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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城人口迁移与农村老龄化
———基于农村迁移人口生育率变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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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乡 －城人口迁移规模也越来越大，并且由于农村青壮年人
口的迁移倾向远大于老年人口，我国乡 －城人口迁移从总体上看主要表现为农村青壮年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流
动。乡 －城人口迁移会对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及老龄化演进产生较大影响，其影响既包括农村迁移人口的年龄结构差异
所产生的影响，也包括农村青壮年迁移人口生育率变动而产生的影响。那么，基于农村迁移人口生育率变动的分析，
则是揭示乡 －城人口迁移下的农村老龄化演进机理的一个重要视角。

关键词: 乡 －城人口迁移; 农村老龄化; 生育率变动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 867X ( 2018) 02 － 0072 － 05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乡 －城人口迁移规模也越来越大，并且由于农村青
壮年人口的迁移倾向远大于老年人口，我国乡 －城
人口迁移从总体上看主要是农村青壮年人口向城市
的大规模迁移流动。乡 －城人口迁移会对农村人口
年龄结构及老龄化演进产生较大影响，其影响既包
括农村迁移人口的年龄结构差异所产生的影响，也
包括农村青壮年迁移人口生育率变动而产生的影
响。那么，乡 －城人口迁移下的农村迁移人口生育
率变动趋势如何，又如何影响着农村人口转变以及
农村老龄化的演进呢? 对此，本文将基于农村迁移
人口生育率变动视角，剖析乡 －城人口迁移对农村
老龄化演进的内在影响机理。

一、人口生育率变动与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相对
减少、老年人口数量相对增加而使得老年人口在总
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
发生的速度和方向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不同因
素相互独立并共同推动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影响因
素之一是人口生育水平或生育率变动，生育率的下
降 ( 引起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很多，如经济社会发
展、生育政策以及人口迁移等) ，即意味着育龄妇

女所生育孩子数量的减少，从而使得少儿人口在总
人口中比重的下降及老年人口比重的相对上升; 影
响因素之二是人口死亡率及预期寿命的变动，死亡
率的下降及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则会提高老年人口
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 影响因素之三是人口迁
移，一方面人口迁移会引起迁移人口的生育水平或
生育率的下降，另一方面人口迁移也会由于年龄 －
迁移率差异，继而改变了迁出地与迁入地的人口年
龄结构和老年人口比重，最终加速或减缓了迁出地
和迁入地的人口老龄化程度。

人口统计数据显示，从 1990 ～ 2015 年的 20 多
年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从 68. 55 岁提高到
了 76. 34 岁。显然，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是加快我
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因素之一，但较之于人口生育
率的快速下降，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对人口老龄
化的影响要小得多，而人口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对人
口老龄化的影响则要更大一些。①影响我国人口生
育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孩子的养育
成本，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家庭用于孩子的养育费
用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抑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二是生育的观念与动机，曾经的 “养儿防老”等
传统生育观念与意识已逐渐淡化; 三是生育政策的
效应，长期实施的一胎化政策已根植于人们的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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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与决策，而成为家庭常态化的生育状态。由于
上述相关主、客观因素的改变，即使我国已采取全
面放开二胎政策，也只能在短期内刺激较为低迷的
人口生育意愿，而无法根本逆转我国人口快速老化
趋势。下表 1 中的数据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总
和生育率、预期寿命及老龄化水平的动态数据，相

关数据也充分说明了人口生育率的快速转变是影响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人口生育率下降幅度
较大，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幅度相对较小。因此，若
不考虑人口预期寿命及死亡率变动等因素，那么人
口生育率下降越快，老龄化水平上升也越快，人口
老龄化问题也愈加突出。

表 1 我国人口生育率、死亡率、预期寿命及老龄化

年份 总和生育率 死亡率 ( ‰) 人口预期寿命 ( 岁)
平均 男 女

老龄化水平 ( % )

1990 2. 14 6. 67 68. 55 66. 84 70. 47 5. 60
2000 1. 70 6. 45 71. 40 69. 63 73. 33 6. 96
2005 1. 33 6. 51 72. 95 70. 83 75. 25 7. 69
2010 1. 18 7. 11 74. 83 72. 38 77. 37 8. 87
2015 1. 05 7. 11 76. 34 73. 64 79. 43 10. 47

数据来源: 人口死亡率、老龄化率是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总和生育率是根据历次人口普查、1%人
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计算整理，预期寿命是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整理。

二、乡 －城人口迁移对农村迁移人口生育率的影响

在乡 －城迁移中，随着进城农村迁移人口收入
水平的逐步提高，其社会福利及社会保障条件也会
随之得到一定程度改善，基于 “养儿防老”的农
村传统家庭养老方式的经济社会基础发生了较大变
化，农村迁移人口生育子女意愿相应降低。此外，
乡 －城人口迁移提高了农村迁移妇女的就业机会，
并使得她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教育、学习、培训及升
迁的机会，这些都增加了农村迁移人口中的育龄妇
女生育机会成本，从而进一步促使农村迁移流动妇
女更倾向于晚婚、晚育和少育，继而也就降低了其
生育率。①

( 一) 乡 －城人口迁移中的农村迁移人口生育
率变动

直至 2016 年全面开放二胎之前，除少数因政
策允许而生育了二胎以外，我国城市普遍实行一胎
政策，城市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比农村严格得多，农
村人口生育率通常比城市要高。这种状况和农村社
会养老保障制度长期缺位存在着内在关系，农村社
会养老覆盖面有限、水平较低，“养儿防老”观念
仍具有相当的客观基础和现实需求，家庭养老方式
在农村养老中仍发挥着主导功能; 再加之农村养育
子女的直接及机会成本较之城市低许多，于是农村
人口生育意愿和生育率水平也就高于城市。农村迁
移人口中 “超生”与 “偷生”问题曾较为突出，

并给城市计划生育管理工作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
当然，在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口大规模迁移流向城
市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其经济社会生活条件和寻
求就业机会，为了逃避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约束而进
行迁移流动的情况已微乎其微。随着进城的农村迁
移人口经济社会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其生育观念
和生育行为已发生较大变化， “少生、优生和优
育”已成为农村迁移流动人口生育价值观的主流，
即乡 －城人口迁移加快了农村妇女生育观念的转
变。即使生育政策日渐宽松，迁移流动中的农村育
龄夫妇已越来越不愿意多生多育。

从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经验来看，一
般都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城市化水平 30%以下的
起步阶段、城市化水平 30 ～ 70%之间的加速发展
阶段以及城市化水平 70%以上的高位趋缓阶段。
在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包括人口在内的各种
资源要素向城市流动聚集的速度加快，人口城市
化水平快速上升，保持着年均 1%左右的速度持
续上升。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 1990 年代以来，
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自 1990 ～ 2015 年的 20 多
年里，我国人口城市化率从 26. 41% 提高至
55. 88%，年均提高 1 个多百分点 ( 见下表 2 ) 。
表 2 中的相关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正
处于加速发展阶段。若假设未来 10 ～ 20 年间仍
能保持年均提高 1% 的速度，那么到 2030 年前
后，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将达到 70%左右。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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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在未来 10 ～ 20 年的时间里，我国每年仍将
有 1000 万人以上的农村人口迁移向城市，而这
些迁移人口的年龄结构基本以年轻型为主，并且
正处于生育能力的旺盛阶段。那么，由于人口流

动会使得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率发生显著下降，①

大规模的乡 －城人口迁移的结果必然是农村人口总
量和生育人口数量的急剧减少，相应地农村人口的
生育水平也将会不断下降。

表 2 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及城乡人口变动趋势

年份 人口城市化率 ( % ) 城镇人口 ( 万人) 农村人口 ( 万人)
总人口数 新增人口数 总人口数 新增人口数

1990 26. 41 30195 655 84138 974
1995 29. 04 35174 1005 85947 266
2000 36. 22 45906 2158 80837 － 1201
2005 42. 99 56212 1929 74544 － 1161
2010 49. 95 66978 2466 67113 － 1825
2015 55. 88 76750 1834 60599 － 1267

数据来源: 《新中国 55 年统计资料汇编 ( 1949 － 2004) 》及 2006 － 2015 年《中国统计年鉴》的人口数据、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整理。

从发达国家经验及我国现实情况来看，随着
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农村青壮年劳动人口
大规模迁移流向城市后，城乡人口空间的分布结
构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农村人口的生育率以及
人口生育水平通常也会呈现出下降趋势。即使相
关发达国家采取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最
终仍旧无法激发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人口生育
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之下。例如，1950 年，日本
人口城市化率为 37. 3%，总和生育率为 3. 7 ; 而

到了 1995 年，日本的人口城市化率已达到了
78%，此时人口总和生育率则下降至 1. 4，远低
于更替水平之下。同样，对于我国而言，也同样
表现出了这一基本趋势。图 1 较为直观地反映了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来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
中的人口生育率变动趋势，即随着人口城市化率
的不断提高，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却出现了较大幅
度的下降，以至于降低到目前的更替水平之下。

( 二) 乡 －城人口迁移对农村迁移人口生育
率影响机理

乡 －城迁移中的迁移流动人口生育率变动是在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及生育政策等因素
相互影响下的一个复杂过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

提高、生活方式的变革、人口素质的提升、社会公
共服务的改善以及生育政策的调整等相关因素的变
化，继而降低了家庭的生育意愿和人口生育率水
平。② 因此，我们在分析乡 －城人口迁移下的迁移
流动人口生育率变动时，通常就是建立在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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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文化及生育政策等研究视角上进行阐释分析。
在影响人口生育率变动的各种因素中，经济社会发
展对人口生育率变动的影响是通过不同路径产生作
用的，并且在每一种影响路径上，也可能存在着不
同的具体影响机理，但来自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影
响变量，存在着多种相互联系、彼此作用的关系，
影响和改变着家庭的生育决策及生育行为而引起人
口生育率变动，最终导致低生育率出现。①

通过对世界范围内的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地
区人口生育率的变动进行比较也可以大致看出
( 见下表 3) ，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 30
多年里，同一时期内不同地区间的横向数据显示了
人口生育率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之间存在着显
著的反向变动关系，而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数据也

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同地区的人口生育率呈现下
降的变动趋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人口生育率具
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二者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的关
系。伊斯特林 ( Richard Easterlin，1985 ) 在 《生
育率革命: 一种供求分析》中，基于西方微观经
济学供给和需求分析理论研究并解释了人口生育率
的变动规律。伊斯特林的生育供求理论一个重要特
征就是基于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来分析人口生育
率的变动，既强调了经济因素对人口生育率变动的
影响，也考察了非经济的社会因素的作用。在该理
论中，伊斯特林认为在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背景下，
家庭对子女的供给和需求意愿是趋于下降的，而最
终产生“生育率革命”，影响人口生育率变动的核
心因素主要是经济社会方面的因素。

表 3 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地区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比较

地区 1970 － 1975 1980 － 1985 1990 － 1995 2000 － 2005
较发达地区 2. 1 1. 8 1. 7 1. 6
欠发达地区 5. 2 4. 2 3. 5 2. 6
最不发达地区 6. 6 6. 4 5. 8 5. 0
世界平均 4. 5 3. 6 3. 1 2. 6

资料来源: 郭志仪，史晓霞 . 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基于经典文献的回顾与经验检验 ［EB /OL］ . http: / /
www. cenet. org. cn /userfiles /2009 － 3 － 30 /20090330161858294.

那么，在乡 －城人口迁移中，基于经济社会发展
状况而对人口生育率变动影响的各种变量关系中，由
于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则必然加速经济社会二元结
构的解构，再加之农村迁移流动人口在城市就业竞争
和生活不安定等缘故，继而冲击了其传统婚育观念，
在客观或主观上促使了他们推迟婚育年龄。此外，农
村迁移流动人口从农村转移出来而进入城市之后，逐
渐接受和适应了城市生活，在思想理念、生活模式、
婚育观念等方面也会发生较大改变。因此，基于经济
社会因素及其中间变量而对农村迁移流动人口生育率
的影响关系与机理中，最终改变了其生育成本与收益
关系以及子女数量与质量选择 (如下图 2所示)。当
农村人口迁移流向城市后，他们在经济收入与物质条
件上将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而且也会相应在社会保
障和公共服务资源获取方面逐渐得到不同程度的改
进，那么城市新移民 (无论是流动性迁移还是永久性
迁移) 其家庭将会更倾向于生育更少的孩子; 并且对
于那些移民家庭来说，生育孩子所获得的收益与所付
出的成本也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

因素就是，在城市的生活增加了孩子的养育和教育费

用，高昂的子女抚育与教育费用也会引起人口生育率

的降低; 再加之迁移妇女就业机会的增多，也增加了

其生育的机会成本，而降低了其生育的意愿。②

三、农村人口转变与农村人口老龄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口出生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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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都很高，1949 年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
是 36. 00‰和 20. 00‰，而到了 2000年左右这两个指
标已下降至较低水平，分别为 14. 04‰和 7. 58‰，
已完成了人口再生产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向低出
生率和低死亡率的根本性转变。若从人口总和生育
率的变动情况来看，也同样能够反映出我国人口转
变的大致过程，如 1970 ～1975 年，全国总和生育率
为 4. 86，之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推行，
该指标大幅度下降，到了 1980 年代后，下降的速度
逐渐减缓，但仍保持下降的态势，目前我国人口发
展进入了低生育水平阶段，如 2015 年我国人口总和
生育率仅为 1. 05，已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我国人
口生育率下降速度如此之快，成为了人口学及人口
史上的一个奇迹。究其原因，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
实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社会结构的迅速
转型等则是影响我国人口剧烈转变的主要因素。

正如上文所述，乡 －城人口迁移降低了农村迁
移人口的生育率，继而相应地加快了农村人口生育
率的降低。作为农村人口转变的有机构成部分，农
村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则改变了农村人口年龄结构，
降低了年轻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使得老年人
口的比重逐步上升，最终加快了农村老龄化进程。
农村人口转变是我国人口转变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于我国农村人口转变来说，与整体人口转
变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 如下图 3所示) 。在农村人口
转变的初期，人口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主要是计划
生育政策的直接效应，而在计划生育政策效应渐进
释放之后，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则
更多地是来自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社会结
构的迅速转型及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以及农村
人口大规模地城市化迁移和城乡二元结构的瓦解等
等的影响结果。在这些相关的因素的影响下，农村

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发生了急剧变动，最终在 21 世
纪初完成了我国农村的人口转变。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到
一定水平之后才出现的，相关国家此时已形成了较为
成熟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而使其具有较强的承受和
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经济物质条件。对我国来说，
由于人口老龄化是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
重结果，特别是来自于前者因素的极大强制效应，从
而大大地推动了我国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和人口老龄
化问题的到来。这就意味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
了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继而产生所谓的“未富
先老”和“未备先老”等人口转变后果。特别是对于
广大农村地区来说，农村人口生育水平快速下降，已
使得农村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超过了城镇人口老化
水平，并且城乡人口老龄化水平及老年抚养比差距呈
现出逐年拉大的态势。2015 年，我国城镇、农村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分别为 9. 24%和 12. 03%，城乡
人口老龄化出现了倒置，再加之农村社会养老和医疗
保障服务水平十分低下， “未富先老”和“未备先
老”的状况十分突出，所面临的养老压力比城镇更为
沉重。因此，面对农村人口结构急速老化的态势，增
强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供给能力，
健全和完善农村新型养老保障体系则显得格外紧迫。

Rural － urban migration and rural aging problem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ange in the fertility rate of rural migrants

WANG Ze － qiang
( Department of Economics，Party School of Anhu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Hefei 230022，China)

Abstract: Rural － urban migration is an economic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
in China，the quick urbanization has led to a large － scale rural － urban migration，in which the younger rural population is the dominant．
This rural － urban migration is altering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and worsening the rural aging problems，especially the change
in the fertility rate of the young and the middle － aged． Thus，the analysis of the change in the fertility rate of rural migrants is an enlighten-
ing perspective that can help reveal the evolutionary mechanism of the rural aging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 urban migration．
Key words: rural － urban migration; rural aging; fertility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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