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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及其分化研究
要基于 圆园员员 年 悦匀粤砸蕴杂 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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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现状及其群体内健康差异情况袁为更好发展农村养

要院

老服务和健康政策提供建议遥

基于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冶渊悦匀粤砸蕴杂冤圆园员员 年全国基线调

查数据袁运用 杂孕杂杂 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卡方检验袁分析中国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水平及其

超过 猿园援园豫的受访者健康自评结果为野不好或更差冶袁愿怨援远豫的受访者日常生活能够

分化现状遥

自理袁苑愿援园豫的受访者能够独立进行社会活动遥

中国农村老年人总体健康水平较差袁农村老年

人口内部健康分化明显袁健康分层与社会分层基本吻合遥当前针对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政策应以整合
养老服务政策与健康政策为基本导向遥
关键词院农村老年人曰人口老龄化曰健康自评状况曰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院 砸员怨缘

文献标志码院 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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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正式步入老龄化国家行
列袁同时也进入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遥 圆园员园 年第六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缘冤0远原源源园原园园源

观健康水平进行了综合比较分析袁 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应对性政策建议遥

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袁中国 远园 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了 员援苑愿 亿袁 而到了 圆园员猿 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 圆
亿袁占总人口的 员源援怨豫遥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不仅关乎

一尧资料与方法
渊一冤 数据来源

老年人个体的生活质量和生命数量袁更关乎到整个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国家层面上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应对袁因此袁老年人的

调查中心渊陨杂杂杂冤于 圆园员员 年开展的野中国健康与养老

健康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意义袁加强对
老年人健康水平的研究是老龄化政策分析的基础性
工作遥 从已有文献来看关于老年人健康水平的研究
存在以下问题院一是过于强调对老年人健康水平的
城乡差异袁而忽视了农村老年人内部的健康分化趋

追踪调查冶渊悦匀粤砸蕴杂冤全国基线调查遥 悦匀粤蕴砸杂 全国
基线调查于 圆园员员 年开展袁覆盖 员缘园 个县级单位袁源缘园

个村级单位袁约 员 万户家庭中的 员援苑 万人袁最终调查
有效样本 员苑 缘愿苑 人袁覆盖全国 圆愿 个省份袁样本未覆

盖地区为西藏尧宁夏尧海南尧台湾以及香港和澳门遥根

势曰二是在健康指标选择上忽视了客观指标与主观

据本文的研究目的袁 对该样本进行了年龄和户籍的

指标的差异性袁缺乏将这两项指标进行综合比较分

筛选袁最终获得 远园 周岁以上农村老年居民样本共 缘

析的研究曰三是在健康水平分析上缺乏一定的理论
视角袁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简单描述阶段袁缺少必要
的理论分析遥本文通过对全国最新调查数据的分析袁
从健康分层和健康不平等的视角对农村老年人主客

愿园远 个遥

渊二冤调查内容
悦匀粤蕴砸杂 的问卷设计参考了国际经验袁 包括美

国 健 康 与 退 休 调 查 渊匀砸杂冤尧 英 国 老 年 追 踪 调 查

基金项目院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科基金项目 野江苏省农村老年人口医疗服务利用研究院 基于政策供给与需求的视角冶

渊圆园员源杂允月员苑远冤袁国家中管局中医药政策研究项目渊在再再孕原圆园员缘渊远原愿冤冤袁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野福利多元视角下的社会服务支持体

系研究冶渊员源杂匀月园园员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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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耘蕴杂粤冤 以及欧洲健康尧 老年与退休调查渊杂匀粤砸耘冤

等遥 悦匀粤砸蕴杂 问卷内容包括院个人基本信息袁家庭结
构和经济支持袁健康状况袁体格测量袁医疗服务利用
和医疗保险袁工作尧退休和养老金尧收入尧消费尧资产袁
以及社区基本情况等遥
渊三冤研究方法
员援 健康测量指标选择

从现有文献来看袁我们很难对健康做出一个毫
无争议的定义袁 但由于老年人群体在健康获得上的

窑源源员窑

渊二冤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及分化现状
农村老年人认为自己身体健康状况 野一般冶和

野不好冶的比例较大袁分别占 源愿援远豫和 圆远援圆豫袁可见农
村老年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的评价并不乐观遥

不同性别渊字圆越远猿援怨愿圆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和不同年龄组

渊字圆越远猿援圆怨园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的农村老年人健康自评状况

具有显著差异渊表 员冤遥 男性自评健康状况野极好冶尧
野很好冶尧野好冶和野一般冶的比例都要高于女性袁而自评

健康状况野不好冶和野很不好冶的比例则是女性高于男

脆弱性袁因此袁在对老年人健康水平进行测量时应尽

性遥 随着年龄的增高袁自评健康野极好冶尧野很好冶尧野一

可能选择与老年人健康特征相接近的指标袁 比如以

般冶的比例不断下降袁而自评健康野不好冶和野很不好冶

老年人口健康的突出特征要要
要野虚弱冶来建构虚弱指

的比例呈上升趋势遥 虽然都是老年人袁 但仍然显示

用生活活动能力渊陨粤阅蕴冤量表来测量老年人的健康水

不同受教育程度渊字圆越缘源援猿圆缘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和不同

数袁或是通过综合日常自理能力渊粤阅蕴冤量表尧工具使
平遥 考虑到客观指标往往只考虑到健康的某一方面袁
而忽视了健康的其他方面袁因此袁通过主客观指标同
时对健康水平进行测量能够更好地反映老年人的健
康水平遥 最终袁本文将健康自评状况和 粤阅蕴尧陨粤阅蕴 作
为评价老年人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遥
圆援 分析方法

出袁年龄越大袁自评健康状况越消极遥
地区渊字圆 越员圆园援源园员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农村老年人的健康自
评状况具有显著差异渊表 圆冤遥 受教育程度越低袁其自
评健康状况越消极遥 受教育程度越高袁 其自评健康
野不好冶和野很不好冶的比例逐渐下降遥 东部地区农村

老年人自评健康 野好冶尧野很好冶尧野极好冶 的比例均最
高袁其次是中部地区袁西部地区比例均最低袁可见东

采用 杂孕杂杂圆园援园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袁对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分化采用卡方检验分析遥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二尧结果与分析
渊一冤样本概况
根据一般经济地理划分原则将调查省份分为中
部尧 东部和西部三类地区袁 其中东部样本 员 怨源苑 个

部地区农村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相比于中西部地
区农村老年人来说要更好一些遥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袁健康自评状况野很好冶和
野好冶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袁而自评野很不好冶的比例
则不断下降遥卡方检验结果显示袁收入与自评健康状
况存在显著相关性渊字圆越缘苑援愿愿源袁 孕 约 园援园园员袁表 猿冤遥
渊三冤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及分化现状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量表分为两个部分院粤阅蕴泽 相

渊猿猿援缘豫冤袁中部样本为 员 愿圆圆 个渊猿员援源豫冤袁西部样本为

关的问题包括六项院穿衣尧洗澡尧吃饭尧上下床尧上厕

渊源愿援缘豫冤袁女性 圆 怨愿苑 人渊缘员援缘豫冤袁女性略高客观反映

力遥 陨粤阅蕴泽 相关的问题包括五项院做家务尧备餐尧购

老人 猿 远远圆 人 渊远猿援员豫冤袁苑园耀苑怨 岁的中龄老人 员 远源圆

社会活动的能力遥 通过对以上十一个问题按照自理

配偶共同居住的老人 渊含已婚和同居冤 共 源 圆圆愿 人

自理冶尧野轻度依赖冶尧野中度依赖冶和野重度依赖冶四个

圆 园猿苑 个 渊猿缘援员豫 冤遥 全 样 本 当 中 袁 男 性 圆 愿员缘 人

所尧 大小便控制袁 用以测量老年人最基本的自理能

了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女性化倾向遥远园耀远怨 岁的低龄

物尧管钱尧自己吃药袁用以测量老年人独立自主进行

人渊圆愿援猿豫冤袁愿园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源怨怨 人渊愿援远豫冤遥 有

状况进行赋值袁最终将农村老年人 粤阅蕴 分为野完全

渊苑圆援愿豫 冤袁 没 有 配 偶 共 同 居 住 的 老 人 共 员 缘苑愿 人

层次袁将农村老年人 陨粤阅蕴 分为野独立进行冶尧野轻度

过私塾或小学毕业的 员 源员愿 人渊圆源援缘豫冤袁这反映了农

示袁生活能够自理的农村老年人占 愿怨援远豫袁生活自理

渊圆苑援圆豫冤遥 文盲或半文盲的老人 猿 愿圆猿 人渊远缘援怨豫冤袁读
村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基本特征遥

农村老年人经济状况较差袁人均年收入仅为
员 员园猿援员远 元袁家庭年均收入为 愿 远苑圆援猿源 元遥 其中无
收入组渊收入为 园 元冤占 远源援苑豫袁低收入组渊收入为
员耀员园园园 元冤占 圆员援员豫袁中等收入组渊收入为 员 园园员耀

员园 园园园 元冤占 员园援愿豫袁高收入组渊收入为 员园 园园园 元
以上冤占 猿援源豫遥

下降冶尧野能力受限冶和野严重下降冶四个层次遥 表 源 显
能力下降或丧失的农村老年人占 员园援源豫曰 能独立进
行社会活动的农村老年人占 苑愿豫袁社会活动能力下
降或严重受限的农村老年人占 圆圆豫遥 可见袁在 陨粤阅蕴

各项目的自理难度上要高于 粤阅蕴 项目遥 从基本数据

来看袁需要照料或长期护理的老年人所占比例不小遥
按照野是否完全自理冶和野社会活动能力是否完
好冶 将农村老年人 粤阅蕴 和 陨粤阅蕴 转变为二分变量袁

性别

健康状况

表员

男性

年龄

园园园 园渊园援园冤
园 员圆远渊源援圆冤
园 猿愿圆渊员圆援怨冤
员 源员缘渊源苑援苑冤
园愿源园渊圆愿援猿冤
园圆园源渊远援怨冤
表圆

咱灶渊豫冤暂

自评健康状况的性别与年龄差异
女性

园园 员员渊园援源冤
园 员远员渊缘援愿冤
园 源缘苑渊员远援猿冤
员 猿怨员渊源怨援苑冤
园 远远苑渊圆猿援愿冤
园 员员圆渊源援园冤

极好
很好
好
一般
不好
很不好

园
园
园
员
园
园

远园耀远怨 岁
园员园渊园援猿冤
圆园员渊缘援缘冤
缘员愿渊员源援圆冤
愿缘远渊缘园援怨冤
愿愿远渊圆源援猿冤
员苑圆渊源援苑冤

苑园耀苑怨 岁
园园园员渊园援员冤
园园远怨渊源援圆冤
园圆缘园渊员缘援猿冤
园苑缘员渊源远援园冤
园源远苑渊圆愿援远冤
园园怨源渊缘援愿冤

文盲尧半文盲

园园园远渊园援圆冤
园员远苑渊源援源冤
园缘猿缘渊员源援员冤
员 苑怨员渊源苑援员冤
员 园缘缘渊圆苑援苑冤
园圆源愿渊远援缘冤
猿 愿园圆渊员园园援园冤

极好
很好
好
一般
不好
很不好
合计

小学尧私塾

初中及以上
园园员渊园援圆冤
园源源渊苑援怨冤
园愿怨渊员远援员冤
圆愿园渊缘园援缘冤
员圆猿渊圆圆援圆冤
园员苑渊猿援员冤
缘缘源渊员园园援园冤

陨粤阅蕴 项目样本总量有缺失遥

人数

西部

园园园猿渊园援员冤
园园源苑渊圆援猿冤
园 圆源愿渊员圆援圆冤
员 园猿源渊缘员援员冤
园 缘远猿渊圆苑援愿冤
园员猿园渊远援源冤
圆 园圆缘渊员园园援园冤

中等收入

园园园渊园援园冤园
园猿缘渊缘援苑冤园
园怨苑渊员缘援苑冤
猿圆园渊缘员援苑冤
员源苑渊圆猿援苑冤
园圆园渊猿援圆冤园

园园园源渊园援猿冤园
园园远愿渊缘援远冤园
园员远怨渊员源援园冤
园缘源员渊源源援愿冤
园猿源苑渊圆愿援苑冤
园园苑愿渊远援缘冤园

农村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和进行社会活动能力情况
咱灶渊豫冤暂

陨粤阅蕴
能独立进行社会活动
社会活动能力轻度下降
社会活动能力受限
社会活动能力严重下降

中部

园园园 猿渊园援圆冤
园园 苑怨渊源援源冤
园 圆缘缘渊员源援园冤
园 愿远猿渊源苑援缘冤
园 缘员猿渊圆愿援圆冤
园 员园猿渊缘援苑冤
员 愿员远渊员园园援园冤

咱灶渊豫冤暂

低收入

无收入

粤阅蕴
完全自理
轻度依赖
中度依赖
重度依赖

东部

园园园缘渊园援猿冤
园员远员渊愿援猿冤
园猿猿远渊员苑援源冤
园怨员园渊源苑援圆冤
园源猿猿渊圆圆援源冤
园园愿源渊源援源冤
员 怨圆怨渊员园园援园冤

不同收入分组的自评健康状况

园园 园缘渊园援员冤
园 员远源渊源援源冤
园 缘圆缘渊员源援员冤
员 愿猿圆渊源怨援源冤
园 怨苑源渊圆远援圆冤
园 圆员员渊缘援苑冤

量表

咱灶渊豫冤暂
地区

园园园源渊园援猿冤
园园苑源渊缘援猿冤
园圆员源渊员缘援圆冤
园苑猿猿渊缘圆援员冤
园猿猿园渊圆猿援缘冤
园园缘员渊猿援远冤
员 源园远渊员园园援园冤
表猿

极好
很好
好
一般
不好
很不好

愿园 岁及以上
园园园渊园援园冤
园员苑渊猿援缘冤
园苑园渊员源援圆冤
员怨怨渊源园援源冤
员缘缘渊猿员援缘冤
园缘员渊员园援源冤

自评健康状况的受教育程度与地区差异

受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

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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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源源圆窑

高收入

园园圆渊员援园冤园
园员远渊愿援猿冤园
园源缘渊圆猿援猿冤
园怨源渊源愿援苑冤
园猿园渊员缘援缘冤
园园远渊猿援员冤园

是在 陨粤阅蕴 项目上袁农村男性老人都好于女性老人袁
低龄老人都好于高龄老人袁 有配偶老人都好于无配

偶老人袁受教育程度更高尧收入水平更高老人处于更

缘 圆园圆渊愿怨援远冤
猿愿猿渊远援远冤
员源员渊圆援源冤
园愿园渊员援源冤

加优势的位置遥

源 源远缘渊苑愿援园冤
园 缘怨圆渊员园援猿冤
园源员缘渊苑援猿冤
园 圆缘圆渊源援源冤

人认为自己的健康水平不好袁同期进行的 圆园员员 年全

再将年龄尧性别尧婚姻状况尧受教育程度尧收入水平尧
所在地区等分类变量与老年人日常自理能力进行交
互分析遥 结果显示袁除了 粤阅蕴 与东中西部地区之间

三尧结论与政策意义
渊一冤农村老年人整体健康水平不高
从健康自评状况指标来看袁超过 猿园豫的受访老

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中城市老年人当中认
为自己健康水平不好的在 圆园豫以下 咱员暂袁这再次证明
了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普遍低于城市老年人的研究
结果咱圆暂遥 从生活自理能力指标来看袁日常生活不能自
理的农村老年人约为 猿援愿豫袁这一结果要高于第六次

人口普查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约占 圆援怨缘豫的结果曰这
说明农村健康结果最差的老年人比重也已经超过了

没有显著性差异袁其他各项如性别尧年龄尧受教育程

全国平均水平遥因此袁无论从主观指标还是客观指标

度尧婚姻状况尧收入水平等变量上的差异都表现在

来看袁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水平都不容乐观袁也亟需

员豫或 缘豫水平上显著遥 其中袁无论是在 粤阅蕴 项目还

要进行健康和养老政策的干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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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分化明显袁健康分层
与社会分层呈现重叠趋势

窑源源猿窑

会政策应以整合养老服务政策与健康政策为基本导
向遥 一是转变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的内容和方式袁不

通过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农村老年人群体之间

断提升基层社区卫生机构向老年人提供康复尧照护

健康水平的卡方检验结果显示袁农村老年人内部健

和转诊服务的能力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袁尽

康分化明显遥 其中袁性别尧年龄尧受教育水平尧收入水

可能压缩老年人带病带残生存时间遥 二是依托社区

平尧婚姻状况都是影响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显著

发展医养结合式的基本养老服务袁提高农村老年人

变量遥 从数据结果来看袁男性健康水平明显好于女

特别是中西部留守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利用水

性袁受教育水平更高尧收入水平更高的农村老年人的

平袁实现社区养老服务由单一功能向生活照料尧医疗

健康水平更高袁这一结果与其他数据调查结果相接

服务和精神慰藉等多重功能的转变遥

遥 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都是衡量个体社会阶层位

咱猿原源暂

近

置的重要指标袁数据结果也表明农村老年人健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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