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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即第一次人口转变，是概括描述18世纪后期以来一些西欧国家因为社会

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变化而出现的生育和死亡下降的现象。该理论指出伴随着西方工业化、现代化，

人口都会从一个以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为特征的近乎静止的状态，转向一个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

增长的人口状态（Ansley J. Coale，1986[1]；Dirk J. Van de Kaa，2008[2]）。传统人口转变理论雏形是由法

国学者兰德里1909年于《人口的三种主要理论》一文中率先提出的，后来许多著名的人口学家又对这

一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如美国学者汤普森提出的人口转变三阶段模型，诺特斯坦和寇尔提出的人

口转变四阶段模型，以及英国人口学家布莱克提出的五阶段模型等（A. Landry，1909[3]；S. Thomson，
1929[4]；Notestein，1945[5]；Ansley J. Coale，1973[6]）。虽然作为一种现实，人口转变这一过程至今只完整

出现于部分国家和地区，而且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各不相同，但是作为一种理论模型，它揭示了人口发

展的轨迹和规律，在后发国家中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预测性（Bongaarts and Watkins，1996[7]）。

20世纪中叶之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从殖民统治中独立并走上现代化道路，而其人口转变也陆

续启动。针对20世纪二战以后广大发展人口转变自身的变迁过程和特点，美国人口学家安斯利·寇

尔（Ansley J. Coale，1973[6]）指出，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生育率转变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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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于死亡率变化的滞后性，而这种滞后的后果则是发展中国家人口规模的迅速膨胀。诺德斯坦（No⁃
testein，1945[5]）就曾指出，“死亡率相对迅速的下降是对外部变迁的反应，因为人类总是渴望健康。然

而，生育率的下降则有待于旧的社会经济制度的逐渐消失和有关家庭规模的新观念的逐步确立。”可

以说，在二战结束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中，人口生育率滞后于死亡率的变化是

一种普遍现象。自新中国成立，伴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与医疗水平迅速提高，我国人口死亡率迅速

下降，开始了人口转变，短短不到50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人口转变历程。与

西方发达国家传统人口转变不同，首先，我国人口转变的动因不同。我国人口转变除了现代化的内在

驱动力之外，还有人口政策特别是生育政策的强力干预，这是我国后半段人口转变的突出特点，被学

界称之为外生型人口转变（李建新，1994[8]）。其次，虽然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

已经完成，但是其内部存在结构性差异，广大的西部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地区，经济

发展落后，教育医疗条件基础薄弱，又有不同于内地汉族人口的生育政策，使得其人口转变与西方国

家内部相对同步的人口转变不同，中国人口转变存在其不平衡性（李建新，2000[9]）。

聚焦新疆，在不平衡的全国人口转变过程中，新疆人口转变有相对滞后性和结构差异性的特点。

滞后性是相较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一段时间的全国人口平均水平而言的。对于处在转变末期阶段的

新疆而言，这种滞后性主要是指生育率转变的不稳定性。结构差异性（即内部不平衡性）是指，不仅新

疆整体上经历的人口转变历程不同于国内其他省份，而且其内部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兵团与地方

也经历了不同的人口转变路径。所以本文尝试以结构差异性视角来描述新疆人口转变的过程，呈现

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边疆地区相对完整的人口转变模式；为新疆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更基础的

参考依据。

二、新疆人口转变的研究视角

传统的人口转变论认为，人口转变主要是通过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来实现，并且是一个含有不

同阶段、不同类型的历史发展过程，亦即出生率和死亡率由均衡转变到新均衡的长期变动过程（李竞

能，2004[10]）。从宏观的非人口学变量来看，经济、政治、文化都会对出生、死亡这两个要素产生影响，

继而影响人口转变过程（Kirk，1996[11]）；从人口变量自身来看，人口结构也会通过不同的出生率和死亡

率水平呈现不同的人口转变历史。笔者将按照上述宏观现代化进程和结构差异的视角来对新疆人口

转变进行划分。所谓结构差异性视角是指从总体内部异质性入手（谢宇，2006[12]；李建新，2009[13]），从

内部差异划分着眼，按照最能反映总体内部差异的特征来划分总体，这样我们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

描述分析新疆人口转变，从而实现在内部差异性中把握总体。

首先，从区域发展视角来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祖国西陲，全区总面积达一百六十多万平方

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天山山脉将新疆分为三个区域，通常称天山以北为北疆，天山以

南为南疆，天山东麓为东疆。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生产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三个区域的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就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15年北疆为62755元，东疆为49831元，而南疆仅为26123
元①，南疆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北疆和东疆，三个区域呈现出明显的发展梯度。社会经济发

展是人口转变的原动力，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必然带来三个区域不同的人口转变路径。所以分

别考察并比较北疆、东疆和南疆人口转变能够更好地展现新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人口转变过程。

其次，从民族属性和人口政策上来看，新疆是多民族、多文化和政策差异地区。据2016年新疆统

① 数据来源：2016年新疆统计年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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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末新疆总人口2359.73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1498.63万人，占全区总人

口的63.51%；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人口达1459.01万，占新疆少数民族总人口的97.36%。信仰

差异背后也是文化和生活习俗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体现在居民看待生育、死亡和迁移的态度和具体

行为上（李建新，2007[14]），这种不同的宗教文化影响了人口转变的轨迹。同时由于我国的人口计划生

育政策在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存在着差异，不仅生育控制的尺度不同，而且执行的严格程度也不同，

这必然导致其人口转变的后半段即生育率转变，产生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口的差异。所以考察新疆少

数民族和汉族人口的转变，能够发现新疆内部不同民族人口群体和不同生育政策干预下的人口转变

过程。

最后，从人口属地建制构成来看，新疆存在着与内地不同的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

特殊的行政区划单位，作为全国最后一个生产建设兵团，兼具戍边和屯垦两大职能，实行“军、政、企”

合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设兵团、师、团三级，团级单位除团场之外还有六个县级市。在兵团除了

大量的部队转业人口，还有大量的外迁人口，是一个以迁移变动为主的区域（刘月兰，2007[15]），人口转

变过程也深受其特殊人口结构的影响。2016年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末兵团总人口276.56万人，其

中汉族人口 234.75万人，占兵团总人口的 84.88%，是一个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内汉族占绝对多数的特

殊区划单位。这种特殊的人口构成使得兵团表现出不同于新疆作为整体的人口转变过程。同时，兵

团呈现出新疆特殊的开放人口与新疆地方相对封闭人口的转变差异。

综上所述，笔者将会从经济发展区域、民族构成、兵团建制三个角度对新疆人口转变进行描述和

分析。新疆在这里是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一行政区划，并不是宽泛的地理概念或是文化概念。新

疆人口是指自建国以来自治区区内的人口（自治区虽在1955年10月1日成立，但早在建国之前自治

区雏形已经形成）。描述和讨论新疆人口转变就是聚焦于这一特定时空之下的人口转变的历史过程。

三、新疆人口转变概述

新中国成立伊始，新疆人口转变同全国一样开启（见图1）。按照人口转变理论的四阶段论来看，

新疆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始于建国之初，即死亡率下降阶段。几乎所有的人口转变都是以死亡率的

下降为开端的，死亡率在解释（第一次）人口转变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Dirk J. Van de Kaa，2008[2]）。

在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死亡率的下降带来人口数量的激增，尤其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后发优势使

得各种医疗技术和设备能更快地投入使用，从而使死亡率下降得更快。新疆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就体

图1 新疆自治区1949～2015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资料来源：《新疆人口统计年鉴1999》《新疆人口统计年鉴201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官网；《中国人口》（新疆
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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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了这种后发优势，当然这也有建国后的医疗福利制度的作用，比如赤脚医生制度（李建新，

2009[13]）。在新疆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1949～1973），死亡率从建国初的近 21‰下降到 1966年的

9.4‰，在此期间新疆虽然也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但死亡率波动并不大，没有高于出生率出现人口负

增长。1973年新疆人口死亡率已经降至7.8‰，并一直持续低死亡水平，由此对新疆人口数量的增长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出生率来看，建国初期一直维持在30‰以上的高水平，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

期（1959～1961）短暂的下降之后，新疆人口出生率从 1962年至 1973年继续维持了十多年的 30‰以

上的高水平，1964年还一度达到了42.26%的峰值水平。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新疆人口的自然增长，主

要是由迅速下降的死亡水平所主导的，而随后的人口转变更多的是受出生水平变化的影响（见图1）。
从1973年开始新疆人口转变进入了第三阶段，即人口生育水平开始下降。在此阶段，死亡率已

经处于较低水平且稳定的阶段，对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减小。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由于新疆汉

族人口受计划生育政策（“晚、稀、少”等）的影响，人口出生率出现了大幅下降，从1972年的38.3‰下

降到1982年的21.16‰，下降了近一倍。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动由死亡主导变为生育主导。不过，由

于新疆计划生育政策对少数民族、牧民、农村居民的影响有限，而恰恰这三类人群在新疆的比例又较

高，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一孩政策为主的只针对汉族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带来全疆人口出生

率的进一步快速下降，截至 2015年，人口出生率仍为 15‰左右，三十多年出生率只下降了 5个千分

点。当然，新疆相对内地较高的人口出生率还有一部分是由迁移人口年龄结构带来的影响。

从 2010年开始，新疆人口进入转变的第四阶段，人口出生率徘徊在 15‰左右，死亡率水平则在

5‰左右。由于长寿是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永恒目标，所以一般死亡水平的下降虽然迟缓但不会停

止，不过随着新疆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死亡率会表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新疆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

长率在2010年后略有上升，随着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变动的相对平稳，人口机械变动将会左右新疆总

人口的走向。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新疆人口在变化模式上有相似之处，表明有共同的影响因素在起作用，比

如新中国成立后的医疗服务体系的建立、三年困难时期和计划生育政策等等。但是从局部来看，二者

又有不同，在转变的开始阶段，全国平均出生率为 36‰要高于新疆的 30‰；死亡率相差不大，均为

20‰左右，说明就人口增速来看，新疆人口自然增长速度起初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新疆的自然

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就死亡率而言，建国后死亡率都迅速下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与全国平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2016），国家统计局官网。

图2 全国1949～2015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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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水平相比，新疆只受到了轻微的影响。到21世纪全国平均死亡率稳定在7‰左右，而新疆仅为5‰，

这当然与年龄结构有很大关系，新疆仍然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人口。一般认为我国人口转变完成是在

20世纪末，但新疆人口转变的完成要晚十多年。目前，全国人口平均出生率稳定在12‰左右，而新疆

的出生率却依然波动在15‰左右。

可见，新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其人口转变存同也存异，人口转变的差异不仅仅是发展阶段滞

后造成的，也与新疆内部多重差异有关。新疆的地区差异、民族差异以及建设兵团和地方的差异使得

新疆内部人口转变各带有其自身特性，因此只有从其内部的具体结构出发，才能将新疆人口转变的多

样性更加清晰的呈现出来。

四、结构差异视角下的新疆人口转变

（一）经济发展区域下的人口转变

新疆的地理特征通常简述为“三山夹两盆”，最北边的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为北疆，包括乌鲁木

齐、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昌吉地区、伊犁、博尔塔拉等地区，为中温带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年均气

温-4到9摄氏度，降水量在150到200毫米之间，农牧业也比较发达。山脉地区有森林资源，石油资源

十分丰富，有著名的克拉玛依油田。全区的经济政治中心首府乌鲁木齐市坐落于北疆，加上石河子市

和克拉玛依市，带动了整个北疆的经济发展，建国后北疆的经济水平就逐渐超过南疆，北疆2015年地

区生产总值为7443亿元，人均GDP为62755元。2015年末全区常住人口2360万，北疆人口896.8万，

占全区人口38%，人口数量少于南疆。

南疆位于天山山脉与昆仑山脉之间，大部分地区位于盆地之中，南疆为暖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

全年降雨量25到100毫米，广阔的地域被沙漠覆盖，人口聚居于绿洲地区，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农

业依托于塔里木河水灌溉和丰富的光照资源，经济作物棉花和其他温带水果产量丰富。工业依托于

棉花、油气资源、煤炭，已经初步形成了石油化工、煤电能源、煤焦化、棉纺以及优质果品加工等工业基

地。不过相对闭塞的交通、薄弱的基础设施和脆弱的自然环境依然是制约南疆发展的重要因素，南疆

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为 2963亿元，不足北疆的一半，人均GDP为 26123元，为三地最低。人口约为

1134万人，占全区人口的48%，近全区人口的一半。

东疆主要是指哈密和吐鲁番地区，是连接内地的交通要道，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气候类

型介于南北疆之间，地处天山东麓，人口约占新疆的14%，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为632亿元，人均GDP
为49831元人民币。

虽然上述三个地区级的人口转变数据从1998年开始，但是也能从中发现完成转变前后三地人口

的差异。从变化趋势来看，三地基本相同，同处于向低出生、低死亡的稳定状态过渡。2005年之前，出

生率和死亡率都比较平稳，南疆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在数值上都要高于北疆和东疆。2005年之后，南疆

东疆的出生率波动较大，并且在波动中缓慢上升，同时东疆的死亡率也存在较明显的波动。从数值来

看，2005年之前北疆和东疆，差别不大，出生率在14‰左右；死亡率也基本维持在5‰上下；2006年之

后，南疆的出生率迅速攀升，达到了20‰以上，而北疆则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南疆和北疆的死

亡率较为稳定，东疆的则波动较大，但最后都趋于稳定。

从图3来看，1998年至2004年，新疆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是十分平稳的，如果单就这一人口指标

来看，似乎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南疆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稳定值要高于其他两个地区。2006年新疆第

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

条例〉的决定》，虽然对少数民族人口计划生育提出了具体要求，但政策实施力度和约束力都有所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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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2007年之后，三地出生率都有所反弹，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南疆地区。南疆地区人口出生率从

2006年的13.58‰反弹到2007年的20.22‰，并在其后一直保持在20‰以上；相比而言，东疆地区的人

口出生率反弹较小，从12.86‰回升到16.36‰；而北疆地区影响最小，仅从11.05‰增长为13.88‰，从

数据来看已经基本完成了人口转变。当然，也不排除这些人口数据或许存在着一定的质量问题。

进一步从测量现代化尺度的英克尔斯指标中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总体上北疆在经济发展方面

已经达到了现代化的标准，东疆次之，南疆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较现代化标准还有很大差距，这也印证

了为何生育政策的松动会在南疆出现了更大程度的生育反弹。当然，除了经济原因，少数民族人口和

农村人口占比高以及少数民族人口较汉族人口更倾向于早育的特性等都是造成南疆出生率高于北疆

的原因，但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若将新疆整体人口转变（图1）与分地区的人口转变折线图（图3）放在一起对比就会发现，新疆整

体人口转变趋势掩盖了南疆明显回升的出生率；分别观察之后可以发现，南疆人口转变过程中生育水

平波动较大，而北疆出生率保持平稳，人口转变较为平稳。

（二）民族结构差异下的新疆人口转变

据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新疆人口 2181.58万，其中汉族人口 882.99万，所占比重为

40.47%，少数民族人口1298.59万，所占比重为59.63%。2016年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末新疆人口为

2359.73 万，其中，汉族人口 861.1 万，所占比重为 36.49%，少数民族人口 1498.63 万，所占比重为

63.51%。五年间汉族人口减少，少数民族人口增多，除了人口的机械变动外，主要还是人口自然增长

的原因。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少数民族数量已达到55个（李建新，常庆

图3 南北东疆1998～2015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

资料来源：新疆统计年鉴（1999、201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官网。

现代化指标（经济发展）

人均GDP（2000年美元价格）

农业产值占GDP的比例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

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

现代化标准值

6399
15
45
30

北疆

8048
11.8
48.7
40.1

南疆

3155
24.3
36.9
69.3

东疆

6019
13.5
37.9
55.1

备注

+
-
+
-

资料来源：新疆统计年鉴（201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官网。

表1 2015年北疆、南疆、东疆部分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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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2015[16]），不过在新疆众多少数民族中，人口超过百万的少数民族只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

2015年人口分别为1130.33万、159.12万、101.58万，分别占新疆总人口的47.91%、6.74%、4.31%，少数

民族主要集中牧区和农村地区。2017年以前，在新疆，汉族和少数民族在人口生育政策存在着差异，

如按照2003年新疆颁布实施的计划生育条例，第三条实施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是每个公民和全社

会的共同责任，所以无论是否是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在控制人口控制生育问题上的立场是相同的，但

在第十五条明确了不同民族、城乡、牧区享有不同的生育政策，“城镇汉族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一个子

女，少数民族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汉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少数民族农牧民

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图4描绘了从1978年至2015年，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口转变的过程。

从图4可以看出，从1978年开始，少数民族出生率的下降十分有限，几乎保持在20‰以上，只有

少数年份低于20‰，如2005年和2006年为18.5‰左右。究其原因有三，首先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

展水平有关。从全国来看少数民族多集中于老少边穷的地区，新疆也是如此，虽然在城市中少数民族

占据相当比例，但在相对落后的农牧区则比例更高，使得少数民族人口缺少实现现代化的契机；其次

是宗教文化的影响，新疆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而穆斯林认为，胎儿是阿拉的馈赠，不能随

意节制生育和堕胎（从恩霖，2000[17]；李建新，2007[14]），所以新疆少数民族在维持高生育率方面有其宗

教特殊性；最后一点是计划生育政策差异。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允许少数民族生育两胎或多胎，所

以少数民族人口的多胎比例比较高。可以说以上三个原因共同作用使得新疆少数民族出生率保持较

高水平。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口死亡率下降十分明显，从1978年的10‰以上，下降到2013年的5‰
以下，死亡率的水平和全疆平均水平相差不大，而出生率却大大高于全疆平均水平，尤其是在90年代

后期，全疆出生率由20‰逐步下降至15‰。新疆少数民族人口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出生率、较低的死

亡率和相对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而汉族人口的出生率则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6.54‰下降到1986年的9.7‰，然后从

图4 新疆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1978～2015）
资料来源：《新疆人口统计年鉴1999》《新疆人口统计年鉴201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九八四年人口统计资料》《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九八五年人口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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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开始缓慢上升，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因为人口惯性增长出现了人口出生率的峰值，在1993
年达到16.53‰。随后又逐渐下降，至2008年出现明显的低谷，之后出生率略有回升，整体来看呈现波

动下降的趋势。就死亡率来说，前期基本保持在2.8‰左右，从1992年之后随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

出现了逐步回升的态势。1978年汉族流动人口较多，由于迁移人口的选择性，迁移人口多是年轻健康

的汉族人口，所以死亡率更低，低于3‰。随着迁移人口的定居，出生率的下降，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

化。从表4可以看出，汉族的老龄化速度要远远快于少数民族，1990年汉族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仅

为3.18%，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就已经达到8.92%，超过了老龄社会临界值，汉族人口已经进入老

龄社会，但少数民族人口还未进入。

从图4中对比可知，新疆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口转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所以分民族来看，从20世

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新疆汉族人口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死亡率的回升是由于年龄结构的影响，而

出生率整体来看是稳中有降的，这符合人口转变理论中完成人口转变后的人口变化趋势。从新疆少

数民族人口相对高的出生率来看，少数民族未完成人口转变，还处于相对较高的人口增长阶段。由于

这一差异，在不考虑人口迁移的条件下，未来新疆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口比例将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少

数民族人口在全疆总人口中的比例将不断上升。

（三）新疆兵团人口转变

在新疆人口转变的过程中，除了区域差异、民族差异，其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地方之间也存在

表2 新疆汉族和少数民族老龄化水平（单位：%）

民族

新疆

汉族

少数民族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1990年

3.91
3.18
4.35

2000年

4.67
4.94
4.48

2010年

6.48
8.92
4.82

资料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00年人口普
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

资料来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1996）》，《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2016）》。

图5 新疆兵团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195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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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较大差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15年末总人口276 .6万人，占全疆汉族人口的32.0%，占全疆人口

的 11.7%。作为全国最后一个生产建设兵团，虽然在 20世纪 70年代曾一度被撤并，但其基本保持了

屯垦和戍边两大职能。无论是戍边官兵，还是大型团场从事工农业生产的群体都极大地影响了兵团

人口结构（王朋岗等，2012[18]）。根据 2016年统计年鉴数据，新疆兵团总人口的性别比为 110，男性要

明显多于女性；此外，劳动力人口比重比较高，2015年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0.7%，人口呈现

两头尖中间宽的菱形。201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2‰，机械增长率为10.7‰，机械增长占总增长的

90%，是自然增长的近10倍，所以人口迁移增长是兵团主要的人口增长方式。由于人口迁移因素的强

烈影响，兵团人口显示出了其人口转变的独特性。

从图5可以看出，兵团人口的转变不同于一般的人口。由于第一批兵团人口大多是解放军战士

和转业军人及其家属，所以年龄较轻，而且身体健康，从一开始兵团的死亡率就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

从1953年到2015年六十多年间，兵团死亡率未超过6‰，整体出现了一个十分缓慢的上升，从3‰左

右上升到了5‰左右。这一方面是由于年龄结构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兵团人口构成发生了变

化，从原来以军人为主体的人口，到后来以居民为主体，所以死亡率才会有这样微弱的变化。从出生

率变化来看，在兵团成立之初，因为军队的性别比问题，难以实现普遍的婚配，所以出生率十分低；但

是随着军人的定居，从外地迁入的女性和当地女性成为兵团军人成婚的对象，加之国家有计划、有组

织地从内地组织大批青年移居新疆提高了适婚和育龄人口所占比重，所以出生率出现了一个迅速的

攀升，从起初的15‰到60年代达到峰值的55‰，高出生率水平持续了十多年时间。

20世纪70年代，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兵团局部开展，加之兵团建制1975年撤销，农场企业划归地

方带来兵团人口大量减少，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兵团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到80年代中期，出生率已

经降到了10‰左右，十几年的时间下降了40‰之多。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兵团的恢复，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实施，兵团人口又出现了回升，大量外来育龄迁移人口拉升了持续下挫的出生率（刘月兰，王学

华，2008[19]）。

新疆兵团的人口转变，因为死亡率几乎不变，所以按照出生率的变化趋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军人转业定居阶段（人口迁入阶段），出生率稳步提高，类似于人

口转变四阶段论的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兵团人口高出生率在维持了10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出生

率出现了大幅持续下降；80年代之后，兵团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进入低水平的平稳阶段，基本完成了

人口转变。如今新疆兵团的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近几年接近死亡率，自然增长率接近趋于零增长。

对于兵团这一本身具有生育潜力的人口，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的高出生率，由于占兵团绝大多数

的汉族人口婚育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同时还由于迁入的人口多是来自已经完成人口转变的地区，所

以可以预见，即使新疆兵团未来的定居人口增加，人口生育水平上升也不会十分明显。

五、结 语

人口转变是西方人口学家根据西方人口变化资料总结形成的经典人口理论，在解释后发国家人

口转变的过程中本身就存在着不适用的情况，人口转变的地区特色已经在许多研究中呈现出来

（Leete、Alam，1993[20]；Locoh，Hertrich，1994[21]；Hayes，1994[22]）。新疆作为西部欠发达的省份，与内地其

他省份相比，在人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各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就新疆整体而言，新疆人口转

变不仅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新疆内部还存在着很大差异性。就新疆内部差异方面，首先表现在

地区差异上，北疆人口转变先于南疆，城市先于农村；其次，表现在民族差异上，汉族人口转变先于少

数民族；此外，新疆兵团人口转变呈现出特殊轨迹。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尚处于生育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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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新疆部分地区和民族人口可能存在着反弹的态势。事实上，由于新疆内部结构差异性较大，任

何忽视这种差异性的描述都会掩盖新疆人口转变的杂糅性和复杂性。因此，从内部结构差异的视角

来描述新疆人口转变，能够更清晰的呈现出新疆人口转变的特征和趋势。

新疆人口内部结构三个维度的描述易于我们对新疆人口转变特征的理解和解释。地域划分主要

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解释。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现代化的一个突出面向，能够有效地驱动人口转变，能

够很好地解释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不同人口转变阶段。民族划分主要强调政策法规和宗教文化的解

释。文化是影响人口转变的重要因素，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也关注传统和现代文化在影响人口转变

过程中的作用，而人口转变理论在跨文化应用的过程中发现，不同文化会与当地物质因素一同形成路

径依赖，从而影响人口转变的过程（Dirk J. Van de Kaa，2008[2]）。兵团与地方的差异主要从人口迁移和

独特的体制中寻找解释。兵团与地方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人口，兵团的特殊性表现在高迁移率及因之

而生的特殊人口转变路径，并且未来也会因为政策、产业调整等制度性原因而发生变化。当然以上三

种结构划分本身存在着交叉性，比如南疆地区与少数民族相叠加，兵团建制与汉族人口高比例相重

和，所以即使做出了相应的划分，各局部人口转变的原因凸现出来，但仍然不能忽略其他因素的影响。

人口转变的影响因素是复杂的、综合的，即使分析的单位落到了地市一级。事实上，从新疆人口转变

结构上的差异性，阶段上的不同步性，影响上的复杂性可以折射出新疆在社会转型期、现代化进程中

发展问题的特征。笔者希望通过以上结构差异分析，从人口转变的视角透视分解出新疆发展问题的

“多元”性，期望引出对新疆问题中的“杂糅性和复杂性”的再思考，牢牢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

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更好地实现国家一带一路发展

愿景。

最后，虽然本文主要讨论的人口转变是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内容，即出生率和死亡率从传统上的高

水平状态转变到低水平状态，但由于新疆内部人口转变的差异性，出现了南疆和少数民族人口还处于

第一次人口转变之中；北疆和汉族人口已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转变，并出现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部分特

征；而兵团人口则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和政治功能，处于类似于第三次人口转变，即迁移人口影响

下的人口结构变迁的过程中。由于第二次人口转变涉及家庭结构的变迁（Dirk J. van de Kaa.1987[23]；

Lesthaeghe and Surkyn，2004[24]）和第三次人口转变需要更详细的迁移人口数据（Coleman，2006[25]），未

来笔者希望根据本文的发现和新的数据去探究更加广义和细分的新疆人口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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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Xinjiang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Differences

LI Jian-xin，YANG Jue，JIANG n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ixth census data in 2010，the latest statistical yearbook and other data，this paper descripts
and analysi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Xinjiang from a structural differences view. Compared with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transformation process，population in Xinjiang is still at the late stage of transition，slower than
the country. From the view of Xinxiang internal structural demographic transition differences，northern Xinjiang ahead
of southern Xinjiang，the city ahead of the countryside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national differences，Han
ahead of ethnic minorities. There are also the special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ath of the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
struction Corps in which floating population is in the majority .In Xinjiang，the differences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o
a certain extent，reflects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xinjiang are coexist variously，the fundamen⁃
tal and complexity of the superposition of multiply. In fully understand the population in Xinjiang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difference，we can better promote national unity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to pro⁃
mote social stability and security，to better complete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Key words】Demographic Transition；Construction Perspective；Problems in Xinjiang；The 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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