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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 / 意义］互联网的进步和智能设备的使用已经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处于互

联网边缘的农村老年人群体，未能充分享受到数字时代的红利，本文从强关系 - 弱关系网络切入，探究
农村老年人群体使用智能手机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农村老年人群体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缩小数字鸿沟。
［方
法 / 过程］本文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结合强弱关系理论，探究强关系 - 弱关系视角下农村老年人智能手
机使用的影响因素。［结果 / 结论］最终获得 39 项初始概念、13 项范畴和 6 项主范畴，在此基础上逐步
归纳提炼出强关系网络中家庭支持、家庭交往、情感诉求和弱关系网络中多元社会交往、多元社会参与、
多元社会支持与农村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之间的关系，构建了强关系 - 弱关系视角下农村老年人智能手
机使用之间的影响因素模型，从强关系 - 弱关系的角度为农村老年人接轨数字化生活，稳固和拓展社会
网络，提高生活质量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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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智能手机服务正在逐步改变我们的生活。1999 年
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 2020 年 6 月，中国已有 9.4 亿网民，其中 60 岁以上老年网民占
10.3%［1］。我国智能手机老年用户群体正在逐步增加，农村老年群体占据了其中相当大的比例，
但他们却是数字时代的“难民”，数字技术的发展尚未能公平地惠及其生活。农村老年人在智能
手机的使用上，需要借助社会网络的支持来缩小地区和年龄带来的数字鸿沟。农村老年人获得社
会支持的渠道有政府、家庭、社区等，但主要社会网络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强关系网络，和以朋
* 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短视频平台电商产品信息展示对用户交互行为的影响”（项目编号：20200302009）的
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宋佳琳 (ORCID：0000-0003-0982-543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信息行为，Email：56857792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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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邻居、亲戚等为主的弱关系网络，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亲缘关系的强关系网络，社会交往则
是以地缘关系为主的弱关系网络，可见，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农村老年
人智能手机的使用。美国的社会学家 Granovetter 于 1973 年提出了“强弱关系理论”［2］。强关系
表现为联系密切、有较多互动的人，如家庭成员、朋友、同事等；弱关系为通过社交媒体有一定
联系的对象，其互动较少，亲密程度低，如客户、贸易上的伙伴等。弱关系是信息之间相互传递
的桥梁，通过弱关系，我们可以拓展自己的组织成员。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的差异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农村老年人智能手机的使用。
本研究通过对农村老年人的强弱关系网络及智能手机使用状况分析，探究强弱关系网络与其
使用行为之间的关系，分析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为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发展和维系
人际关系提供依据，以及为老年人改善生活方式、提升生活质量提出相应建议。

1

相关文献回顾

由于农村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贫困以及知识退化，其智能手机的使用离不开社会网络的支持。
对老年人的强弱关系网络与使用智能手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探究老年人发展
和维系人际关系中对智能手机的需求提供依据，以及为老年人摆脱数字化贫困发挥重要作用。
在已有的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的相关研究中，陈英和田新华［3］指出，老年群体信息素养普遍
较低，通过家庭中子女对老人使用智能手机或其他网络工具的指导可以提高其信息素养。张阔［4］
通过实证调研发现，智能手机虽然在老年人的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社会对农村老年人在
新事物的普及上缺乏关注和指导，农村老年人出现了手机依赖、沉迷网络、不理智消费等问题。苟
秋芸［5］通过对小组活动为社区老年群体的智能手机使用提供辅导与帮助进行研究，认为老年人在
辅导后基本掌握所学内容，提高了信息化时代的适应能力，社会小组的介入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王恩豪［6］通过研究发现，介入和使用智能手机可以增加农村老年群体与其强关系网络——亲密联
系人之间的联系。综上，基于数字化及老龄化等时代特点，社会和亲属在帮助老年人使用智能手
机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如没有及时关注老年人对新媒介的使用、对其指导不到位等，这些问题
可能会让老年人陷入空有智能手机却不能正确使用的困境。对于老年群体使用智能手机的研究，
整体研究较多，区分城镇与农村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基于城镇和农村中老年人学历、经济、生活
状况、媒介接入的不同，帮助农村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对缩小数字鸿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关于老年人社会网络中强弱关系的研究，赵丹［7］从社会网络不同类型探究了老年人健康状
况的关系，并得出结论：对老年人健康保护作用最大的为多样化网络类型，最小的为受限制网
络类型。潘新祥［8］等通过调查老年人的社会网络规模、强 / 弱关系比例等探究老年人身心健康
状况，证实老年人的网络规模、紧密度、强关系比例以及异质性均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有一定影
响。张德林［9］从老年人幸福感角度调查了老年人社交网络现状，指出老年人社交网络成员是以
家庭成员为主的，以配偶、子女、子女配偶、孙辈等强关系网络为主要交往对象；老年人在社会
人际交往中困扰越低、社会支持越高，其主观幸福感越高。陈馨［10］等通过剖析农村老年人个体
的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以及组织社会网络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通过个体的强弱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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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作用推动农村健康养老的对策建议。李亚萍［1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规模
较小，关系连带强度较高，并且网络规模和关系连带强度的频度因子对农村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
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可见，目前学界对于老年人社会网络及强弱关系网络的问题比较重
视，并且大部分研究指出老年人的强关系网络是主要的社会网络，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人身心健
康、养老等问题，对老年人新媒介接受的问题研究较少。
在强关系与弱关系理论研究方面，Granovetter［2］于 1973 年首次提出关系强度理论，他将关系强
度分为强关系、弱关系与缺失关系。弱关系理论即“弱关系力量假设”理论，Granovetter 将弱关系定
义为两个行动者之间短暂的社会接触，比如其他公司的业务伙伴、熟人或者那些不太熟知的人，主要
是指发生频率少、亲密度低、相处时间少、互惠服务少等的社会关系，并且提出从互动的频率、感
情力量、亲密程度、互惠交换等 4 个维度来测量关系的强弱：测量结果越高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
系［12］。弱关系在信息共享和人际交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将社会系统中每一个强关系组织聚集起来。
强关系理论即“强关系力量假设”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 Rosemary Leonard、Barry Wellman、
边燕杰等。强关系指如同事、朋友、家庭关系等成员通过长期的合作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强关
系特征表现在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了解合作伙伴的需求，并且给予相应的支持，可以在多种社
会背景下长期合作，并且愿意在相互关系上进行投资［13-14］，强关系往往是稳定并且长久的。
罗家德［15］在 Granovetter 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验证了 Granovetter 定义强关系的前三
个维度，他将中国人关系分为拟家人关系、熟人关系和认识的人三大类。国内学者张春娟［16］在
分析家庭养老的社会网络时，将强关系划分为家人，包括配偶、子女等，将弱关系划分为亲戚、
邻居、朋友等。结合上述研究，鉴于本文研究对象为国内农村老年人，所以选择张春娟学者的划
分类型，将强关系网络界定为家人，弱关系网络界定为亲戚、邻居、朋友等。同时，因为网络的
普及，网络社区以及网友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本研究将网友界定为弱关系网络。

2
2.1

研究设计
研究方法

Glaser 和 Strauss［17］在 1967 年提出扎根理论，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即在
数据收集的基础上探索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通过数据的质性编码区分、归类和综合来建构
概念，进而对概念范畴进行分析以获得理论。扎根理论是一种标准化的定性研究方法，包含一系
列系统而又灵活的准则、规范的方法和科学谨慎的分析过程，其基本逻辑是从数据中构建理论，
而且其研究能够被追溯检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实现重复检验，使理论构建成为一个科学的过
程［18-19］。按照扎根理论经典的三阶段分析法，第一阶段，本研究综合运用深度访谈收集获取原
始数据；第二阶段，通过三级编码，即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对原始数据进行逐级
归纳和抽象；第三阶段，在编码数据的基础上建构理论。
本研究主要通过访谈法收集数据，使用扎根理论，挖掘强弱关系网络对农村老年人使用智能
手机的概念范畴，剖析其相互逻辑关系，包括对样本进行访谈以获取研究对象即农村老年人关注
的问题，补充收集数据，对数据进行概念化和抽象化，并进行实质性编码，包括开放性编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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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
2.2

访谈设计

为了探究农村老年人强弱关系网络与智能手机使用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深度访谈的方式收集
数据，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按照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2 条规定，老年
人的年龄起点标准是 60 周岁，所以本研究将访谈对象的范围界定为年满 60 周岁的老年人。前期采
用便利抽样的方式，后期采取差异化抽样，尽可能获取不同年龄、文化水平及生活状态用户使用智
能手机的感受。当样本量达到 28 位，理论开始饱和，属性基本齐全之后，被访者关于强关系 - 弱
关系视角下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问题没有提出新的概念范畴。被访者基本信息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
分类
性别

50.00

女

14

50.00

22

78.57

71 ～ 80

4

14.29

81+

2

7.14

小学及以下

7

25.00

学历

初中

10

35.71

中专 / 高中及以上

11

39.29

已婚

22

78.57

丧偶

6

21.43

与子女同住

7

25.00

夫妻独居

16

57.14

一人独居

5

17.86

一般

15

53.57

较好

12

42.86

婚姻状况

经济状况

使用智能手机时间

比例（%）

14

60 ～ 70
年龄

生活状况

人数
男

较差

1

3.57

3 年以下

5

17.86

3～5年

18

64.29

5 年以上

5

17.86

访谈的主要问题如表 2 所示。
表 2 强关系 - 弱关系视角下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影响因素访谈提纲设计
序号

访谈问题

访谈目的

1

受访者个人基本信息

了解其基本生活信息、强弱关系网络和智能手机使用情况。

2

最初接触和使用智能手机的具体情形

如何获取智能手机，什么原因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从什么途径获
取的，是受强关系网络的影响还是弱关系网络的影响。

3
4

在使用智能手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
通过什么途径解决，是强关系网络比较多还是弱关系网络比较多。
决途径
使用智能手机对受访者产生的影响

有没有增进老年人社会网络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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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结束后，研究人员对音频资料进行整理并转录，最终形成 28 份文本数据。随机选择 24
份访谈文本进行数据分析，通过三级扎根理论编码建构理论模型，同时预留 4 份访谈文本用于检
验理论饱和度。

3

数据分析

利用质性研究分析软件 NVivo11 作为分析工具，将以上访谈的文本数据导入 NVivo11 中，进
行具体编码。由两位情报学硕士对 24 份访谈文本背对背进行编码，编码达成一致，形成最终编
码结果，以尽可能保证编码的效度。
3.1

开放性编码

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首先将 24 份访谈音频精简成访谈文本资料并进行编码，共获得原始
语句 321 条，然后逐条对访谈文本进行概念标引，合并具有重复或交叉的概念，剔除重复频次小
于三次的初始概念，仅保留出现频次在三次及以上的初始概念，再剔除个别前后矛盾的概念。通
过对原始语句进行初始概念化分析，梳理和归纳其中交叉和重叠的概念，最终获得 39 个初始概
念。对初始概念持续比较、归纳和再次合并，并分析已有研究及内容结论的范畴，最终共获得
13 个概念类属 ( 初始编码 ) 即范畴，具体如表 3 所示。
表 3 资料开放编码表
初始编码

初始概念

B1 物质支持

A1 家人给买的手机 A2 家人给安装无线网、充话费、购买流量、充电宝等 A3 家人给的二手手机

B2 情感支持

A4 家人鼓励使用智能手机

B3 信息支持

A5 家人教如何使用 A6 家人帮忙从网上买东西、订车票 A7 家人帮忙设置、下载 A8 家人推荐

B4 联系家人

A9 与家人视频、聊天 A10 与家人日常联络

B5 家人互动

A11 和家人拍照、拍小视频，在朋友圈互动 A12 跟家人发红包、抢红包

B6 关心家人

A13 关心家人工作 A14 关心家人生活

B7 家人缺场

A15 家人不在身边，缺乏帮助 A16 不愿麻烦家人 A17 使用手机消遣时光

B8 交流互动

A18 同事 A19 朋友 A20 亲戚 A21 同学 A22 邻居 A23 村里人 A24 网友 A25 朋友圈 A26 客户、供应商

B9 娱乐需求

A27 看网友发布的视频或者直播 A28 和朋友一起娱乐

B10 维系情感 A29 和亲戚联系维系感情 A30 促进与同学、朋友之间的感情
B11 获取信息

A31 获取社区信息 A32 跟他人学习 A33 查询工作信息 A34 从朋友圈、群聊获取信息 A35 获取孩子
学校的信息

B12 参与活动 A36 家族活动 A37 同学、战友聚会
B13 信息支持 A38 向卖手机的寻求帮助 A39 询问邻居朋友同事如何使用

3.2

主轴编码

在开放式编码完成后，需要对开放式编码中形成的范畴进行分析比较，进一步发现和建立范
畴之间的有机联系，包括因果关系、情境关系、相似关系、过程关系、语义关系等，最后形成主
范畴。本研究通过对开放式编码中形成的 13 个范畴进行主轴编码，共形成 6 个主范畴。主范畴
及其具体内涵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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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主范畴

子范畴

C1 家庭支持

C2 家庭交往

主范畴及其具体内涵
子范畴含义

B1 物质支持

个体在使用智能手机时从家庭获得的物质支持，如提供智能手机。

B2 信息支持

个体在使用智能手机时从家庭获得的信息支持，如推荐信息。

B3 情感支持

个体在使用智能手机时从家庭获得的情感支持，如鼓励使用。

B4 联系家人

个体通过使用智能手机来联系家人。

B5 家人互动

个体使用智能手机与家人进行互动。

B6 关心家人

个体因为关心家人所以使用智能手机了解家人生活和工作。

C3 情感诉求

B7 家人缺场

家人不在身边，产生情感诉求，使用智能手机寻求乐趣，消遣时光。

B8 交流互动

个体除了家人以外的人际交往，包括亲戚、朋友、邻居等。

C4 多元网络交往

B9 娱乐需求

个体通过使用智能手机与他人进行娱乐，满足娱乐需求。

B10 维系情感

个体与远距离朋友、同学等通过智能手机促进交流，维系情感。

B11 获取信息

个体从社会网络中获取社区信息、网络信息等。

B12 参与活动

个体使用智能手机参与社会网络中的活动。

B13 信息支持

个体通过社会网络来获得使用智能手机的信息支持。

C5 多元网络参与
C6 多元社会支持

3.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指在主轴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各范畴之间的关系，挖掘出范畴中的核心
范畴，并系统地将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进行联系，验证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通过连续比较分析主
轴编码中的 6 个主范畴，确定老年人智能手机的使用为核心范畴，揭示主范畴中各个典型关系的
结构 ( 见表 5）。
表 5 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及案例
主范畴

核心范畴

关系结构

访谈文本案例

N19：闺女在上海呢，她给买了一个，主要是想视频呢，买了这个手机。
农村老年人智
N4：我不是学发红包，一遍遍学，学了两三天吧，这个步骤稍微多点，就
C1 家庭支持
因果关系
能手机使用
怕按错了，而且那时候刚碰这智能手机，还不清楚这东西呢。后来学转账，
大女儿就给我演示了一遍，我就会了。
N1：跟俺儿子，跟俺孙子，也聊，家长里短的，老大是开饭店的，老二跑业务，
农村老年人智
聊聊老大饭店生意兴隆不，聊聊二儿子业务怎么样呀，这种的。
C2 家庭交往
因果关系
能手机使用
N23：联系家人联系最多了，你像我老伴，她顾不着做饭，我就在家做好饭了，
告诉她回来吃饭，孩子们也打电话，三天两头的，打电话多，视频也有。
N8：我使这是为了给俩闺女聊天，视频，两闺女都在外头哩，上学出去了，
农村老年人智
打电话看不见，愿意想喽看看，就这么回事，后来愿意玩个微信。
C3 情感诉求
因果关系
能手机使用
N3：就是感觉寂寞了，就打开小视频开开心，瞅瞅娱乐呀，相声什么的，
平常没事也不看它也，有活干就干活，没活干就看看。
N11：加了几个群，有同学群，在这个群里说话，其他的不怎么说。
C4 多 元 社 会 农 村 老 年 人 智
因果关系 N17：联系这亲戚朋友，没有事就联系联系，也联系你婶子她们，用微信，
交往
能手机使用
又省钱又方便。
N2：村里支书时不时地在群里发个通知，什么时候去大队干什么事，在群
C5 多 元 社 会 农 村 老 年 人 智
因果关系 里这么一广播，大家伙就都知道了。
参与
能手机使用
N16： 而且还可以联系联系俺们的老同学，平时组织聚个会什么的。
N22：刚开始学微信的时候，跟我的朋友们一起，都学，谁学会了都赶紧教
教大家，都是互相教的，现在我们这几个人都会用了，那时候也不会发钱，
C6 多 元 社 会 农 村 老 年 人 智
因果关系 就是转账，发红包，也不会删东西，都是邻居们给教的，闺女和儿子成天
支持
能手机使用
不在家。
N1：我这个有好多我不会的这个，我就问那卖手机的，这个经营手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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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开放式编码中预留的 4 份初始资料，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检验结果仍能反映老年人智
能手机使用和强关系 - 弱关系网络之间关系。此外，所选取的 4 份原始访谈资料也不再能抽取形
成新的概念范畴和产生新关系。因此，本次扎根理论模型结果显示的概念范畴已达到饱和状态。

4 模型阐释与发现
4.1

模型构建

通过对上述范畴的不断分析、比对、提炼和关系探索，发现家庭支持、家庭交往、情感诉
求、多元社会交往、多元社会参与及多元社会支持均对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产生影响。构建的强
关系 - 弱关系视角下的农村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影响因素理论模型见图 1。

图1

4.2

强关系 - 弱关系视角下农村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影响因素模型图

模型分析与讨论

本节将结合构建的模型和农村老年人的具体家庭结构、社会关系、生活状况等实际情况，分
析模型中的各因素，剖析农村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的影响因素及其成因，为下一步优化农村老年
人智能手机使用和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的发展和维系，以及提升农村老年人新媒体使用能力，缩
小数字鸿沟提供参考依据和建议。
4.2.1 强关系网络中的家庭支持
在强关系网络中，家庭支持在农村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中发挥重要作用。家庭支持包括物
质支持、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这是其他社会生活组织所不完全具备的能力。由于农村老年人的
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生活状态等等原因，导致老年人在使用智能手机时需要各方面的
支持。在家庭支持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是物质支持。老年人智能手机的来源分为三种类型：自己
购买、家人购买、家人的二手手机。家庭的物质支持除了提供手机，还有提供手机卡、wifi、流
量等使用智能手机的必需品。其次是信息支持，所有的被访者都有在家人的指导下使用智能手机
的需求或经历。由于老年人缺乏新知识，缺乏与外界事物的接触，所以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离不
开家人的信息支持。另外，老年人辨别信息能力下降，所以当老年人需要购买物品或者查询信息
时，会先询问家人是否可行。最后是情感支持，家人的鼓励和关怀为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带来了
源动力，在家人的情感支持下，老年人才会更加愉悦地使用智能手机，享受生活。
4.2.2 强关系网络中的家庭交往
家庭交往包括联系家人、家人互动和关心家人，其中联系家人是频次最高的，所有的受访者都
表示需要使用智能手机联络家人，这是农村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最主要原因，因为想要通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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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远在他乡的孩子，而普通手机满足不了这一需求。使用智能手机中的社会化媒体如微信、QQ 等
可以方便快捷的联络家人，并且不需要付话费，符合农村老年人的节约心理。家人使用智能手机进
行互动也可以增添家庭生活中的乐趣，如家人之间互相拍照、拍视频、发红包等可以增进家人之间
的感情。关心家人是农村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重要原因，想了解孩子们的工作、生活，担心孩子
们工作太忙，吃不好饭等等，老年人无时无刻对孩子们的关心无形中增加了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
4.2.3 强关系网络中的情感诉求
在农村，子女在外地打工的情况比较普遍，由于家人不在身旁，或由于家人工作忙碌，缺乏
对老年人使用手机的关心，老年人在使用智能手机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出于不想打扰孩子们工
作的心理，不愿意总是联系子女进行询问，便会转向弱关系网络，求助于邻居或者朋友解决智能
手机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手机也起到了陪伴的作用，老年人可以使用智能手机进行娱
乐，与他人聊天，减少孤独感。
4.2.4 弱关系网络中的多元社会交往
多元社会交往包括人际互动、娱乐需求和维系情感。多元社会交往在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占据
重要地位，首先满足了老年人联系同学、朋友和邻居等的基本联络需求。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一
方面是因为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由于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社交软件的日益成熟，智能手机使用
愈发普遍和重要，不使用智能手机将会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并且当自己的同学、朋友都在使用智能
手机，老年人也会羡慕，想要和他人一样，不与社会脱节。另一方面，老年人退休后，生活不再忙
碌，有了空闲时间来跟老友联络感情，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可以维系其人际交往圈。除此之外，老年
人还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满足娱乐需求［20-21］，愉悦心情，丰富老年生活。
4.2.5 弱关系网络中的多元社会参与
多元社会参与包括获取信息和参与活动。（1）获取信息。老年人获取信息的主要类型是社区
信息

［22］

、工作信息和网络信息。目前各农村社区都建立了网上社区群聊，通过群消息发布社区

通知，如社区停水停电通知、缴纳物业费通知等，这些社区信息与生活息息相关，是老年人最为
关注的；其次是工作信息，有一些刚退休的老年人，工作单位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或者是空
闲之余做一些小生意等等，都需要获取工作信息。（2）参与活动。参与活动主要是指参与朋友聚
会、家族活动、社区活动等。老年人通过参与社会活动，结识新朋友，搭建新的社会网络关系，
通过与不同年龄、地区的朋友进行交流互动，可以获取多样化信息，如健康信息、娱乐信息、交
通信息等，从而获得更多的精神慰藉［10］。掌握智能手机的使用也可以让老年人更多的参与到社
会活动中，比如鼓励和帮助身边人使用智能手机。对科技产品的使用可以让老年人获得一种征服
高科技产品的成就感，也可以改善老年人因为年龄与社会脱节而产生消极情绪的状况，使老年人
更加乐于参加社会活动，提高交往的主动性，建立良好的社会网络关系。
4.2.6 弱关系网络中的多元社会支持
弱关系网络中的多元社会支持仅包括信息支持，老年人在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支持时，或者是
儿女通过手机表述不清，无法直接为其解决问题时，会寻求邻居、朋友等的帮助，尤其是夫妻两
人居住或独自居住的老年人，因儿女不在身旁，在使用智能手机时出现问题会选择距离较近的邻
居或者朋友进行求助，也会直接去手机维修店询问。访谈结果表明，老年人从弱关系网络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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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社会支持远低于来自强关系网络中的家庭支持，说明亲缘关系是老年人获取支持的主要来
源；当老年人从邻居、朋友等获取多元社会支持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家人对其联络、关心较少，
家人应关注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及时回家探望。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对农村地区的 28 位老年人就其强关系 - 弱关系和智能手机使用状况进行了深度访谈，
在此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对访谈内容进行质性研究，构建了强关系 - 弱关系视角下农村老年人
使用智能手机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并对模型进行阐释和分析。通过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强关系 - 弱关系视角下农村老年人群体智能手机使用的影响因素包括：强关系网络下
的家庭支持、家庭交往、情感诉求，弱关系网络下的多元社会交往、多元社会参与、多元社会支
持。各影响因素与农村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之间的关系均为因果关系。本文根据强关系网络和弱
关系网络对农村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的影响及关系，来探讨如何优化农村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的使
用，帮助农村老年人缩小数字鸿沟。
（2）强关系网络层面，家庭成员作为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中的主要成员，占据着强关系网络
的主体。家庭给予农村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各方面支持，让老年人可以便捷地使用智能手机。
家庭交往是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主要原因，家庭支持是老年人接触新媒介的重要推动力量。由
于现在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人多在城市工作，与老年人两地分居，通过智能手机的使用，增加
了老年人与家人的多元化联络，满足了面对面交流的功能，老年人可以通过视频了解到儿女的生
活状况，儿女也可以在工作之余通过智能手机与老年人聊天，表达关心。
（3）弱关系网络层面，首先农村老年人通过智能手机联络亲戚、邻居、朋友等，相约一起跳
舞、赶集、买菜等活动，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其次老年人通过智能手机的线上交流可以联
络各个地区的朋友，足不出户便可以和老友谈天说地，弥补农村老年人因身体状况或地区限制思念
朋友的遗憾，完善了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同时，老年人通过在虚拟社区的互动，结交志同道合
的朋友，扩大群体交际范围，发展兴趣爱好。除了与弱关系网络成员互动以外，还可以获取社区信
息和网络信息等，及时获得与生活相关的信息以及国内外新闻，满足农村老年人的信息需求。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笔者从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层面提出以下建议，以帮助老年人更好
地使用智能手机发展和维系人际关系，改善生活方式，提升生活质量。
（1）鉴于强关系网络在农村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①应稳固以家庭网
络为主的强关系网络，家庭成员要抽取空余时间陪伴或者联络农村老年人，及时了解老年人内
心的想法；②应主动帮助老年人接触新媒体，鼓励并督促老年人更多地学习使用智能手机，从物
质、技术、情感等方面为老年人提供支持，减轻农村老年人在利用互联网技术上的压力，增加老
年人学习新事物的信心；③为了加强家庭成员与老年人之间的关系，农村可以举办一些如“家和
万事兴”“和谐家庭”等评选活动，对于家庭关系和谐、尊敬老人的家庭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
励，弘扬爱老敬老、和睦家庭的优良传统。
（2）基于弱关系网络层面，①完善农村社区活动设备，在公共区域将活动设备接入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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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的老年人有学习智能手机、接触新媒体的机会。并且，多组织社区活动如棋牌活动、广场
舞活动等，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增加生活乐趣。②举办智能手机学习小课堂，指导农村老年人
正确使用智能手机，为老年人提供技术和信息支持，防止老年人被网络诈骗，减轻因家人缺场给
老年人造成的智能手机使用上的压力。③组织志愿者小组，定期看望老年人，在生活上为老年人
提供一些帮助，为农村空巢老人带去温暖。

6

研究展望

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考察了强关系 - 弱关系视角下农村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现状，研究表
明，不同强度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影响因素不同，影响程度也有所差异。实证分
析的结果有助于帮助农村老年人更好的使用智能手机，通过智能手机巩固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
同时，本文在进行数据分析时发现，家庭网络对农村老年人智能手机的使用产生重要作用，家人
的联络关怀有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鼓励老年人积极建设弱关系网络，参与社会活动，丰富文
化生活，能够使得老年人心情舒畅，精神满足，有利于改善其健康状况，提升生活质量。
本文尚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首先，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在概念编码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主观
判断，可能会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其次，未针对老年人社会网络进行细分，实际上老年人社会
网络可划分为“多元网络”类型、
“朋友中心网络”类型、
“家庭中心网络”类型以及“限制网络”
类型等。未来可基于强 - 弱关系网络对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健康状况以及社会化媒体使用状况进
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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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ﬂuencing Factors of Smartphones
Use among the Rural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ong and Weak Relationships
SONG Jialin
(School of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ﬁcance］The progress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use of smart devices have penetrated
into every aspect of our lives, and the rural elderly groups on the edge of the Internet have not fully enjoyed
the dividends of the digital age. From the strong and weak relationship network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actors inﬂuencing the smartphones use in order to help the rural elderly groups narrow the digital divide.
［Method/process］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grounded theory, 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of strong and
weak relationship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inﬂuencing smartphones use of the rural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ong relationship and weak relationship.［Result/conclusion］39 initial concepts,13 categories and
6 main categories are obtained, and on this basis,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including family support, family
communication, emotional appeal and weak relationship including the multi-social interaction, multisocial participation, multi-social support as the factors inﬂuencing the smartphones use of the rural elderly
are summarized and refined. The model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martphones use of the rural elderly is
constructed. The research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smartphones use, strengthening and
expanding social network of the rural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ong and weak relationships.
Keywords: Strong relationship; Weak relationship; The elderly; Smartphone; Ground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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