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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陆杰华，谷俞辰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代表世界人口大国的中国和美国在 2021 年陆续发布 2020 年人口普查初步结果。最新人口普

查数据显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人口观念的转变，两国在人口数量和结构特征层面呈现出一些共
性特征。例如总和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与大规模老年群体叠加造成的结构性老龄化，区域发展不平衡
与高度城市化共同带来的协调发展困境，整体劳动力市场萎缩与家庭内部经济支持的矛盾等。因此，基
于国别人口学的研究视角，关注二战之后美国人口国情，研究美国人口各要素变化的特征及其趋势，为
准确把握我国人口发展趋势、科学应对我国人口问题提供更加现实的研究依据和崭新的研究视角。本
文基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重点分析 21 世纪美国人口变化的新特征。一方

面，从数量和结构两个维度出发，总结其在总量、年龄、性别、城乡、地区、族裔、劳动力、家庭等方面变迁

的主要特征，并综合其人口动态变化与静态形势的发展特点，对未来美国人口变化的基本趋势做出一定
预判。另一方面，参考美国应对相关人口问题的成功经验，提出我国可以通过引入海外人才，鼓励老年
人再就业，政府和市场合作促进西部开发，发挥大都市区龙头作用，更好地应对我国目前面临或未来可
能产生的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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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出生率降低、预期寿命延长等人口变动特征的出现和深化，世界正在经历部分相似的人口
［1］
转变过程和一些共性的人口问题，
欧美、亚洲、拉美及非洲等主要地区也表现出区域差异和区域内
［2］
的相对统一。
然而，由于各国人口变迁的历史起点、影响人口变动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强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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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各不相同，国家间会长期呈现不同发展阶段的相应特征和自身独特的演变进程。因此，深
入研究各国的人口国情以及国家间人口各要素变化的相对差别，对于准确把握我国人口发展趋势，
尤其是新时代出现的新人口问题提供了更加现实的研究依据和崭新的研究视角，使中国人口学得以
借助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有效提升自身研究的全面性和前瞻性。
美国既是一个发达国家，同时也是一个人口大国。因疫情推迟的美国 2020 年人口普查结果于

2021 年 4 月开始陆续发布，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所反映的人口数量和结构特征在延续基本趋势之外

也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变化，如族裔构成的深刻变动、移民依赖加剧等。与此同时，我国第七次人
口普查数据也已公布，数据显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人口观念的转变，我国人口出现了老龄化
加剧、生育水平下降等与发达国家（地区）相似的境况，这进一步说明了在国别人口学的研究视角下，
关注美国人口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对回应我国人口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不过，迄今国内学界对美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特征及其变化的研究较少，已有的研究重点关注美
国人口结构在年龄、族裔、分布等方面的变化。横向研究主要探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三级养老服务
［3］
［4-6］
和管理行政体系、
少数族裔人口变化及其对美国政治格局和外交策略的影响、
传统的单中心集
［7］
中式城市格局与无中心扁平式分散空间格局间的差异等。
部分学者还采取纵深视角，关注美国人

口变动史，分析重要人口政策与政治、宗教、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 20 世纪美国人口结构变化

［8-9］
及其反映和影响的国内经济结构变动情况等。
一些延伸研究则基于美国低生育率、老龄化、族群

多样化、家庭结构多元化、族裔分布不平衡的趋势，对美国社会不平等性及其引发的各种社会冲突和
［10］
分裂展开深入讨论。

从已有研究可以发现：一方面，美国面临着发达国家（地区）甚至许多发展中国家（地区）存在的
共性问题，包括总和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与大规模老年群体叠加造成的结构性老龄化，区域发展不
平衡与高度城市化共同带来的协调发展困境，整体劳动力市场萎缩与家庭内部经济支持的矛盾等；
另一方面，美国又呈现出带有本土特征的独特性问题，如近年来保守政策造成种族与族裔矛盾加剧，
年轻移民的迅速增加大幅度缓和了本国人口增长动力的疲软。为此，有必要明确美国人口现状和变
动呈现的共性与个性，在未来的人口研究中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学界目前的研究视角大多只涉及美
国人口数量或结构的单一特征，对其整体态势和各因素间的互相作用考察不多，使用的数据对象基
本为 2000 年以前的人口普查数据，时效性和创新性不足，诸多研究也仍停留在对美国人口相关数据
的分析和解读层面，从中提取经验用于推进中国人口学术研究和政策设计的意识较弱。

因此，本文首先基于国别人口学的研究视角，利用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人口普查数据，重点

分析美国人口动态变化的主要特征，从数量和结构两个维度出发，总结其在总量、年龄、性别、城乡、
地区、族裔、劳动力、家庭等方面变迁的主要特征，而后进一步对 21 世纪以来的最新人口变化展开更
详细分析。最后，综合美国人口动态变化与静态形势的主要特点，对未来美国人口发展趋势做出一

定预判，总结其对中国人口公共政策的借鉴启示。

二、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人口动态变迁的主要特征

1. 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但近年来增速放缓

1950 年至 2020 年美国人口净增 2 亿多人，年增长率达到 1.13%，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成为仅次

［11］
［12］
于中国和印度的世界第三人口大国。
受 1946 年至 1964 年“婴儿潮”
一代推动，
20 世纪 50 年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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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50-2020 年美国总人口数变动情况
总人口数

增长人数

增长率（%）

1950

151 325 798

19 161 229

14.50

1970

203 211 926

23 888 751

13.32

179 323 175

1960

226 545 805

1980

248 709 873

1990

281 421 906

2000

308 745 538

2010

331 449 281

2020

27 997 377
23 333 879
22 164 068

18.50
11.48
9.78

32 712 033

13.15

22 703 743

7.35

27 323 632

9.71

资 料 来 源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Decennial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by Decades［Z/OL］
［2021-06-21］
.
.https://www.

census.gov/programs-surveys/decennial-census/decade.html，下同。

国出现 18.5% 的最高人口增长率，并在

90 年代出现历史上最大的人口数量增

长——3 271 万人。而后随着外来移民

数量趋于平稳和出生率下降，美国人口
［2］
增长率持续放缓，
令其与欧洲、东亚

等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加速带来
的严峻挑战。
2. 年龄中位数与 65 岁及以上的老

年人口占比同步上升

受“婴 儿 潮 ”一 代 影 响 ，1950 年 以

来美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先降后升并在

2010 年攀升至 37.2 岁，2020 年美国年

龄中位数只增不减，因为从 2011 年元

旦开始，美国每天至少有 1 万名出生于

“婴儿潮”时期的老人达到 65 岁，且“婴
儿潮”带来的老龄化动力将持续 20 年

［12］
才能结束。
此外，不同性别的年龄中

位数差距明显，1950-1970 年男女人口

年龄中位数差距由 0.6 岁扩大到 2.5 岁，

其后一直稳定在该水平。

此外，年龄结构受到既往生育趋势
图1

1950-2010 年美国人口分年龄段占比变动情况

的巨大影响，不同阶段美国人口生育率
的变动极大地影响了其人口的年龄构

成。 图 1 显示，18 岁及以下人口群体逐步缩小，从 1950 年的 31% 下降至 2010 年的 24%，18-44 岁人
［3］

口占总人口比例也在 1960 年下降至 60 年内的最低水平，1990 年又达至最高点，期间的波动主要受到

［13］
“婴儿潮”群体的影响。
而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逐渐上升，从 1950 年的 8.1% 增加至 2010 年

的 13.0%，2011 年随着“婴儿潮”一代开始步入 65 岁，老年人口占比在 1990 年以来的停滞局面将出现
［12］
逆转。

3. 性别比先降后升，女性始终多于男性

美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约为 105 左右，但由于男性在每一年龄段的死亡率高于女性，因此在总体

人口中女性多于男性。1950-1970 年美国人口性别比持续下降，而后又逐年上升至 2010 年的 97，性

别比的再次上升主要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男性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女性人口的增长速度，
［13］
男性移民也明显多于女性，同时男性死亡率的下降幅度较大，
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性别比下降幅

度的逆转。
4. 城市化程度高，不同区域城市化程度相近

1920 年后美国城市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二战后美国利用战争机会大力发展其工业和服

务业，而繁荣的城市工业和服务业进一步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源源不断地吸引农村人口流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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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以填补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也直接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1950 年美国城市人口占比达到 64%，1970

年超过 70%，而后其城市化水平稳步提高。

从主要区域来看，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东北部的城市化程度较高，已达到 79.5%，其次为西部地

区，城市人口比例为 69.5%，城市化程度最低的为南部地区，仅为 48.6%。2010 年美国西部已成为美
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城市人口比例为 89.8%，东北部紧随其后，为 85%，而南部经过二战后的

快速工业化，与中西部同样在 2010 年拥有超过 3/4 的城市人口。美国不同地区的城市化程度之所以

产生差异，主要源于美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呈现高度协调的状态，是工业化过程中资本、劳动、土地等
资源要素向制造业的聚集促进了人口的流动，从而推动城市化，而城市化又继续对工业化产生促进
［1］
作用。
然而，尽管各区域城市化程度仍有一定差距，但差距在不断缩小，城市化程度均较高。

5. 人口向南部和西部集中趋势明显加强

［13］
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美国人口呈现向西和向南的稳定移动轨迹。
1950 年大部分美国人

口居住在中西部和南部，占比分别为 29.38% 和 31.19%，而到 2010 年多数美国人口居住在南部和西

部，占比分别为 37.10% 和 23.30%（见图 2）。由于人口基数大且增速快，1950 年以来南部地区人口数

量始终最大，而西部地区人口增长迅速，远高于其他三个区域，逐渐超越东北部和中西部成为美国第
二大人口聚集地区。美国人口向南部和西部迁移的原因，主要由于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大量出生于
生育高峰期的人口成年后在当地面临较少的工作机会，劳动力市场竞争较为剧烈，促使其离开出生
地并前往有较多工作机会的南部和西部地区，同时南部和西部地区也由于拥有丰富的工作机会而留
［15］
住了当地的年轻人，
使得其人口增长迅速。

6. 移民成为种族多样性增加的重要基础

1950 年以来美国人口的种族多样性不断增加，而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大量移民则是美国种族

和民族多样性增加的重要基础。数量上看，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美国白人和黑人以外的种族人口仅

［13］
占总人口的 1% 左右；2010 年后其他种族人口超过了黑人的人口比例，
美国不再是白人一统天下，

［5］
也不再是黑白分明。
其中，西班牙裔/拉美裔人口在 1970-2010 年间占比增长了近 3 倍，从 4.5% 增长
［6］
至 16.3%，成为美国第一大少数族裔。
因此，在前所未有的白人人口流失之下，美国人口增长对其他

［16］
种族或族裔群体的依赖将逐渐加大。

7. 劳动参与率有所提高，主要源于女性大量加入劳动力队伍

美国妇女劳动参与率从 1950 年的 33.9% 增长至 2010 年的 62.2%，成为促进美国劳动参与率从

1950 年的 59.2% 增长到 2010 年的 67.5%

的主导因素。二战后，快速的经济增长

扩大 了 对 劳 动 力 的 需 求 ，加 之 各 项 有
利于妇女外出工作的社会运动和立法，
［17］
使得妇女大量加入劳动力队伍。
1950

年至 2010 年期间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

与率差距也持续下降，从 52.5% 缩减至

［18］
11%。

从年龄组别来看，无论是男性还是

女性，劳动力市场的主导力量均为 25-

图2

1950-2010 年美国各地区人口占比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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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岁、35-44 岁、45-54 岁三个年龄组，其中男性 25-34 岁、35-44 岁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高达 90% 以

上。而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由于退休年龄的限制，男性从 1950 年的 45.8% 降至 2010 年的
19.5%，由于劳动参与率的总体上升，女性劳动参与率略有提高，从 1995 年的 9.7% 上升至 2010 年的

11.1%。

8. 家庭户规模有所下降，呈现家庭小型化趋势

1950-2010 年美国家庭户规模从 3.54 人下降至 2.47 人，呈现明显的家庭小型化趋势。二战时低

迷的生育率导致家庭规模的急剧缩小，而后 1946-1964 年的“婴儿潮”一代对家庭规模小型化起到了
［3］
一定的缓冲作用，
1970 年后移民迁入减少和独居人口比例上升使得家庭户规模再次下降。总体来

看，美国家庭规模小型化的成因主要在于家庭生活的变化，双亲家庭在离婚、再婚和同居等现象增多
［19］
的情况下逐步减少，加之单亲家庭的上升和生育率的下降，使得美国的家庭规模进一步缩小。
至于

1990 年和 2000 年期间家庭户人口数的极低降幅，可能是由于较多的移民迁入以及多数移民家庭规
［13］
模较大的缘故。

三、21 世纪以来美国人口动态变化的新特点

从 2000 年以来美国人口普查的各项数据来看，其人口变迁在数量、结构等层面的基本发展趋势

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并呈现一些新的变化特点：

第一，从人口规模上看，2000 年后美国人口增长率出现低谷值，对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依赖加

［2］
剧。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人口增速下降速度和幅度均有所扩大。
其中，截至 2020 年 4 月 1 日全美

人口约为 3.314 亿，相比 2010 年仅增长 7.4%，为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低增幅，也是首次

进行人口普查以来第二低①。

这一变化与全国范围内人口生育率降低和外来移民数量趋于平稳等因素有紧密联系。近年来
美国女性生育意愿持续下降，2019 年总和生育率为 1.73，相较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3.77 下降较大，也
低于 90 年代 2.08 的水平。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5 月 5 日发布报告称，2020 年美国的生育
率创下自 1979 年以来最低，每 1 000 名女性仅生育 1 637.5 个孩子，仅靠国内人口自然增长难以达到

维持人口稳定的目标②。婚姻和生育意愿的下降也导致美国家庭户规模持续收窄，家庭模式逐渐转
［8］
向小型化、无子化，离婚率和单亲家庭占比上升。
与此同时，随着二战后“婴儿潮”一代进入老年阶

段，美国老年人口（尤其是 65 岁以上人口）的增长率将持续高于年轻人口的增长速度，加剧了生育率

［20］
疲软造成的人口增长不足问题。
但相比于出现人口负增长情况的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美国在整

体上仍保持着较好的人口增长活力。此外，由于西语拉丁裔和非洲裔生育意愿较高，未来少数族裔
［5］
或将成为人口自然增长主要动力，
同时美国劳动力市场对外来移民的依赖将大大增强。

第二，从年龄结构上看，美国社会老龄化进程早且稳定，但近年来老龄化呈现加速的态势。按照
65 岁老年人占人口比率计算的社会老龄化率来看，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之一，

［21］
20 世纪 40 年代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1975 年美国 65 岁以上人口的比重超过 10%，达到 10.5%。

2010 年后受到 1947-1965 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影响，65 岁以上人口比例增长呈现明显加速的趋
① 美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缓慢的 10 年是 1930-1940 年间，增长率为 7.3%。

② 新生人口能覆盖死亡人口需要的出生率约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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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势，达到 13.0%，
与此同时，美国人口

的预期寿命达到 78 岁 ① ，进一步加剧了

［2］
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

因 此 ，在 此 前 相 当 长 的 一 段 时 间
内，美国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地区）人
口中位年龄更加年轻，但未来美国也将
与欧洲、东亚等国家（地区）一样，面临
［22］
人口迅速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
同

时，由于本地人口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将

图3

1950-2010 年美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及占比

图4

1950-2010 年美国男性、女性人口数量及性别比

保持长期稳定的低增长状态，老龄化趋
势的加剧也会导致未来美国人口的增
［4］
量更加依赖移民的流入。

此外，美国各州老龄化差异较大，
从 2010 年普查中年龄中位数统计数据

来看，四个普查地区年龄中位数最老的
地区是东北部（39.2 岁），其次是中西部
（37.7 岁）、南 部（37.0 岁）和 西 部（35.6
岁），这一现象也与近年来美国人口（尤

［15］
其是年轻群体）向南部和西部迁移有直接关系。

第三，从性别结构上看，美国人口性别比始终稳定在 100 以下，近年来上升趋势明显（见图 4）。

自 1950 年以来美国人口的性别比始终低于 100，1970 年后性别比开始呈现上升态势，主要由于 20 世

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男性人口的增长速度大于女性人口的增长速度，加之移民群体中男性多于女性，
共同促成了性别比下降幅度的逆转。而多年来性别比的持续性均衡也为美国社会尤其是婚姻家庭
［23］
方面的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四，从城乡结构上看，美国城市化进程稳定在极高水平，但尚未进入逆城市化阶段。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城市人口就已超过农村人口，占比达到 51.2%，2000 年美国总体平均城市化率达到
［24］
82%，一些都市圈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 100%，美国城市化进程逐渐接近稳定静止状态，
成为世界

上城市化比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人口迅速城市化也带来交通拥挤、城市犯罪、环境污染、地价飞涨等

一系列问题，在政府修建高速公路等政策的促进下，大量中产阶层以上家庭开始从市中心迁往郊区，
二战后，美国人口郊区化达到高潮，1970 年郊区人口数量超过中心城市人口，1980 年美国郊区人口

［8］
占比由 1940 年的 15.3% 上升至 44.8%。
不过，与部分发达国家（地区）不同，美国尚未出现明显的逆

城市化现象。

第五，从空间分布上看，美国人口重心向南部和西部转移，政治力量格局随之变动。2000 年以
来美国南部和西部高科技产业等新兴产业发展较快，接受移民更多，人口增速强劲，占总人口比重增
［7］
加，传统行业集中的东北部和中西部陷入产业停滞危机，人口占比持续缩减。
锈带州（Rust Belt）陷

① 1950-2010 年的 60 年间，美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增加了 10 岁，从 1950 年的 68.6 岁增加到 2010 年的 7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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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50-2010 年美国人口历史中心变动表

年份

人口中心

1950

伊利诺伊州克莱县

1970

伊利诺伊州圣克莱尔县

1990

密苏里州克劳福德县

2010

密苏里州得克萨斯县

1960

伊利诺伊州克林顿县

1980

密苏里州杰斐逊县

2000

密苏里州菲尔普斯县

［25］
入持续衰退，阳光带州（Sun Belt）出现繁荣。

受此影响，2017-2020 年 4 年累计，全美 GDP 增

长 4.0%，而 得 州 、佛 州 、加 州 分 别 增 长 5.9%、

7.3%、7.7%，俄勒冈州增长 8.8%，科罗拉多州

增长 10.8%。与此相反，纽约州和整个大湖区
［20］
累计增长率仅有 0.6%。

受各区域不同人口基数和增速影响，1950

年以来美国人口中心整体向西南方向小幅度
转移。

美国宪法规定众议员名额按照各州人口比例进行分配，南部和西部的部分州由于人口的增长获
［26］
得了新的国会席位以及相应的总统大选选举人票数，美国政治权力向南部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

1910-2000 年间，西部和南部的众议院席位分别增加了 14％和 206％，东北部和中西部议席分别减少
［8］
了 33％和 30％。
具体到各州，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在近 20 年内国会席位稳定增长，而伊利诺伊

州、密歇根州、纽约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则持续减少。这些席位增加的州多为共和党目前享
有政治优势的地区，或将导致后者在众议院的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扩大。
第六，从族裔结构上看，白人和黑人仍为主要的种族和族裔群体，同时拉美裔和亚裔驱动增强。
［4］
作为发达国家，美国保持较高人口增长速度的重要原因是大量移民，
据联合国统计，美国拥有全球

［21］
20％的移民，
而尽管非西班牙裔白人①在数量和比例上仍然是美国最大的主要种族和族裔群体，但

其增长速度也最慢，2000-2010 年间白人 1% 的增速导致其成为唯一一个在总人口中比例下降的主

要种族群体，其占总人口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75% 降至 2010 年的 72%。拉美裔人口增速则持续保持

［8］
在较高位置，或将取代非洲裔美国人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
他们在语言、文化、宗教背景和生

活习惯上与来自欧洲等地的老移民截然不同，将对白人主体文化形成强大的冲击。
而 2000-2010 年间亚裔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美国其他种族群体，相比于美国总人口 9.7% 的增

［5］
长速度，亚裔人口从 1 020 万增长到 1 470 万，43% 的增长速度为美国人口增速的 4 倍多。
与此同时，

亚裔家庭的中位年收入是 8.58 万美元，高于全美家庭 6.18 万美元的中位年收入，亚裔的整体贫困率

也仅有 10%，同样明显低于全美 13% 的

［6］
平均水平。
相关调查也表明家庭成员

至少有一位在亚洲出生的美国家庭年
平均收入是 4.19 万美元，超过所有其他

在外国出生的美国人，来自亚洲的移民

家庭的平均收入要比土生土长的美国
［21］
人的平均收入高出近 10％。
因此，相

较于其他移民，亚裔人口增速强势且教

育水平和家庭年收入高，或将成为美国
图5

2000-2010 年美国各族裔增速及占总人口比重变化

① 即来自欧洲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

page
52

POPULATION
JOURNAL

［2］
人口发展的新生力量。

总第 251 期

2022.1
vol.44

总体来看，外来移民的持续增长和少数族裔较高的出生率大大缓解了美国人口增长动力疲软的
问题，弥补了美国劳动力缺口，改变了国内整体产业结构，使美国人力资源优势得以保持，生产、消费
得以较快增长。然而，随着美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国家和社会，种族矛盾也有所加剧，
［20］
社会撕裂难以弥合，白人至上主义和排斥移民的政治倾向与人口增长的需要背道而驰，
未来人口

增长率极有可能进一步降低。
第七，从劳动结构上看，美国整体劳动参与率持续提升，男性和女性的职业参与更加平等，
“千
禧”一代逐渐替代“婴儿潮”一代成为劳动主力。随着职业劳动和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以及基础教育
［18］
和高等教育的扩展，美国人口就业呈现普遍化态势，男性与女性在职业劳动领域的参与更加平等。

与此同时，2020 年普查人口金字塔显示 1982-1999 年出生的“千禧”一代数量达到 8 222 万人，是目前

［17］
美国人数最为庞大的一代成年人群体，也成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
占到整个市场的 35%，远

高于“婴儿潮”一代的 25%。不过，新生人口的减少趋势与“婴儿潮”一代步入老年阶段的重合会导致
［10］
美国劳动力缺口的不断扩大，造成本国劳动力市场对少数族裔和移民的依赖加剧。

四、美国中长期人口发展趋势
1. 总人口稳定增加，人口增长速度持续放缓

未来 40 年美国人口将持续增长，预计人口平均每年净增长 180 万人并于 2060 年突破 4 亿大关。

但人口的增长速度将持续放缓，将由 2030 年前的每年 230 万人下降至每年 180 万人，并于 2040 年
至 2060 年间继续下降到每年 150 万人。人口的年增长率预计将达到 0.7%，在发达国家范围内仍算

强劲。

同时，2030 年开始国际移民数量将超过自然增长，成为美国人口增长的一大动力。2030 年预计

美国通过自然增长增加 100 万人，通过国际移民增长 110 万人；2060 年预计通过自然增长增加约 50

［25］
万人，而国际净移民的数量则为该数字的 2 倍，为 110 万人，
国际移民逐渐成为美国人口增长的主

导因素。

2. 步入老龄化社会，但较其他发达国家（地区）相对乐观

［12］
美国与中国同样正步入银发社会，随着“婴儿潮”一代步入老年，老年人口数量将持续上升，

2030 年“婴儿潮”一代均超过 65 岁，每 5 个美国人中就有 1 个是老年人，2034 年老年人口数量更将首

次超过儿童数量。2060 年美国老年人口将达到 9 500 万，占比达到 25%，而 85 岁及以上人口预计到

2035 年将增加 1 倍，到 2060 年增加近 2 倍。

［25］
在此情况下，老年抚养比大幅上升，2010-2060 年老年抚养比预计从 21 上升至 41，
但生育率下

降带来少儿抚养比的轻微下降，
从 2010 年的 38 下降至 35，两者相
比之下，更显老年抚养比的增长
迅速。不过，尽管美国与其他发
达国家（地区）都已进入老龄化社
会，但人口结构总体上较日本、加
拿大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相对年
轻。

表3

2020-2060 年美国总人口分年龄段占比预测（%）
2020

18 岁以下

21.80

45-64 岁

24.57

18-44 岁

65 岁及以上
85 岁及以上

100 岁及以上

35.11

2030

20.78

34.31

22.32

2040

18.89

22.96

23.39

22.87

32.58

20.07

20.82

0.03

0.03

0.05

2.50

2060

19.17

16.52
1.97

2050

19.87

3.71

31.77
21.01
4.56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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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传统上由于在每一年龄段男性比女性的死亡率高，老年人口中女性远超男性。但根据预
［22］
测，由于男性预期寿命的增加，老年人口中男女比例不平衡的局面在未来几十年将有所改善，
并

通过影响丧偶和离婚比例，对老年生活的支持和照料产生重要的改变。2060 年 65 岁以上人口的性

［25］
别比例将由 2020 年的 81 上升到 86，而 85 岁以上人口中男女性别比将由 30 上升到 65。

3.“婴儿潮”加剧老龄化问题，移民对年龄结构年轻化作用增强

未来 40 年总人口的年龄结构受到“婴儿潮”一代的老龄化和移民趋势影响而产生巨大变化。

2010 年大概 3/5 的美国人口处于 20 岁至 64 岁，但到 2030 年随着“婴儿潮”一代的老去，处于劳动力年

［12］
龄段的比例将下降至 55%。
但外来移民将大大减轻这种影响，也即一国的老龄化会因年轻人的移
［25］
民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减缓。

4. 劳动人口增长率低于人口自然增长率

未来 30 年预计美国劳动力增长率为 0.6%，低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数量上看，劳动力数量将于

2050 年增长至 1.92 亿，其中 1 亿为男性，9 200 万为女性。在劳动力的不同年龄类别中，由于“婴儿

［12］
潮”一代的老龄化，55 岁及以上群体预计将经历巨大变迁，
2020 年该群体达总劳动力的 20%，其后

在 2050 年稍微下降至 19%。
“ 婴儿潮”不但极大地影响了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力年

龄中位数的增加，但随着 2015 年“婴儿潮”一代的退休，年龄中位数将缓慢下降，预计到 2050 年回落

［18］
至 39.7 岁，其中男性降至 39.9 岁，女性劳动力的年龄中位数则稍高于男性。
在劳动参与率方面，无

论是总人口，还是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均呈现下降趋势，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将从 2010 年的
67.5% 下降至 2050 年的 61.5%，其中男性劳动参与率下降 6.4 个百分点，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 5.6 个

百分点。2010 年至 2050 年期间，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始终高于女性，虽然其差距有所缩小，但缩小趋

势较弱。

5. 种族多样性继续加大，非西班牙裔白人仍为主导

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死亡人数上升，预计非西班牙裔白人将于未来几十年内

萎缩，于 2060 年下降至 1.79 亿人，但就其占比而言，非西班牙裔白人在未来几十年内仍然是美国最

大的单一种族或族裔群体，约至 2045 年才不再占据美国人口的大多数。

未来几十年美国将成为一个更多种族和种族多元化的社会，2060 年白人以外种族将占总人口的

32%。其中，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种族群体（即多种族）的美国人口增速最快，其次是亚洲人和西班

［25］
牙裔，
但西班牙裔和多个种族的人口增长来自族裔自然增长，亚洲人数量增长的主要动力则是

较高的净国际移民。
表4

2020-2050 年美国各种族/族裔占总人口比重预测（%）
2010

白人

56.98

56.73

4.29

5.07

8.98

黑人
亚裔及其他

9.13

西班牙裔

61.12

非西班牙裔
非西班牙裔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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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48.73

2030

56.98

2040

57.52

2050

57.86

6. 移民人口持续上涨，亚洲

取代拉丁美洲成为最大的移民输
出地区

美国约 1/7 的人口在其他国

9.47

10.09

10.69

11.21

家出生，大约 3 600 万美国人可追

10.92

13.00

15.29

17.60

可追溯至其祖父母一代甚至更

60.34

4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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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60.08

45.19

7.10

60.03

43.65

8.16

59.62

41.87

溯至父母一代，而 3/4 的美国人则

早。按照该趋势，生活在美 国 的
移 民 数 量 预 计 到 2060 年 达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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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00 万，外国出生人口比例高达 17.1%。外国出生人口数量的增加将深刻改变美国人口的年龄结

构、种族和民族构成、劳动力市场等，而年轻一代的移民相较本土同龄人更可能拥有全职工作，这将
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转产生重要影响。
总体来看，美国最大的移民输入地一直在改变，21 世纪前大多数来自拉丁美洲，其次为亚洲国

［25］
家。进入 21 世纪，亚洲取代拉丁美洲，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输出地区。

五、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的启示
从以上对美国人口数量和结构层面的分析和探究可以发现中美人口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一些共
性现象，包括人口增长动力不足、老龄化问题严峻、区域发展不平衡等。而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人口
问题出现早，应对经验丰富，一些成功的政策回应与实践可以对我国解决人口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
和启示。
1. 高度重视引入海外人才

移民政策能有效地对美国社会的老龄化挑战形成缓冲。2017 年美国新移民的平均年龄为 31

岁，低于 38 岁的总人口平均年龄，同时移民的高生育率还可以拉动总和生育率回升。而针对人口老

龄化的美国移民政策包括以下要素：首先吸引年轻移民，其次引进医疗工作者以满足老年群体需求，
最后建立灵活的整体政策框架，以针对不断变化的需求进行调整。同样迈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对移
民仍抱持谨慎态度，为延缓老龄化趋势，政府应适度开放移民政策，鼓励更多的优秀人才获得中国
［27］
国籍。

2. 鼓励老年人再就业

从美国劳动参与率来看，仍有一定比例的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参与工作。美国的社会就业计划

为老年人提供了技能培训和就业平台，弹性退休制度为主动延迟退休的老年人提供退休金奖励，大
多数岗位也不允许雇主强制雇员退休，再加上《反就业年龄歧视法》和平价医疗法案的推行，为老年
［27］
人的就业提供充分法律和制度保障。
但目前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老年人就业市场，应将老年人才

的开发利用纳入人才建设的总体规划，鼓励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延迟退休和推进老年人就业的法律
保障建设，使得老年人也能够投入到工作和对社会的建设当中。
3. 政府和市场相结合促进西部开发

美国人口在 1950 年至 2010 年间逐渐向西部移动，美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

设、教育和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法规以支持和鼓励移民，同时发挥私人投资的作用，通过政府和市场相
结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合，提高开发效益。我国虽然制定了西部开发的大量配套政策，但相比美国
优惠不足，应在政策优惠和法令保障方面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根据当地情况实行确切有效的具体措
施。同时还需扩大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调动民间资本参与积极性，从而实现西部地区高
［28］
效率、高效益的开发。

4. 发挥大都市区的龙头作用促进城市化

美国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而中国则是世界上城镇化最快的国家，尽管两国的城市
化动力不同，但美国城市建设的经验对中国推进新型城市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美国城市化过
程中，大都市区扮演着重要角色，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和大洛杉矶区三大都市带的 GDP 占全美份额的
3/4 以上。我国同样应推进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发挥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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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在城市发展上的龙头作用。同时，政府还应在城市的规划上起协调和引导作用，使得城市间形成
［24］
合理分工、竞争有序的公共设施体系，充分发挥其经济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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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2021，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representing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ies，succes‑

sively released the initial results of the 2020 censu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census data，with the socio-eco‑

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hange of people’s population concept，the two countries show some common

aspects in terms of population quantity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such as structural aging caused by the

superposition of lower total fertility rate and large-scale elderly groups，the dilemma of coordinated develop‑
ment caused by 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high urbanization，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hrinkage of the overall labor market and the economic support within the family. Therefore，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national demography，paying attention to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the U. S. population after

World War II and stud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the changes of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U. S.

population provide a more realistic research basis and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accurately grasping

China’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trend and scientifically dealing with China’s population problems.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of American Census since 1950s，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Amer‑
ican population change since the 21st century. On the one hand，starting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quanti‑

ty and structure，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its changes in total amount，age，gender，

urban and rural areas，regions，ethnicity，labor force and families，and makes a certain prediction of the ba‑

sic trend of population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uture by integrating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
tics of its population dynamic change and static situation. On the other hand，referring to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dealing with relevant population problems，it is proposed that China can

learn from and implement the population policy of introducing overseas talents，encouraging the reemploy‑

ment of the elderly，government and market cooperation to promote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and give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Metropolitan areas，so as to better deal with the population problems that China is

facing or may aris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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