存在的风险。

 三　结语

社会资本是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近四十

年来，国内外关于社会资本与健康的研究迅速增长。

大量研究提示社会资本的某些维度可能是躯体健康

和 / 或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然而，既往研究存在

一系列的问题。第一，目前在健康研究领域中尚未

形成一种标准化的社会资本定义和测量，缺乏全面

符合社会资本各维度、信效度好的测量工具。第二，

未意识到社会资本的多水平特征，分析方法单一。

既往大部分研究均未考虑到社会资本的群体水平，

仅关注个人水平的社会资本，而缺乏社区、地区和

国家层面的社会资本对健康影响的研究，采用多水

平模型同时分析个体和群体水平的社会资本的研究

相对较少。第三，因果关联不明确。到底是丰富的

社会资本促进了健康，还是健康状态不佳或受疾病

折磨的人失去了社会资本。其因果关联仍需要进一

步验证；第四，尚未有成熟的研究探讨社会资本的消

极影响；最后，将社会资本的概念用于疾病防控和健

康促进方面仍为空白。

综上，后续研究应该加强多学科合作，发展健

康相关社会资本的测量工具，进一步深入社会资本

与健康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描述社会资本与健康

的关联，而应该进一步探讨其机制，并利用这一关

联开展健康促进等行动。

参考文献

1. Coleman JS.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Mas-

sachusetts，US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2. Putnam RD. 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

can Community. New York，USA：Simon and Schuster；2000.

3. Kawachi I，Berkman LF. Social capital，social cohesion，and 

health.2nd e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4. Sundquist K，Hamano T，Li X，et al. Linking social capital 

and mortality in the elderly：a Swedish national cohort study［J］. 

Exp Gerontol.2014，55：29-36.

5. Noguchi M，Kobayashi T，Iwase T，et al. Social Capital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Residents：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10，094 Subjects in Japan［J］. Am J 

Geriatr Psychiatry，2017，25（1）：37-47.

6. Saito M，Kondo N，Aida J，et al. Development of an instru-

ment for community-level health related social capital among 

Japanese older people：The JAGES Project［J］. J Epidemi-

ol.2017，27（5）：221-227.

7. 马天佩，吴念韦，夏静，等 . 农转非社区老年慢性病患者

社会资本对抑郁症状的影响研究［J］. 四川大学学报（医学

版），2019，50（04）：561-565.

8. Kim JY，Yoon J，Kim MH，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inter-

personal trust，reciprocity，and suicidal behaviors：A longi-

tudinal cohort study in South Korea［J］. Prev Med.2017，99：

218-221.

9. 肖水源 .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J］.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4，4（2）：98-100.

10. Rodgers J，Valuev AV，Hswen Y，et al. Social capital 

and physical health：An update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for 

2007-2018［J］. Soc Sci Med.2019，236：112360.

11. Mansyur C，Amick BC，Harrist RB，et al. Social capital，

income inequality，and self-rated health in 45 countries［J］. 

Soc Sci Med.2008，66（1）：43-56.

12. Lau YK，Ataguba JE.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rated health and social capital in South Africa：a multi-

level panel data analysis［J］. BMC Public Health，2015，15：

266.

13. Nieminen T，Harkanen T，Martelin T，et al. Social capital 

and all-cause mortality among Finnish men and women aged 

30-79［J］. Eur J Public Health，2015，25（6）：972-978.

14. Inoue S，Yorifuji T，Takao S，et al. Social cohesion and 

mortality：a survival analysis of older adults in Japan［J］. Am J 

Public Health，2013，103（12）：e60-66.

15. Scheffler RM，Brown TT，Syme L，et al. Community-level 

social capital and recurrence of acute coronary syndrome［J］. 

Soc Sci Med.2008，66（7）：1603-1613.

16. Moore S，Daniel M，Paquet C，et al. Association of indi-

vidual network social capital with abdominal adiposity，over-

weight and obesity［J］. J Public Health（Oxf），2009，31（1）：

175-183.

17. Okamoto M，Kawakami N，Kido Y，et al. Social capital 

and suicide：an ecological study in Tokyo，Japan［J］. Environ 

Health Prev Med.2013，18（4）：306-312.

18. Haseda M，Kondo N，Takagi D，et al.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inequality in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older 

Japanese adults：A multilevel study［J］. Health Place，2018，

52：8-17.

19. Xiaoming L，Ruodan L，Liang G，et al. Social Capital 

and Mental Health in Rural and Urban China：A Composite 

Hypothesis Approach［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19，16（4）.

20. Villalonga-Olives E，Kawachi I. The dark side of social cap-

ital：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negative health effects of social 

capital［J］. Soc Sci Med.2017，194：105-127.

（收稿日期：2019 年 12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