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ge POPULATION
JOURNAL

题,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作为核心理念，呈现出与时俱进，贴近社会，紧扣热点的独特风景。此外，对

流动人口、人口老龄化、生育问题、人口与经济等中国人口学传统主题也进行了更为深刻和细致的

研究。

一、中国人口国情的再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关键因素。当前中国的人口国情既十分复杂又变化迅速，人口基数大的基本态势与人口惯性增长、
老龄化态势严峻、性别结构严重失衡、地区分布极度不均等诸多形式的人口问题相交织，这种人口发

展不均衡的现状不仅是社会热点话题，更是国家人口政策的焦点。在新形势下，了解当前我国的基本

人口形势及其变化,确定新时期人口问题的属性及其特点，厘清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等人口国

情判断是谋划中国人口发展的理论前提和政策基础，这一方面的内容成为了 2011 年中国人口学研

究的一大亮点。
概括而言，2011 年中国人口国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人口形势的总体判断、中国人口要素

的计算和论证，以及人口与中国经济发展这三个方面。在对中国人口形势的总体判断方面，王丰认

为，经济全球化的特征决定了低生育率的趋势在短时间内不会逆转，于是中国所面临的人口老化与

家庭变化的挑战颇为艰巨。[1]郭志刚根据六普数据模拟过去 20 年内中国人口进程和主要人口指标，

结果显示,1990 至 2010 年间的人口估计存在高估生育水平、低估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普遍问题，他提

出这种偏差幅度已经形成了严重的误导。[2]蔡昉的研究[3]明确指出并纠正了诸如“人口多是经济增长

不利因素”、“计划生育造成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调”等一些关于中国人口及相关问题的错误观念和认

识误区。在人口要素和人口指标的计算和论证方面，学者们比较了我国城乡生育水平、分析了人口分

布合理性[4]和适度人口规模、[5]省级人口转变的时空演变进程[6]等。此外，人口与中国经济发展方面的

成果也较有代表性。王金营系统研究了中国未来不同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后果，[7]还有学者探究了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的关系、[8]人口综合因素与住宅销售价格指数的灰色关联度。[9]可以说，2011
年中国人口国情的研究在选题立意、理论深度、方法选用较以往研究都有所创新和发展，从一个侧面

体现出了此类研究成果对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具有独特作用和参考价值。

二、人口与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速转型的变革时代，作为社会基本构成要素的人口，其

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趋复杂，2011 年中国人口学界尤其重视人口与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将解决中

国人口社会问题作为人口发展战略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点。从研究内容上划分，2011 年这一领

域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人口相关的公共服务与公共政策的讨论、人口与教育问题的关注以及

人口与若干社会热点话题的实证分析。
1. 与人口相关的公共服务与公共政策的讨论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基于人口视角关注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在 2011
年中国人口学研究中备受瞩目。学者们立足“大人口”基点，分析了我国公共服务非均等格局形成的

深层次原因，提出了一系列推进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对策建议。[10]另外，从人口地理学的角度计算公共

品的供给效率[11]和政策创新的地理扩散[12]等研究对开拓人口公共问题的研究方法也颇具参考意义和

借鉴意义。
2011 年另一个与人口相关的公共政策的讨论焦点集中在出生性别比问题上。我国出生性别比

持续升高的问题一直是生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人口学界多从原因分析、影响因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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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比的计算和监控、对婚姻挤压状况的预测等视角来研究这一问题。然而，出生性别比失衡绝不是

单纯的人口问题，而是一个与公共政策困境密切相关的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李树茁、刘慧君、韦艳等

学者从公共政策的议题入手，分析与出生性别比相关的国际视野与历史经验、[13]多元利益格局与政

策博弈、[14]社会风险与政府应对、[15]路径选择与有效机制[16]等内容。这些研究从公共政策的视角进一

步认识性别失衡的人口社会后果，并为政府综合治理相关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2. 对人口与教育问题的关注

教育获得是社会流动的正式渠道之一，“十二五”报告中明确要增加全国教育支出，进一步促进

教育公平。人口与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也成为 2011 年中国人口学的一大亮点。40 年来我国人口受教

育状况的变动情况[17]是学者关注的首要问题，结果显示，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逐步提高，教育

基尼系数逐渐降低，男女之间的教育差距逐步缩小，但城乡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刘泽云等和薛进军

等分别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收益、[18]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19]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是教育收益十分显

著，教育平等化的政策势在必行。
3. 对人口与若干社会热点问题的实证分析

将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社会热点，从人口学视角分析和讨论人们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这一年中

国人口学研究的另一鲜明特色。首先，关注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及社会效应是 2011 年人口与社会领

域的重要研究点之一。学者们利用统计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家庭户收入和财产不平等，[20]剖析了中

国总体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21]分析了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22]其次，婚配问题，[23]

尤其是“剩男”的婚姻困境[24]也是学者们在 2011 年中非常关注的一大主题。在特殊人群方面，2011 年

学界主要探究了残疾人问题，如残疾人社会保障、老年残疾人身份认同[25]等。此外，对“啃老”现象、[26]

股市人口[27]和老人自杀[28]等多方面的社会议题也进行了卓有深度的实证分析。

三、流动人口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双重作用下，流动于城

市和农村之间，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

国流动人口规模超过 2.2 亿人。流动人口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问题一直是中国人口学关注的重点。
2011 年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形成原因、影响因素、地区差异、社会融合等原有视角上有所突破，更多涉

及流动人口基础问题、实践问题和细节问题，其中既有宏大叙事，也有微观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对考

察目前流动人口相关状况、制定和调整流动人口相关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十二五”期间人口流动将继续活跃的发展趋势，[29]以及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研究存在的一些

不足，2011 年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推进和深入。首先是对基础问题的研究，如基

于“六普”数据分析我国人口流动的总体状况、[30]中国流动人口梯次流动特征、[31]农民工“进城落户”意
愿、[32]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影响因素[33]等。这些基础问题的实证分析是在考察我国特殊国情的条

件下，总结和归纳流动人口迁移行为和效应的普遍规律。其意义不仅在于提升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

而且对辨析当下人口流动的整体态势更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次是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如劳

动力流动对城市失业[34]和农村经济的影响效应，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变迁[35]和时空演进模式，[36]

流动人口劳动权益保护，[37]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状况，[38]留守与流动儿童的成长问题。[39]再次是对细

节问题的研究，如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40]收入融合、[41]女性就业差异，[42]以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43]等。
对实践问题和细节问题的研究中一个明显进步在于，人口学借鉴和学习地理学、经济学、城市规划等

其他相关学科的先进理念和技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个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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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口老龄化的研究

自从 1999 年中国进入老龄社会起，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度，如何应对老龄问题，

老年人口的相关健康、照料等现实难题就成为了人口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人口老龄化关系到经

济、社会、文化和制度保障等各个方面，涉及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既不能看轻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

济发展的影响，也不能一味地将其视为社会问题，过分轻视和过度忧虑都是不严谨和不科学的。2011
年这一领域中涌现出了一批辩证认识和客观考察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成果，包括人口老龄化对人

口红利、城镇消费[44]和医疗资源配备[45]等方面的影响分析。
此外，2011 年人口学界对老年健康、代际支持、老年照料、老年生活满意度等方面的研究内容都

有更进一步探索和思考。在老年健康方面，学者们讨论了如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福利需求与前

景、[46]收入不平等对老人健康的影响、[47]老年人失能相对成本[48]等问题；在代际支持方面关注了如市

场转型下的老年供养、[49]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50]和生活自理能力[51]的影响；在老年照料方

面主要考察了老年长期护理需求及其影响因素、[52]高龄老人照料资源分布及照料满足感[53]等主题；对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和年龄差异[54]等内容也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对深刻

认识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积极推动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人口

发展的必然趋势，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和难题在短期内是无法得到彻底解决的，仍需人口学和其他

学科一道共同关注，深入研究和探讨。

五、生育问题的研究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代，生育政策是否调整，以及如何调整成为了影响国家人口

变化的重要因素。因此，2011 年生育问题的研究仍集中在生育政策与生育水平、生育意愿和生育行

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等几个关键问题上。
1. 生育政策与生育水平

在生育政策和生育水平方面，杜本峰等基于公共政策周期理论视角采用政策评估的科学逻辑对

生育政策进行了综合全面的分析评估；[55]刘爽等利用国内外人口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类别国

家、不同时期妇女一、二孩平均生育间隔的基本特征和变化趋势，并讨论了政策对生育间隔的作用空

间；[56]石人炳等针对生育政策的城乡二元格局，设计了可能的改革方案；[57]梁中堂关于“公开信”的几

个具体问题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讨论；[58]车群等利用历史人口学的方法，还原了浙江阙氏家族的生育

行为，以此作为马尔萨斯式的中国生育模式的一个反例。[59]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中国的客观环境发

生了重大变化，统筹考虑政策调整、有序完善现行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已正当适时。
2. 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关于生育意愿、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的讨论是 2011 年这一领域研究的另一焦点。郑真真以

江苏调查为例，分析了在低生育率地区符合二孩政策夫妇的生育意愿、生育计划及其向生育行为的

转化；[60]陈卫等利用 2001 年全国生殖健康调查数据，考察中国妇女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的特征

和影响因素；[61]宋健等基于 2009 年四城市的调查数据，从时间、数量和性别三个维度描述了城市青

年实际子女数与理想子女数的差异及显著影响；[62]湛中乐则具体研究了生育过程中的终止妊娠措施

的一些规范与实践层面的现实问题。[63]

3. 独生子女家庭养老

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队列跨入而立之年，他们的父母陆续进入老年期，独生子女如何赡养老人，

考验的不仅仅是个人或家庭，而是整个社会的养老机制。因此，2011 年独生子女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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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他们与父母的代际互动、[64]农村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家庭结构与空

巢特征[65]等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困局。
从这一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基本认同现行生育政策应当加以调整，但调整的定位、内容、

幅度等具体方案仍有较大的争议。此外，如何保障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等问题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应当

大力研究的内容。

六、人口与经济领域的研究

近年来，有关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的讨论备受关注。我国的人口红利是否已经消失、以鼓励

人口增长的方式解决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危机的问题是否妥当、人口要素如何影响中国经济未来走

向等议题是 2011 年该领域的学术热点，并涌现了许多颇有深意的研究成果。侯东民撰文批驳了国内

外有关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以及无限夸大老龄化问题的误导学说；[66]车士义考察了结构转变、制度

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67]朱文革从人口红利、人口资源配置和人力资本投入等三个方面考

察了人口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68]刘怀宇等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刘易斯转折点”假象及其

对“人口红利”释放的冲击；[69]郑秉文认为中国当前阶段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并提出了若干避

免掉进“陷阱”和经济转型的动力因素。[70]

对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也是这一年内人口经济学的重点领域。蔡昉主编的《中国人口

与劳动问题报告》讨论了“十二五”期间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变化、挑战及相关的政策；[71]王金营等

使用面板数据证明了中国区域人力资本积聚的路径和机制；[72]学者们还基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检验

了中国劳动力转移的波动性，[73]以及 Internet 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74]总结多位学者的观点而言，第

一，必须认清人口老化趋势与较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并存是中国在未来数十年内的特殊国情，目前

来看“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短缺”的观点多是危言耸听。人口数量问题在一定时期内仍为中国人口的

主要矛盾，应慎重对待。第二，为了应对可能由于人口红利减小和刘易斯转折点临近造成的经济增长

减速的现象，需在人口素质提升、科学技术创新、经济结构转型等方面探寻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七、其他领域的研究

除了上述主要的研究领域外，人口分析技术、人口相关的法律研究、人口与气候问题，以及由国

内人口学期刊举办的专题论坛等都是 2011 年中国人口学研究的闪亮之处。
1. 人口分析技术

人口问题的复杂和信息科学的进步对人口分析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人口分析技术和统

计方法也必须不断发展。2011 年人口学研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曾毅等再版了《人口分析

方法与应用》，讲授如何运用人口学原理与数学工具来分析人口动态过程及其影响因素。[75]杨舸和王

广州的“户内人口匹配数据的误用与改进”[76]和李春玲的“数据误差的调整效果的评估———对杨舸和

王广州商榷文章的再商榷”[77]针对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数据匹配所产生的选择性偏差进行了热烈

讨论。彭非等对 Pollard 和 Arriaga 提出的两种平均预期寿命差异分解模型的不同特点进行了比较研

究。[78]韦艳等基于 Leslie 矩阵和 ARMA 模型探讨了人口预测的一种新的随机方法。[79]王菲等采用 GIS
技术，利用 ARCView GIS 和 GeoDA 等分析软件识别出我国高出生性别比聚集的热点区域。[80]任强和

谢宇在介绍了纵贯数据的设计思想及优缺点基础上，从统计方法的角度讨论了纵贯数据在社会科学

中所能发挥的作用。[81]

2. 与人口相关的法律研究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与人口或者说与生育政策相关的法律制度研究成为了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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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口学界的新增长点。李一鸣在法律层面上对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合理性及其潜伏或将造成一定

的风险等问题作出一些初步的探究；[82]杜社会针对人口较少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地方立法进行了深

入研究，考察了其中的立法遗漏、法制不统一、地域狭隘性等问题；[83]《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

将我国长期以来的生育政策首次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范，湛中乐等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解读。[84]

3. 人口与气候变化问题

对人口与气候问题的研究有所突破，在 2011 年里继续加热，已成为国内人口学研究的一个重要

领域。姜卫平等系统介绍了人口动态与气候变化的关系；[85]朱勤从消费压力人口视角探讨碳排放问

题，并对本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发展、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及碳排放进行动态仿真；[86]杜本峰等基于

十年间毕节地区的面板数据，具体考察了资源环境、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等因素对高原山区人口分

布变动的影响；[87]谢宏佐利用县级调查数据，描述了农村人口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意愿分布和影响

因素。[88]

4. 专题论坛和其他一些研究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是新世纪中国人口变迁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为通过“六普”数据透视中国人

口变化轨迹，聚焦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焦点问题，以及思考未来人口发展政策，《人口研究》编辑部邀

请于学军等多位专家就人口规模变化、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三个方面进行多视角的解读和点评。[89]

事实上，“六普”留给学界的思考空间和研究价值十分巨大和深远，我们期待更多学者加入，基于六普

数据创造出更多优秀的研究成果。2011 年另一受到关注的专题论坛是由《人口与经济》编辑部开展

的“北京人口规模控制”讨论。[90]段成荣从历史和现实就北京人口规模调控的可能性进行了多方面的

考察；陆杰华等关于首都人口调控的争论和出路做了颇有深度的理论思考；张强则具体回答了北京

建设世界城市的人口空间格局问题。几位学者的视角虽不尽相同，但对北京人口规模过大，必须采取

措施控制人口膨胀这个基本观点都较为认同。展望未来，在特大城市人口调控问题上，调控主体、对
象、思路和方法等几个具体且关键的问题需进一步探讨和解决。

此外，侯佳伟等基于 2009 年度 CSSCI 人口学期刊检验了学术论文的“马太效应”；朱云霞运用文

献计量学对国内三种人口学期刊进行了细致的内容挖掘。[91]这些以人口学期刊为研究对象的分析，

不仅为人口学研究内容开创了生长点，而且对探究我国人口学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人口学文

献的期刊权威性、论文关注度、主题热点性等内容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八、总结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大难题之一就是人口基数大、人口结构变化多样。随着人口控制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利用人口数据阐述人口国情，总结和归纳中国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从理论上协

助和推进我国人口转变和计划生育工作成为了中国人口学界最为紧迫又最突出的任务。可喜的是，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不仅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成就，在人口转变上也创造了新的奇迹，我

国的总和生育率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 5.8 下降到本世纪初的 1.8 左右，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

转变。如今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人口数量不再是首要问题，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和

国家发展、社会民生紧密相连，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涉及经济增长、文化教育、健康促进、气
候变化、性别平等诸多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因此，在中国经济社会深刻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口

学研究也迫切需要深化改革，开拓创新。于是，这种社会实践的需要使得 2011 年中国人口学研究呈

现两方面的崭新特点。一方面，大量实证研究使用“六普”数据和调研事实对当前中国人口整体形势，

以及人口结构、人口流动、人口分布等人口发展状况做出了清晰确凿的判断和预测；另一方面，紧跟

“十二五”政府工作职能的转变，响应国家对创新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理论需要，关注人口与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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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就业、公共政策、社会保障、教育问题等社会民生问题。2011 年的这两个鲜明特色一则说明我国人

口学认识和服务的领域大大扩展和加深了，二则体现出了人口学界一贯的社会责任意识，三则更是

展现出人口学致力于通过实证和理论双方面的科学研究去发掘和探索中国特色的统筹解决人口问

题的思路、内涵和路径的学科意识，以学科力量服务人口战略决策的重要作用和社会功能。
在看到特点和优势的同时，我们更应当认识到，新时期的中国人口学研究任重而道远。由于我国

人口问题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当前中国人口学研究无论是广度和深度上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对生

育水平、出生性别比、人口老龄化、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等传统研究内容还应加大研究力

度，在人口理论和人口分析技术的创新上更需加快步伐，努力赶上世界现代人口学的发展进程。预计

在未来几年内人口学的研究视野将更加广阔，其研究成果也必将为国家人口决策贡献更大的智慧。

【参考文献】
[ 1 ] 王丰.全球化环境中的世界人口与中国的选择［J］.人口学，2011，(3)：72- 78.

[ 2 ] 郭志刚.六普结果表明以往人口估计和预测严重失误［J］.中国人口科学，2011，(6)：2- 13.

[ 3 ] 蔡昉.关于中国人口及相关问题的若干认识误区［J］.人口学，2011，(2)：3- 11.

[ 4 ] 刘洁等.中国人口分布合理性研究［J］.人口研究，2011，(1)：14- 28.

[ 5 ] 王颖等.多目标决策视角下中国适度人口规模预测［J］.人口学刊，2011，(4)：21- 29.

[ 6 ] 马妍，刘爽.中国省级人口转变的时空演变进程［J］.人口学刊，2011，(1)：16- 23.

[ 7 ] 王金营.中国未来不同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后果比较研究［J］.人口学，2011，(1)：34- 42.

[ 8 ] 张乐等.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的区域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1，(1)：16- 21.

[ 9 ] 杜本峰等.中国人口综合因素与住宅销售价格指数的灰色关联度分析［J］.人口学刊，2011，(6)：11- 17.

[10] 王玮.基于人口视角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J］.人口学，2011，(6)：55- 62.

[11] 李建军等.人口地理与公共品供给效率［J］.人口学刊，2011，(6)：3- 10.

[12] 张玮.政策创新的地理扩散———基于暂住证制度的地方实践分析［J］.人口学，2011，(3)：46- 53.

[13] 刘慧君，李树茁.性别失衡下的人口健康与公共安全：国际视野与历史经验［J］.人口学刊，2011，(5)：32- 40.

[14] 刘慧君.性别失衡议题中的多元利益格局与政策博弈［J］.人口学，2011，(4)：32- 41.

[15] 刘慧君，李树茁.性别失衡风险的社会放大与政府危机应对［J］.人口学，2011，(2)：28- 35.

[16] 韦艳等.整体性治理视角下中国性别失衡治理碎片化分析及路径选择［J］.人口研究，2011，(2)：15- 27.

[17] 黄晨熹.1964- 2005 年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的变动［J］.人口学刊，2011,(4)：3- 13.

[18] 刘泽云等.高等教育质量收益的估计：基于倾向指数匹配法的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5)：85- 93.

[19] 薛进军等.再论教育对收入增长与分配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11,(2)：2- 13.

[20] 巫锡炜.中国城镇家庭户收入和财产不平等：1995- 2002［J］.人口研究，2011,(6)：13- 26.

[21] 尹虹潘等.中国总体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J］.中国人口科学，2011,(4)：11- 20.

[22] 王鹏.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1,(3)：93- 101.

[23] 高颖等.北京市近年婚配状况的特征及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1,(6)：60- 71.

[24] 韦艳等.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困境：基于性别不平等视角的认识［J］.人口研究，2011,(5)：58- 70.

[25] 姚远等.老年残疾人身份认同问题研究［J］.人口研究，2011,(6)：43- 50.

[26] 宋健等.“啃老”：事实还是偏见［J］.人口与发展，2011,(5)：57- 64.

[27] 李涌平等.股市人口和股市信息来源：北京分层抽样调查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1,(1)：55- 61.

[28] 景军等.中国城市老人自杀问题分析［J］.人口研究，2011,(3)：84- 96.

[29] 王培安,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

社，2011.

[30] 邹湘江.基于“六普”数据的我国人口流动与分布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1,(6)：23- 27.

[31] 杜鹏等.中国流动人口梯次流动的实证研究［J］.人口学刊，2011,(4)：14- 20.

33



page POPULATION
JOURNAL

[32] 张翼.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镇化道路的选择［J］.中国人口科学，2011,(2)：14- 26.

[33] 原新等.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2011,(1)：59- 66.

[34] 马忠东等.劳动力流动对城镇失业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3)：2- 15.

[35] 余佳等.制度变迁视角下的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政策效应与目标路径［J］.人口学，2011,(1)：3- 7.

[36] 张玮.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地方实践的时空演进模式及其启示［J］.人口研究，2011,(5)：71- 80.

[37] 唐丹.流动人口参加工伤保险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J］.人口研究，2011,(5)：36- 44.

[38] 段成荣等.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状况［J］.人口与经济，2011,(4)：16- 22.

[39] 吴帆等.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成长环境的缺失与重构［J］.人口研究，2011,(6)：90- 99.

[40] 郭星华等.漂泊与寻根：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1] 杨菊华.城乡分割、经济发展与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融入研究［J］.人口学刊，2011,(5)：3- 15.

[42] 余驰等.农村女性就业流动性差异及决定因素研究［J］.南方人口，2011,(1)：33- 40.

[43] 段成荣等.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研究［J］.人口学刊，2011,(3)：21- 28.

[44] 王宇鹏.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1)：64- 73.

[45] 黄成礼等.人口老龄化对医疗资源配置的影响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1,(2)：33- 39.

[46] 陈友华等.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福利需求与前景［J］.人口学刊，2011,(2)：34- 39.

[47] 李实.养老金收入与收入不平等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11,(3)：26- 33.

[48] 徐丽萍等.中国老年人失能相对成本估计［J］.中国人口科学，2011,(2)：85- 92.

[49] 马忠东等.市场转型下的老年供养研究［J］.人口研究，2011,(3)：17- 28.

[50] 王萍等.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发展趋势影响的追踪研究［J］.人口学刊，2011,(3)：70- 79.

[51] 王萍等.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的纵向影响［J］.人口与经济，2011,(2)：13- 17.

[52] 戴卫东.老年长期护理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11,(4)：86- 94.

[53] 丁志宏.我国高龄老人照料资源分布及照料满足感研究［J］.人口研究，2011,(5)：102- 110.

[54] 骆为祥,李建新.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年龄差异研究［J］.人口研究，2011,(6)：51- 61.

[55] 杜本峰等.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回顾与展望［J］.西北人口，2011,(3)：1- 10.

[56] 刘爽等.一、二孩生育间隔及其政策意义［J］.人口研究，2011,(2)：83- 93.

[57] 石人炳等.城乡一体化与我国“二元”生育政策改革［J］.人口与经济，2011,(6)：17- 22.

[58] 梁中堂.关于“公开信”的几个具体问题［J］.人口与发展，2011,(2)：52- 62.

[59] 车群等. 清中叶以降浙南乡村家族人口与家族经济———兼论非马尔萨斯式的中国生育模式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1,(3)：42- 53.

[60] 郑真真.生育意愿研究及其现实意义———兼以江苏调查为例［J］.人口学，2011,(4)：51- 58.

[61] 陈卫等.中国妇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J］.人口学刊，2011,(2)：3- 13.

[62] 宋健等.城市青年生育意愿与行为的背离及其影响因素［J］.人口学，2011,(1)：43- 48.

[63] 湛中乐.选择与限制：生育过程中的终止妊娠措施［J］.人口研究，2011,(1)：93- 102.

[64] 宋健等.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与其父母的代际互动［J］.人口研究，2011,(3)：3- 16.

[65] 周长洪等.农村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家庭结构与空巢特征［J］.人口与经济，2011,(2)：7- 12.

[66] 侯东民.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误导［J］.人口研究，2011,(3)：29- 40.

[67] 车士义等.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11,(2)：3- 14.

[68] 朱文革.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风险：人口因素影响及其对策研究［J］.人口学，2011,(1)：29- 33.

[69] 刘怀宇等.“刘易斯转折点”假象及其对“人口红利”释放的冲击［J］.人口研究，2011,(4)：66- 75.

[70] 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J］.中国人口科学，2011,(1)：2- 15.

[71] 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十二五”时期挑战：人口、就业和收入分配[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72] 王金营等.中国区域人力资本积聚路径和机制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4)：21- 32.

[73] 马轶群等.中国劳动力转移的波动性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5)：49- 56.

[74] 卜茂亮等.Internet 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数据的实证研究［J］.南方人口，2011,(5)：1- 10.

34



pagePOPULATION
JOURNAL

总第 197 期

vol.35
2013.1

[75] 曾毅等.人口分析方法与应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6] 杨舸,王广州.户内人口匹配数据的误用与改进———兼与《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平等》一文商榷［J］.人口学，

2011,(5)：14- 24.

[77] 李春玲.数据误差的调整效果的评估———对杨舸和王广州商榷文章的再商榷［J］.人口学，2011,(5)：25- 30.

[78] 彭非等.两种平均预期寿命差异分解模型的比较研究［J］.人口研究，2011,(3)：97- 105.

[79] 韦艳等.人口预测的随机方法：基于 Leslie 矩阵和 AR MA 模型［J］.人口研究，2011,(2)：15- 27.

[80] 王菲等.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区域的识别、特点及成因［J］.人口与经济，2011,(5)：9- 16.

[81] 任强,谢宇.对纵贯数据统计分析的认识［J］.人口研究，2011,(6)：3- 12.

[82] 李一鸣.我国生育政策的法律制度研究［J］.南方人口，2011,(2)：1- 12.

[83] 杜社会.人口较少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地方立法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1,(5)：106- 111.

[84] 湛中乐等.《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解读［J］.人口与发展，2011,(3)：65- 72.

[85] 姜卫平等.人口动态与气候变化[M].朱琳等译，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1.

[86] 朱勤.中国人口、消费与碳排放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87] 杜本峰等.高原山区人口分布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2011,(5)：90- 101.

[88] 谢宏佐.农村人口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6)：102- 108.

[89]《人口研究》编辑部.世人瞩目的六普：轨迹、解读与思考［J］.人口研究，2011,(3)：41- 55.

[90]《人口与经济》编辑部.北京人口规模控制［J］.人口与经济，2011,(3)：24- 36.

[91] 朱云霞,魏建香.基于文献计量和内容挖掘的国内人口学研究分析［J］.人口学，2011,(6)：71- 77.

［责任编辑 王晓璐 韩淞宇］

Literature Review on China's Population Studies of 2011
LU Jie-hua，ZHU Hu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f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 China)

Abstract：By retrieving and making a review of related papers on China's major demographic journals
and main published books in 2011, the paper comments on China's Population Studies of 2011 from
several perspectives: China's population situation, population and social issues, the internal migrant
phenomenon, the aging population, the fertility issue, and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tc. In
general, the population studies in 2011 were focused mostly on the overall judgment of the situation of
China's population, and paid more attentions on the fields of population and society such as population
and social management, population and public policy, and population and education. Besides, Chinese
demographers got an expanded and deep analysis on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themes.
Key Words：2011, China, populatio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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