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 章  要是當年中國不實行
計劃生育會怎麼樣？

4.1  1980 年決定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時代背景

1949 年之後，由於中國在醫療衛生等方面得到長足的

發展，死亡率急劇下降，預期壽命由 1950 年的 35 歲延長

到 1980 年的 68 歲，中國人口從 1949 年的 5.5 億增加到 1980 年

的十億。人口增加主要是因為「死的太少」，而不是「生的太

多」，是因為中國社會發展明顯超前於經濟發展。

加上當時文革的一些僵化經濟政策，這種人口增長與經

濟發展矛盾日益明顯。1973 年全國城鄉計劃生育工作全面展

開。1973 年 12 月，全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彙報會上，提出計劃

生育要實行「晚、稀、少」。「晚」是指男 25 週歲、女 23 週

歲才結婚；「稀」是指兩胎間隔一般要在四年以上；「少」是

指只生兩個孩子。此後在各地的宣傳中出現了「一個不少、兩

個正好、三個多了」的口號。可見當時對控制人口是小心翼翼

的，而不像那個年代對其他事情一樣暴風驟雨。中國婦女總

和生育率從 1973 年的 4.54（平均每個婦女生育 4.54 個孩子）

快速下降到 1977 年的 2.84（與現在印度差不多）、1980 年

的 2.24。就是說在 1970 年代後期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已經接

註：本章完成於 2006 年初，預測是以 2005 年為起點（本章所說的

「現在」指的是 2005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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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代更替水平，而伴隨經濟的發展，人們生育意願將不斷降

低。由於壽命增加在延緩，只要維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在

低慣性增長一段時間後，就會停止增長。隨著農業技術的推

廣、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之間的矛

盾就會逐步得以解決。比如 1976 年袁隆平的雜交水稻開始在

全國稻區推廣，糧食大幅度增產。可見 1970 年代那樣的寬鬆

計劃生育到 1980 年的時候應該停止而不應該再強化。

1960 年代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迅速，引起發達國家的

擔憂，《人口爆炸》、《增長的極限》紛紛出籠（雖然西方

國家自己從來沒有控制人口，但卻希望發展中國家控制人

口），1970 年代全球掀起了一股強大的新馬爾薩斯主義思

潮。宋健 1978 年到歐洲開會，某些研究所向他提議用控制論

研究人口。1

1978 年標誌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人們極其希望很快改變落後的狀態，為此，中央還提出「大幹

快上」、「一年初見成效，三年大見成效」的要求，並提出

到 2000 年實現四個現代化。當時認為要發展經濟，就得減少

人口分母，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組長陳慕

華在 1978 年就提出「一胎化」的設想，並在各種會議上不遺

餘力地鼓動。

陳雲很早就提出了通過計劃生育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

張。他說：中國人多，必須節制生育，現在糧食、布疋、學校

都很緊張，都與人口多而且增長快有關係。這些主張，由於文

化大革命的發生等原因，沒有被採納。文革結束以後，陳雲重

提這個問題。在 1979 年 6 月給陳慕華的信中，他指出：限制

人口、計劃生育問題同國民經濟的發展一樣重要。並建議採取

五條計劃生育的措施：

1、大造輿論；

2、制定法令，只准生一個；

3、加強避孕藥物工作；

4、優待獨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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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實行社會保險。2

1979 年胡耀邦為馬寅初平反，感嘆：「批錯一個人，增

加幾億人。」

在這種政治氛圍下，從 1978 年開始，以宋健為首的航天

部（原七機部）的一些人員（李廣元、于景元）和西安交通大

學的教師（王浣塵、蔣正華、王月娟、邵福慶），分別率先用

控制論的方法預測我國人口發展。依照宋健自己後面的話說：

「我是學自然科學的，對數理化自然非常感興趣，但對社會科

學，那個時候，可以說我是一竅不通，領導說什麼，我就覺

得，哦，那就是真理。」3 田雪原 1979 年從教育部的行政崗位

上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中

央要為馬寅初先生平反，為馬寅初平反的一些工作就落到田雪

原的頭上，田雪原 1980 年開始研究人口問題。

1980 年 2 月，新華社公佈了宋健、田雪原等人「花了不到

兩個月時間」（梁中堂語）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

的「人口控制論」方法研究出來的「百年人口預測報告」：

如果按中國當時的生育水平延續下去，2000 年中國人口要超

過 14 億，2050 年中國人口將達到 40 億；即使今後平均每位

婦女只生兩個孩子，也要到 2050 年中國人口達到 15 億後，才

能停止增長。4 這種預測結果要是考慮到經濟發展（降低生育

率）和科技進步（增加土地的人口承載能力）以及壽命延長

已經減緩的話，本不應該引起恐慌。但學術界還處於「一日被

蛇咬，三年怕草繩」的心態：1980 年中國人口才十億，糧食

就已經短缺，要是增加到 15 億，等於多出三分之一的人口來

分有限的資源，中國肯定崩潰，要想提高生活水平，就必須減

少人口。新華社這一預測結果發佈後，引起人口學界和政界的

很大震動。一些人甚至產生了恐慌心理，驚呼中國已人滿為患

了。當時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時代，對科學和人才已

經到了迷信的地步，因為這是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和我國控制

論最高權威合作的「課題」結論，在中央及民眾中影響都相當

大。國務院副總理專門詢問了預報的計算情況。錢學森和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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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許滌新等致函國務院，希望重視這一研究工作的意義。當

時的情況是：領導提出「一胎化」的設想；學者以科學的形式

為長官意向詮釋；5 然後領導又迷信學者的「論證」。捏了個

泥菩薩，還真以為顯靈了，然後當成神來供。

1980 年宋健在《光明日報》撰文說：「我們絕不應該保

持前兩年每個育齡婦女平均生 2.3 個孩子的生育水平。為使

我國人口將來不再有大幅度增長，應該在今後 30~40 年的時

期內大力提倡每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這是為了克服從 60 年

代到 1970 年代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後果不得不採取的緊急措

施，是為了糾正我們過去在人口政策上所出現的錯誤所必須

付出的代價，是根據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權衡利弊而作出的

最優選擇。」「英國生態學家根據英國本土的資源推算，現

在 5600 萬人太多，應該逐步降到 3000 萬人，即減少 46%；荷

蘭科學家研究的結果是現在的 1350 萬人口已經超過了 4 萬平

方公里上的生態系統所能負擔的限度，應該在今後 150 年內降

到 500 萬，即減少 63%。」6

1981 年宋健從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後中國適度人

口數量，結果表明，如果生育兩個孩子，我們整個民族將一直

處於不良式供應狀態。如果在一百年左右時間內，我們的飲

食水平要達到美國目前水平，中國理想人口數量應在 6.8 億以

下。從淡水資源看，中國的水資源最多只能養育 6.5 億人。同

年田雪原等也得出中國最適人口應該在七億以內的結論。7

1985 年 11 月 19 日鄧小平在會見巴基斯坦總理居內久時

說：「中國有中國的情況。中國的人口如果不加控制，到本世

紀末就會達到 15 億，人口的增長會超過經濟的增長。因此，

我們的人口政策是帶有戰略性的大政策。」

受宋健的「百年人口預測報告」的影響，1980 年開始，學者

提出了五花八門的計劃生育方案，比較有代表性的有下面幾種：8

（1）有人主張「我國人口近期宜取負數發展」，建議 20 年

內採取一切措施，進入人口的負增長。要實行鼓勵自願不育戶

和獨身者的政策，每隔五年開展一個「無嬰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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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人提出我國人口要降到七八億的「適度人口」的

觀點。

（3）另一種觀點則影響很大，幾位學者建議從 1980 年起

大力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到 1985 年普遍做到「一胎

化」，到 2000 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可接近零，全國人口可控制

在 11 億以下。這個「一胎化」方案曾對我國的人口政策產生

了直接影響。1980 年有關部門曾公開提出「力爭在 1985 年把

人口增長率下降到 5‰，在本世紀末以前做到不增不減」。

（4）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首要意圖是要在 20 世紀內，將中

國的人口總數控制在 12 億之內，這一目標最早是在宋健、田雪原

的（預測）〈在實行中（21 世紀初的 20~30 年）不用擔心高齡化

問題〉發表後，9 於 1980 年 9 月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三次全體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確定的，其後，在同年中共中

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

公開信〉中，在 1981 年第五屆人大第四次會議上，在中央辦

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全國計劃生育工作會議紀要〉中

和 1984 年中央批轉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黨組關於計劃生育工

作情況彙報，即中共中央中發〔1984〕7 號文件中，都又相繼

強調了這一指標。1982 年 9 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把計劃生育

定為中國的基本國策，11 月召開的第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五次

會議通過的新憲法，更明確地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

「夫妻雙方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關於控制我國人口

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中說：「有些

同志擔心，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將來會出現一些新的問

題：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齡老化，勞動力不足，男性數目會多過

女性，一對青年夫婦供養的老人會增加。上述這些問題，有些

是出於誤解，有些是可以解決的。老化現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

以後才會出現。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可以不必擔心。實行一對夫

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將來生產發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會

福利和社會保險一定會不斷增加和改善，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

養，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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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84 年一些人口學者提出：根據農村超生實際情

況來調整控制人口的目標，將「12 億以內」調整為「12 億左

右」較為適宜。黨中央 1985 年將 2000 年人口控制目標調整

為「力爭把我國總人口控制在 12 億左右」，1990 年調整到

「13 億以內」的目標。目標改變，但政策卻沒有改變。

總結一下當時的情況：

（1）宋健認為毛澤東時期的人口政策是錯誤的，而獨生子

女政策是為了糾正毛澤東時代在人口政策上出現的錯誤。宋健的

這種認識本身是錯誤的，因為毛澤東時代人口政策並沒有錯。

（2）根據宋健等人的預測，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2000  

年中國人口要超過 14 億，2050 年中國人口將達到 40 億（這個結

論沒有考慮到很多現實因素，本文將具體分析）。

（3）當時認為即使平均每位婦女只生兩個孩子，也要

到 2050 年中國人口達到 15 億後，才能停止增長（宋健對中國

有 15 億人口不能容忍）。

（4）當時 2.3 左右的生育率是不能容忍的（要是日本和歐

洲國家能達到這個生育率，估計要舉國歡慶的）。

（5）當時認為，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後（21 世紀初的  

20~30 年）不用擔心老年化問題（事實上中國 1999 年就進入

老年化，比預期早 30 年；梁中堂認為宋健等人的預測在對一

些計算結果的解釋上瞞天過海）。

（6）當時認為不必擔心勞動力不足，但事實上 2003 年

就出現結構性勞動力短缺（民工荒），全面勞動力短缺為時

不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透露，在 2006 年

進行的一項對全國 13 個省的 1600 多個行政村的調查顯示，

74% 的行政村認為，本村 30 歲以下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已外出

打工，幾乎已沒有青年勞動力可以再繼續向外轉移。11

（7）當時認為不必擔心「男性數目會多過女性」，但事

實上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後幾年就出現出生性別比增高，現在

已經高達 120~130，這 26 年以來有近兩千萬女嬰到哪裡去了？

（8）當時認為不必擔心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問題，能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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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老有所養。但是現在養老金缺口就已經相當於一年的國民

經濟總收入，到 2033 年將出現高達八萬億的養老金缺口。

（9）當時認為中國最適人口只能在七億以內（要是在清

朝以前的話最適人口才數千萬）。

（10）獨生子女政策需要實行 30~40 年，就是說要到  

2010~2020 年才能停止。停止之後，有些學者建議允許雙方都

是獨生子女的生育二胎（由於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家庭比例較

少，意味著大多數人喪失生二胎機會），有些學者提出了「二

孩晚育方案」（這些方案只允許 36 歲以下的人生育二胎，意味

著 1970 年代出生的基本喪失生二胎機會），12 在這些方案的配

合下，宋健、田雪原的七億人口目標還是可望實現的。

（11）宋健當時認為，英國希望將人口減少 46%，荷蘭希

望將人口減少 63%。事實上這些觀點只是個別學者的觀點，英

國、荷蘭政府從來沒有用這些理論來控制人口，反而鼓勵生

育，但仍然難以阻擋人口下降和老化的趨勢。在這方面我們搶

了個第一，從理論到實踐不到一年，但這個第一是我們幾代人

都難以承受的。作為一個大國，在社會制度的探索上寧願晚些

時間也不能搶第一（這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差別），更不

能做「唯一」（比如中國目前的計劃生育政策）。

（12）宋健當時認為，「短期預測的精度與人口普查精度

一致，長期預測精度也能保持在百分之幾的水平。」13 然而僅

僅過了幾年，中國的首次百年人口預測結果就已遠遠脫離實

際。可見，即使是相當有把握的短期人口預測，也只能作為人

口規劃的參考，而不能作為指令性的人口計劃目標來執行。14

（13）當時沒有考慮不孕不育（當時不到 2%，但現在至

少有 12.5%）和丁克、單身等不生育情況（目前北京、上海的

不生育人口比例已經上昇到 30% 左右；日本婦女到 33 歲還沒

有生育的佔 49%）。
（14）當時根本沒有考慮到社會發展本身能夠降低生育

率的問題（現在上海、北京的生育意願不到 1.1，農民也不

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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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在某些學者的誤導下，直到 1985 年鄧小平還以

為要是中國不實行計劃生育的話，中國人口到 2000 年將達

到 15 億。其實即使 1980 年就徹底停止計劃生育，到 2000 年也

只比實際上的 12.4 億多增加 8000 萬人口，也就是說 2000 年人

口只有 13.2 億；即使最誇張估計，也只多增加 1.5 億，也就是

說 2000 年人口最多只可能達到 13.9 億。

據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曾毅的統計：15 「全國

有 63.1% 的夫婦只被允許生一孩，35.6% 的夫婦被允許生二

孩，1.3% 的夫婦被允許生三孩」，意味著每個婦女都結婚、

都有生育能力和生育意願、也都依照國家政策的話，平均每

個婦女只生育 1.38 個孩子（政策生育率）；考慮至少 15% 的
不生育人口，意味著要是都響應政策的話，平均每個生育婦

女只能生育 1.175 個孩子（現實政策生育率）；1980 年代不

育不孕比例沒有現在這麼高，假如當時不生育的人口總數

為 10% 的話，現實政策生育率為 1.24。因此稱 1980 年開始

的計劃生育為「獨生子女政策」一點也不為過。

根據憲法第二十五條，國家推行計劃生育是為了「使人口

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但是根據各國的經

驗，在使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過程中，人口並非決定

性因素，經濟發展才是決定性因素。1980 年的這些方案豈不

是本末倒置？

4.2  計劃生育是調控人口的「第三隻手」

婦女的生育能力是有限的，要是不實行任何限制的話，

歐洲婦女一生最多可生育 15 個左右孩子（自然極限生育

率）。但事實上，即使在 18 世紀全球人口快速增加的時候，

歐洲婦女平均也只生育八九個孩子（現在非洲一些相當於中

國 1960 年代發展水平的國家也只平均生育七個孩子），中國

婦女平均只生育六個孩子，說明中國婦女現實極限生育率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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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0 左右（自然極限生育率可能也不像歐洲那樣有 15）。體

質在各種族間有差別（就像黑人在很多體育項目上佔有優勢一

樣），白人婦女生孩子後兩三天就能逛商場，黃種人還得坐月

子（古代對坐月子更是小心翼翼，因為那個時候是以五穀雜糧

為主食，營養不足，體質差；現在食品豐富，並且都接種了疫

苗，體質增強，對坐月子也就相對隨便一些了）。

現在北美的阿米什人（Amish），過著 18 世紀那種傳統農

業社會的簡樸生活，不使用電器。青年人從 16 歲開始戀愛，

到 20 歲時結婚，不許離婚，嚴格實行一夫一妻制。不採取任

何節育措施，包括安全期避孕法，但是每個婦女平均也只生育

六七個孩子。

正常說來，女性主要育齡期是在 15~45 歲這 30 年。

將 30 年育齡期分成三段時間，15~25 歲是生育能力最強階段

（女性在 20~21 歲是一生最漂亮的時期，也是生育能力最強

的時期，可能是造物主這樣安排以吸引異性），35~45 歲是生

育能力比較差的階段。中國不育不孕症發病率在近二十年增加

十倍，那麼也意味著即使在目前仍然有生育能力的人群中，平

均自然極限生育率和平均現實極限生育率也是下降了，已經沒

有 15 和 6 了。

那麼以自然極限生育率 15 來計算，粗略假定 15~25 歲生

育六個，25~35 歲生育五個，35~45 歲生育四個。現在中國婦

女平均初育年齡已經延遲到 25 歲左右，意味著減少了六個孩

子的潛力，不孕（12.5% 人群不孕）減少 1.5 個，避孕減少二

個，人流減少一個，缺乏性生活（離婚、電視、電腦等）減

少 1.5 個，這樣算下來就只有 3~4 個的潛力了。

按照現實生育極限六個來計算，晚婚（25 歲初育）減少

一個，不孕（不是每個人，而是整個人群平均）減少 0.75 個，

避孕、人流減少 1.25 個，性生活減少（離婚、電視、電腦等）

減少 0.5 個，這樣算下來就只有 2~3 個的潛力了。而要維持社

會可持續發展、保持人口不增加不減少，平均每個婦女需要生

育 2.1 個孩子。可見，即使沒有計劃生育，需要挖潛才能使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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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達到世代更替水平。（注：上述推測是比較粗略的。）

雖然目前調控人口似乎是「右手」主導，但「左手」並沒

有退出舞臺，不久前中國的 SARS、東南亞的海嘯、美國的颶風

等都讓人隱約地感到這隻「左手」的威力。而愛滋病、禽流感

要是失控，更可能死亡數億、甚至上十億人口。

其他國家的計劃生育（family planning）是加強「右手」

的力度（現在西方國家的鼓勵生育是減弱「右手」的力度），

而中國的計劃生育（只能叫做 birth  control）卻是強制性的。

對於人口調控來說，中國這種強制性的計劃生育是憑空多出的

「第三隻手」，既有「左手」的剛性，又有「右手」的柔性，

是生產力壓迫人口的幫兇。一旦「左手」、「右手」、「第三

隻手」同時出擊，中華民族將面臨空前的生存災難。

人口學界可能會辯解：在 1980 年的時候，「左手」已經

遠去，「右手」還沒有出現，中國只好用計劃生育這「第三隻

手」來調控人口。

「右手」當時真的還沒有出現嗎？日本在 1940 年代每個

婦女平均還生育五六個孩子，但在 1950 年代經濟騰飛後生育

率急劇下降，每個婦女平均只生育兩個多孩子；新加坡、韓

國、臺灣等地區的生育率也是在 1970 年代就急劇下滑的；西

方國家在 1950 年代不孕不育人群就已經昇高到 15% 左右了，

等等。中國政府在 1980 年的時候已經申明中國將於「2000 年

實現四個現代化」了，說明對經濟發展是有信心的，中國

在 1980 年的時候避孕工具已經比較普及了，人口學界難道不

知道經濟發展和避孕對生育率的影響？可見，在 1980 年的時

候，調控人口的「右手」早就出手了，並且已經快打到鼻尖上

了。在 1971 年沒有感到「右手」的存在情有可原，但 1980 年

還沒有感到「右手」的存在，就只能說明中國某些人口學者的

水平之差了。

從其他國家的經驗看，這種經濟結構改變所引起的低生育

意願是難以逆轉的，逆轉的難度比戒毒還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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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以中國的發展水平推測沒有計劃生育
情況下中國的生育率

筆者在〈歷史和現實表明馬寅初人口論是錯誤的〉的「人

口迷霧的透視器 — 以人為本的 HDI 發展觀」一節已經比較

了人類發展指數（HDI）與總和生育率（TFR）的關係，發現

二者高度負相關，相關係數高達 －0.916。

那麼我們依據中國的歷年 HDI，以此推測要是當年不實行

計劃生育中國能有多少生育率。

在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中，中華文化圈國家和地區的 TFR 比

其他國家低；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的 TFR 比其他國家低。

考慮到中國的文化、民族心理和制度特色，中國的 TFR 只能

在 HDI~TFR 關係圖的下限，而不是中間和上限。

縱向來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隨著 HDI 的提高，進入

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行列後，都經歷過從高生育率向低生育

率的轉化。如日本，HDI 在 1870 年為 0.16，在 1913 年的時候

為 0.381，當時婦女平均都是生育六個左右孩子，但是隨著戰後

經濟的快速發展，HDI 在 1950 年達到 0.607（相當於中國 1980 年

代中期水平），生育率急劇下滑，整個 1950 年代平均只有 2.5 左

右，現在 HDI 為 0.943，生育率卻下降到不到 1.3 了。16 同樣，

韓國在 1950、1960 年代平均每個婦女生育六個左右孩子，但

隨著經濟的起步，HDI 在 1975 年達到 0.707，1985 年達到 0.78

（中國 2006 年水平），生育率在 1970 年代急劇下滑，到 1985 年

只有 1.67，現在竟然只有 1.08。泰國在 1960 年代總和生育率

還在 6.0 左右，1970 年代隨著經濟的發展，生育率急劇下降，

HDI 增加到 1985 年的 0.678（相當於中國 90 年代初期水平），

1995 年的 0.749（相當於中國 2002 年的水平）；生育率下降

到 1985 年的 2.3，1995 年的 1.95。印度在 1970 年之前生育率比

中國還要高，每個婦女生育六個以上孩子，經濟發展比中國緩

慢，但生育率也在 1970 年代開始緩慢下滑，現在印度的 HDI 相

當於中國 1980 年代中後期水平，生育率只有 2.7~2.8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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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人類發展指數的國際比較（1870~2003）16

國家 1870年 1913年 1950年 1975年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3年

中國 0.159 0.525 0.558 0.594 0.627 0.683 0.728 0.755

印度 0.055 0.16 0.412 0.438 0.476 0.513 0.546 0.577 0.602

日本 0.16 0.381 0.607 0.857 0.882 0.895 0.911 0.925 0.936 0.943

美國 0.467 0.733 0.866 0.867 0.887 0.901 0.916 0.929 0.938 0.944

俄羅斯 0.252 0.651 0.809 0.827 0.817 0.77 0.781 0.795

1970 年之後，中國已經步入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即

使不實行計劃生育，生育率也會急劇下降的。中國計劃生育理

論上始於 1971 年，但實際上 1973 年才在全國城鄉展開，但生

育率從 1970 年的 5.81 降低到 1971 年的 5.44，1972 年的 4.98、

1973 年的 4.54，這幾年本身就可以看出社會發展對生育率的影

響。以下根據中國的 HDI 估算要是沒有實行計劃生育的話，

中國的生育率會在什麼水平。1975 年和 1980 年中國 HDI 分別

為 0.525 和 0.558，整個 1970 年代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也只能

在 4.5 左右（這也是中國當時計劃生育相對來說比較順利的原

因之一）。

中國 1980 年代的 HDI 相當於日本 1950 年代水平（日本

在 1950 年代平均 TFR 只有 2.4）。印度 1997~2003 年 HDI 剛

好相當於中國 1980~1986 年水平，1997、1998、1999 年

TFR 分別為 3.3、3.2、3.1，2000~2005 年 TFR 只有 2.85（世

界衛生組織公佈的結果），17  根據美國 CIA 的 The World 

Factbook 的資料，預計 2006 年印度生育率只有 2.73。何況，

在同等 HDI 的條件下，由於文化和民族心理因素，印度人的

生育率明顯要比中國人高。

表~4.2：新加坡歷年人類發展指數（HDI）和各種族生育率（TFR）18

年份 HDI 全國 TFR 華人 TFR 馬來人 TFR 印度人 TFR

1980  0.761 1.82 1.73 2.19 2.03

1990 0.822 1.83 1.65 2.69 1.89

2000  0.886 1.60 1.43 2.54 1.58

2001 0.890 1.41 1.21 2.45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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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小看民族生育心理對生育率的影響。如表~4.3 所

示，荷蘭與比利時的社會制度一致，並且經常被同樣的統治

者所統治。1816 年兩國還曾經統一成一個國家，但這種統

一只持續了 15 年。1816 年，比利時人口比荷蘭人口多一倍

多，現在比利時人口比荷蘭人口少三分之一。這近二百年時

間內，荷蘭人口增加八倍，比利時人口只增加 2.4 倍。並且

在比利時內部，荷語社區的生育率遠遠高於法語社區。

表~4.3：荷蘭、比利時歷年人口（百萬）

1816年 1830年 1860年 1900年 1950年  2000年

 荷蘭 2.0 2.6 3.3 5.2 10.1 15.9

 比利時 4.2 4.1 4.7 6.7 8.6 10.2

再如表~4.4 所示，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人口增長很不

一致，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格魯吉亞生育率低，人口

增長緩慢，從 1926 年到 2000 年人口增加不到兩倍，而阿塞拜

疆、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

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亞穆斯林地區卻有比較高的生育率，人口

增加很快，佔前蘇聯的人口比例也不斷增加。亞美尼亞人口增

長速度也遠遠快於俄羅斯。

表~4.4：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歷年人口（百萬）19

1926 年 1939 年 1960 年 1970 年 1979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00 年 /1926 年

俄羅斯 93.5 109.3 118.9 130.1 137.6 148.0 146.0 1.6

白俄羅斯 5.0 5.6 8.1 9.0 9.5 10.3 10.4 2.1

烏克蘭 29.0 40.0 41.9 47.7 49.8 51.8 49.2 1.7

格魯吉亞 2.7 3.5 4.0 4.7 5.0 5.5 5.0 1.9

亞美尼亞 0.9 1.3 1.8 2.5 3.0 3.3 3.4 3.8

阿塞拜疆 2.3 3.2 3.7 5.1 6.0 7.1 7.9 3.4

哈薩克斯坦 6.1 6.1 9.3 13.0 14.7 16.7 16.8 2.8

烏茲別克斯坦 4.6 6.3 8.1 11.8 15.4 20.3 24.1 5.2

土庫曼斯坦 1.0 1.3 1.5 2.2 2.8 3.6 4.3 4.3

吉爾吉斯斯坦 1.0 1.5 2.1 2.9 3.5 4.4 4.5 4.5

塔吉克斯坦 1.0 1.5 2.0 2.9 3.8 5.3 6.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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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華人和印度人在新加坡同樣的制度下，上表還只反

映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差別對中印 TFR 的影響，而沒有反映

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對 TFR 的負面影響。考慮到中印的

文化、民族心理、制度因素，當然也考慮到印度的後發因素

（在同樣文化、制度、民族心理的條件下，後發國家達到同

樣 HDI 時 TFR 比先發國家低），因此筆者將中國 1980 年代生

育率估算為 2.75 是合理的（不可能超過 3.0）。

圖~8：1975 年和 2003 年全球超過 500 萬人口國家的 HDI 與 TFR

註：可見，從 1975 年到 2003 年，全球人類發展指數（HDI）在上

昇，而總和生育率（TFR）在下降；TFR 下降程度超出 HDI 上昇程

度；同等 HDI 下，2003 年的 TFR 要比 1975 年低。後行國家在達到相

同 HDI 的時候，TFR 比先行國家當年要低。

資料來源：2003 年人口超過 500 萬國家。

1975 年資料：1975 年 HDI，1970~1975 年 TFR。
2003 年資料：2003 年 HDI，2000~2005 年 TFR。

而 1990 和 2003 年中國 HDI 分別為 0.627 和 0.755，參照韓

國和泰國的下降趨勢，中國在 1990~2005 年這 15 年平均總和

生育率能達到 2.1 就不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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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國可以直接利用發達國家和自己所積累起來的知

識和手段降低生育率，比如中國、印度發展比日本、韓國、泰

國晚，但避孕手段比當年這些國家要齊全，電視等電器的普及

率等比當年這些國家高，不孕症發病率也比當年這些國家高。

印度要是僅僅依照 HDI 來估算的話，現在應該還有 3.0 以上的

生育率，但 2005 年估算只有 2.78，2006 年估算只有 2.71 了。

因此中國 1990 年代以後平均生育率可能還難以達到 2.1（不可

能超過 2.5）。

有人可能會說，在實行計劃生育情況下中國 1980 年代

平均總和生育率還有 2.4 左右，你怎麼說沒有計劃生育只

有 2.75 的生育率？2001、2002、2003 年三次 1‰ 人口抽樣調查有
個共同特點，就是從 1982 年到 1988 年這個年齡段移出人口，說

明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的 1980 年代 2.4 左右的生育率是

偏高的（人口重報多於漏報）。我們分析一下 1980 年代「獨生

子女政策」在農村遭到強烈抵制的原因：

（1）獨生子女政策本身過於苛刻，違背了人性。就像

一個社會保證每人每天有兩斤的糧食，而人們實際平均只需

要 1.2 斤，但政府卻只分配給 0.6 斤，這樣以前再和諧的社會

也會有暴力搶劫，再溫順善良的人們也會變成「暴徒」（雖然

經過搶劫也不過多獲得 0.2 斤糧食）。

（2）社會發展水平決定了 80 年代的比較高的生育意願

（應該在 3.0 以上，扣去不育不孕、單身等情況，沒有計劃生

育情況下實際生育率有可能達到 2.75）。

（3）文革下放青年約兩千萬， 1979 年起大量返城，積壓

了多年的婚姻造成了 80 年代初的生育高峰。

（4）1980 年代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恢復了傳統的農業

生產單幹模式，集體經濟消亡，對生產力的需求，對養老的擔

心使得農民不得不超生。

（5）相對來說，1980 年代是中國歷史上比較和諧的一

段時期。1980 年代初期我國的基尼係數還不到 0.3（現在已

經到了 0.45~0.5 之間），1980 年代中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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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 比 1 左右（現在上昇到四倍甚至六倍！）。當時教育還

沒有產業化，醫療產業化程度也還不高，農民在維持本身勞動

力再生產（通過醫療服務）外，還有養育兩三個孩子的能力。

農民在繳納超生罰款後還能維持基本生活。

（6）傳統生育文化沒有破壞徹底。在城市裡已經開始接

受丁克思想和同性戀的時候，中國傳統生育文化「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有子窮不久、無子富不長」（其實這些傳統生

育文化與「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是高度一致的）等在

農村還大有市場。

（7）1973 年之後中國推行「晚、稀、少」政策，城鄉規

定男 25 週歲、女 23 週歲才結婚。1980 年新的婚姻法出臺後，

將結婚年齡提前到男 22 歲，女 20 歲。加上 1979 年之後農村恢

復傳統的自然經濟，農民有早婚的意願，很多未到結婚年齡的

也提前結婚生子，造成育齡提前。

幸虧因為 1980 年代的這些原因，使得整個 1980 年代中國

婦女的總和生育率還能徘徊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但從城市角

度看，人口結構已經被破壞了。1980 年代國家對 2000 年人口

控制目標從 11 億以內、12 億以內、12 億左右再到 13 億以內的

不斷調整，就是來源於農民的超生壓力（國家在 1984 年還被

迫開了一個小口子）。

有人可能會說，正是因為實行計劃生育降低人口、製造

「人口紅利」才提高 HDI 的，計劃生育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做

出了貢獻，計劃生育還是有一些功勞的，你是用有計劃生育情

況下的 HDI 來估算生育率的，這樣不準。其實不然，計劃生

育並沒有為中國的社會發展做出任何貢獻，在〈計劃生育對中

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嗎？〉這一章將有分析。

下文預測沒有計劃生育情況下的中國人口情況。採納的生

育率數據：

1972~1979 年：4.5

1980~1990 年：2.75（不可能超過 3.0）

1990~2005 年：2.1（不可能超過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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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1971 年開始的計劃生育共減少 2.3 億人口

根據上面的推算，沒有計劃生育的話，1972 年以後

到 1979 年只能維持 4.5 左右的生育率，這樣的話，比實際

增加 6000 萬（這 6000 萬現在都結婚生子，下面對 1980 年

以後的推測都包括他們的子女），換句話說，1970 年代的

計劃生育少生 6000 萬（〈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

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1982 年 2 月 9 號中發〔1982〕

11 號）〉也認為 1970 年代的計劃生育累計少生六千多萬人，

與我用 4.5 的 TFR 推算的結果一致）。然後 1980~1989 年

以 2.75 的生育率推算，1990~2005 年以 2.1 的生育率推算，

性別比按 105 比 100 推算。那麼從 1972 年到 2005 年應該出

生 8.67 億，比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出生的 6.38 億多出 2.3 億

人口。就是說，從 1972 年開始的計劃生育到目前為止共減

少 2.3 億人口。由於 2005 年底的 13.0756 億人口有數千萬的水

分（國家統計局承認是 4600 萬），就是說現在也不會有 15 億

人口。

到 2036 年中國 65 歲以上老人將超過三億（都是在計劃生

育之前出生的），這增加的 2.3 億人口都是 31~64 歲的勞動人

口（1990 年以前出生的婦女的孩子也已經成為勞動力了），

大大緩解當時老年化壓力。對 1970 年代的計劃生育還有爭論

必要，在此略過。

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用印度作為參考，中國假如沒有實

行生育政策，人口將比目前多三億。這種算法不很準確，因

為中國 HDI 在 1975 年就比印度高。HDI 在 0.5 以下都是高生

育率，HDI 達到 0.5 之後，生育率將急劇下降。中國 1970 年

代初 HDI 就已經突破 0.5，而印度到 1980 年代末 HDI 才突

破 0.5。

計生委宣稱到 2005 年底，計劃生育少生了四億多人。這

種說法有「貪天之功（過）為己有」的嫌疑：將社會發展所致

生育率下降歸因於計劃生育。即使 1980~1989 年 TFR 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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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05 年 TFR 為 2.5，那麼到 2005 年底，1970 年代開始

的計劃生育也只累積少生 3.2 億人口，1980 年開始的「獨生子

女政策」也只少生 2.2 億人口。而依照計生委「少生四億」的

結論，那麼 1980~1989 年 TFR 當為 3.5，1990~2005 年 TFR 當

為 2.7 才行（那麼到 2005 年底，1980 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

策」導致少生三億人口）。從 TFR 與 HDI 的相關圖來看，即

使不考慮中國的文化和制度的獨特性，當年中國的 TFR 都不

可能有那麼高。考慮到中國的文化、民族心理和制度特色，中

國的 TFR 只能在 TFR 與 HDI 的相關圖的下限，而不是中間和

上限。

筆者不知道國家計生委是採納什麼指標來「診斷」生育

率，從而得出「少生四億多」的結論的。這個指標與 TFR 的

相關係數只有比 0.916 高才能說明國家計生委的診斷比我的要

準確。

4.5  沒有計劃生育的話，現在中國人口會 
達到 16 億、18 億、20 億嗎？

在很多人的腦海裡，要是沒有 1980 年代的計劃生育，現

在中國人口會有 16 億、18 億甚至 20 億，中國因為人口過多而

崩潰了。真的如此嗎？

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從 1949 年的 35 歲延長到 1980 年

的 68 歲，總人口才從 5.5 億增加到十億（1949~1970 年平均每

個婦女生育六個左右孩子，1970 年代平均也只生育 3~4 個）。

而其後平均預期壽命延長已經非常緩慢，現在是 72 歲。可見人

口增加並不容易。我上面已經提到，即使從 1971 年起就沒有實

行計劃生育，中國人口到 2005 年底也不會增加到 15 億。

1977、1978、1979 這三年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 2.84、

2.72、2.75。1980 年新華社公佈了中國人口發展進程百年

預報：「如果按中國當時的生育水平延續下去，2000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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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口要過 14 億。」第五次人口普查客觀資料（不是調整

後的數據）顯示 2000 年 11 月 1 日中國人口為 12.4 億，我

用 2.75 的生育率、用模擬 1986 年的育齡婦女結構來計算，

比 1980~2000 年實際出生人口多出 1.599 億（加上 12.4 億，

剛好 14 億；要是 2000 年以後也保持 2.75 的生育率的話，

到 2005 年初也不過 15.0 億），這說明我的預測是基本準確

的，也說明新華社發佈的預測是以 2.75 的生育率來預測的。

2.75 的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個婦女生育 2.75 個孩子，這段時間即

使平均不生育人群（不育不孕、單身等）只算 10% 的話（現

在光不育不孕人群就佔 12.5% 了），意味著有生育能力的婦女

平均生育 3.05，要是其中三分之一（城市人口）平均只願意

生育兩個的話（即使在 1960 年代全國平均生育六個孩子的時

候，城市也不過生育兩三個），另外三分之二（農村人口）需

要平均生育 3.6 個孩子（也就是說農村一半以上的家庭生育四

個孩子）。由於經濟結構已經改變，電視（改變生活方式）和

避孕措施已經普及，是不可能保持如此高的生育率的。換句話

說，即使 1980 年代開始不實行計劃生育，到現在也不可能達

到 15 億人口。

從 1980 年以來平均總和生育率需要保持在 3.95，現在人

口才能達到 18 億。而為了達到 3.95 的生育率，扣去 10% 不生

育人口後，假定三分之一城市婦女平均生育三個（由於相當部

分家庭只願意生育一兩個，就需要另外相當大一部分家庭生育

四五個）的話，農村婦女平均需要生育 5.08 個孩子（就算十幾

歲開始生孩子，不避孕都難以達到）。

從 1980 年以來平均總和生育率需要保持在 4.75，現在人

口才能達到 20 億。而為了達到 4.75 的生育率，扣去 10% 不生

育人口後，假定城市婦女平均生育三個的話，農村婦女平均需

要生育 6.4 個孩子（即使在清朝都達不到這個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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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將中國人口降低到七億、五億、三億會
怎麼樣？

在國家計生委制訂的全國人口發展區域規劃中，多位學者

提出我國人口要降到七億的「適度人口」的觀點，並把七億作

為中國人口發展的最終目標和最佳方案。

1980 年時中國總人口十億，其中 1950 年以前出生的有

三億，就算一個小孩都不生，也要等 2023 年左右 1950 年以前

出生的人基本去世才能降低到七億。這個時候最年輕的人也已

經 42 歲了，有生育能力的婦女比例微乎其微，中華民族也即

將滅絕。

2005 年 1 月 10 日人民網〈特別策劃：13 億人口的分量〉

也重申：我國最合適的人口數量為七億左右。20

最近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李偉雄（國家計

生委科研所前所長）認為，我國最終人口規模保持在 5~8 億

為好，呼籲應盡快確定我國人口總規模。21 中國社科院人口

所的李小平研究員（留美歸國人員）甚至認為中國人口應該

以 200 年時間回落到三億左右。他們建議國家在今後相當長一

段時間內，還必須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嚴格控制人口數量

的增加。我在後續章節中將討論他們方案的後果。

「適度人口」這個概念是一位法國人口學家索維提出來

的，現在他自己已經否定了這個觀點，想不到卻被中國的人口

學家揀起來，並且還堅持二十多年。

人口學家將重點放在「耕地、糧食、淡水、能源」，這

些固然非常重要，但正如孔子所說 「盡美矣，未能盡善」。

那麼現在如何將人口降低到七億、五億、三億？現在中國人

口 13 億，其中 1970 年以後出生七億，1978 年以後出生五億，

1988 年以後出生三億。現在一個孩子都不生，今後平均壽命

為 76 歲的話，中國人口也要到 2046 年、2054 年、2064 年才

能分別降低到七億、五億、三億，但那個時候最年輕的婦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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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有 41歲、49 歲、59 歲了，基本都喪失生育能力了，然後

在 2085 年左右中華民族基本滅絕。

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來看，最適人口不斷增加。近兩百年

的人口爆炸導致科技爆炸。人口增加，對現有的資源消耗只是

「加法」地增加；但更重要的卻是使目前的「非資源」變為新

的資源，這種新資源的增加卻是以「乘法」增加的。科技是

在近兩百年才加速發展的，難道科技水平已經到了極限？晚清

中國人口約為四億，當時難以想像中國假如有十億人口會怎麼

樣；1980 年中國有十億人口時候，生活水平比四億人口時候

要高，但對未來卻又充滿恐懼，設想要將人口控制在十一億；

現在中國人口 13 億，生活水平又比 1980 年要高。既然生活質

量在不斷提高，說明科技的進步、經濟的成長遠遠比人口增

長快。就算 1980 年的時候最適人口確為七億，難道 2023 年、

2046 年、2054 年、2064 年時中國最適人口還是七億？

1980 年中國最適人口為七億時，政府無力降到七億；以

目前 1.3 的生育率到 2070 年人口真的降到七億的時候，人口容

量已遠超過生育能力，老年化程度早就超過了社會承受力，人

均撫養比已經創歷史紀錄，生育願望已經非常低了，政府使盡

一切鼓勵措施都難以提高生育率了。古代有庸醫治駝背，治好

駝背的代價是讓駝背人死去。

4.7  1980 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共減少 1.3 億
人口

要是 1980 年就停止 1970 年代那種寬鬆計劃生育政策， 

1980~1989 年的生育率以 2.75 來計算，1990~2005 年生

育率以 2 .1  來計算，這樣比實際上多增加 1 .3  億人口； 

其中 1980~2000 年只增加 0.8  億。即使 1980~1989 年  

TFR 為 3.0，1990~2005 年 TFR 為 2.5，那麼到 2005 年底，

1980 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也只導致少生 2.2 億人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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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1980~2000 年只增加 1.5 億。2000 年人口普查客觀人口數據

是 12.4 億，加上多增加的 0.8 億也只有 13.2 億，即使加上最誇

張估計的 1.5 億，也只有 13.9 億，遠遠達不到鄧小平 1985 年誤

以為的 15 億。

就是說，1980 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到 2005 年時減少

了 1.3 億人口，這 1.3 億人口（0~25 歲）中只有 80 年代初出生

的大約 3000 多萬進入勞動力市場（對現在就業影響不大），

但是養育這 1.3 億人口會減少婦女的工作時間，另外這 1.3 億

人口的消費又會增加就業機會；並且過去二十多年時間是高

就業壓力時期，減少養育新生人口的時間並不能相應地增加社

會財富，而只會增加就業壓力。現在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

是增加內需尤其是國民消費，決定生產的不是供給能力，而是

需求的多少。因此，沒有 1980 年代的計劃生育，總體來說還

能緩解現在的就業壓力，從物質上來說，現在養活 13 億和養

活 14.3 億沒有太多差別。

這 1.3 億到 2045 年以前都是 65 歲以下的勞動人口，最年

輕的 40 歲，孩子 15 歲左右。以平均每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計

算，這 1.3 億人口的孩子總數應該也接近 1.3 億，但有 3000 萬

孩子還未成年不算勞動人口，其他 1 .0  億是勞動人口。

到 2045 年時 65 歲以上的老人已達 3.29 億（現在只有一億），

這 1.3 億人口加上他們 1.0 億成年子女，等於多出 2.3 億勞動人

口，大大緩解那時的老年化壓力。

你可能會說，他們也會老，人口會不斷增加。但事實上，

要是一直保持在 2.1 的生育率（需要鼓勵生育才能達到），每

一代人口不會永遠增加下去。

4.8  1980 年以後不同生育方案的後果分析

這裡比較以下幾種生育方案的後果：

1、2000 年 11 億人口方案：2000 年全國人口控制在 11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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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內（從 1980 年起生育率為 1.306），今後仍然以 1.306 的生育

率計算，（註：中國目前政策生育率是 1.38。）考慮到不生育

人口（10% 或 15%），現實政策生育率只有 1.175 或 1.24。就

是說要是沒有超生，嚴格依照政策的話，中國人口在 2000 年

還達不到 11 億，就是說現行計劃生育政策從理論上講要比

「2000 年 11 億人口方案」嚴格。

2、2000 年 12 億人口方案：2000 年全國人口控制在 12 億

以內（生育率 1.803），今後長期預測仍然以 1.803 的生育率計

算。（註：1980 年 2 月，《光明日報》發表的一項預測結果認

為，把婦女總和生育率限制在 1.7~1.8 左右，到 2000 年人口總

量控制在 12 億以內是可行的。可見我的預測方法基本準確。）

3、繼續現在的計劃生育政策：2005 年以前人口資料以現

實為準，之後以目前的 1.3 的生育率計算。

4、現在停止計劃生育：2005 年以前人口資料以現實為

準，現在開始停止計劃生育，並通過鼓勵生育，使得今後每個

婦女平均生育兩個孩子。

5、1980 年就沒有計劃生育：1980 年就停止 1970 年代那

種寬鬆計劃生育政策，1980~1990 年生育率以 2.75 來計算，

1990~2005 年生育率以 2.1 來計算，2005 年以後以每個婦女平

均生育兩個孩子來計算（需要鼓勵生育才行）。

6、現在開始放開二胎：由於現在不育不孕人群已經上昇

到 12.5%（並且繼續上昇），考慮單身、丁克人群，以最保守

的 15% 不生育人群計算，在保證都有生育兩個或以上的生育

意願的情況下，那麼平均生育率只能在 1.7。該方案下，中國

人口到 2200 年下降到 4.9 億（達到李偉雄教授所追求的五億人

口目標）。由於相當大一部分人只願意生育一個孩子，而超生

的又不多，因此實際上放開二胎，還難以達到 1.7 的生育率，

但本文仍然以 1.7 來預測。

7、兩百年將人口下降到三億（李小平方案）：需要保

持 1.567 的生育率才能到 2200 年將中國人口降低到三億。由

於目前生育意願只有 1.8 左右，停止計劃生育後，有生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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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平均只能生育 1.8 個，扣除 15% 不生育人口，生育率只

能在 1.53 左右。可見現在停止計劃生育而不鼓勵生育的話，

到 2200 年中國人口將降低到不到三億。

在預測之前，首先介紹一些背景知識。

預測所採納的資料：人口數據（包括人口總數、育齡

婦女人數等）以 2000 年人口普查的客觀資料為準（不是

後面調整的數據）。對未知出生人口性別比以正常情況下

的 105 比 100 來計算。

對於今後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很多專家有多個不同

預測，比如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首席科

學家牛文元就預測，到 2050 年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可以達

到 85 歲。我不認同這個觀點，理由如下：

1、2 0 0 5  年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HD I）排名在  

1~47 的國家的 HDI 平均為 0.9，平均預期壽命為 77.5 歲。中

國目前的人類發展指數（HDI）為 0.755，在 2050 年能否上昇

為 0.9 左右（高水平人類發展國家）還大有疑問（目前大大小

小國家只有 28 個國家和地區 HDI 達到 0.9；人口上 500 萬的國

家和地區只有 21 個）。

2、中國預期壽命從 1949 年的 35 歲延長到 1980 年

的 68 歲，然後開始放緩速度，從 1980 年到 2005 年這 25 年只

延長了四歲。

3、中國現在的發展模式是社會發展落後於經濟發展，由

於慣性作用，這種模式短時間內難以改變。

4、中國平均預期壽命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水平（主要功勞

還是 1980 年代之前的醫療體制），再延長的潛力比較小了。

5、中國目前的粗放型的發展方式不僅破壞環境、過量消耗

資源，還嚴重地損耗勞動力，農民工連基本的勞保都沒有，工作

時間過長，生病、受傷後得不到及時治療，勞動力不能得到及時

的簡單再生產，留下慢性疾病，透支了壽命。高負荷的「1970 年

代生」人群，正用生命與健康的代價，擔負著社會重壓。

6、中國的乙肝等慢性病發病率太高，愛滋病等傳染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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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得到遏制還難說。

7、日本等國的壽命延長得益於合理的社保制度，這種社

保制度還得益於國際分工（日本在技術上佔有優勢，日本的

一個勞動力一天的產值能換取中國數十個工人一天的產值，從

某種意義上講，是中國等國家在幫助日本維持社保制度）；而

中國在老年化來臨之後卻才剛剛開始建立社保制度，而考慮

到 1980 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所致的超低生育率，這一制度

的建立注定是充滿坎坷。

8、聯合國發表的全球人口預測報告稱，到 2300 年，中國

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將達到 100 歲，平均每十年延長不到一歲。

雖然中國可以得益於國際社會的醫療成果，但由於上述原

因，我對中國未來壽命的延長遠沒有牛文元教授那樣樂觀。我

對今後人口的預測是以每十年壽命延長一歲來計算的。

近兩百年來，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比例不斷下降：從 19 世

紀初的 40%，下降到 20 世紀初的 25%，再到現在的 20%。
2005 年 2 月 24 日，聯合國公佈了最新的〈世界人口展望〉報

告。該報告指出，到 2050 年，全世界總人口數將超過 90 億（中

國人口 13.92 億，比例不足 16%）。目前世界人口第二大國印度
到 2030 年就將超過排名第一的中國，成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

2045 年及以前的 65 歲以上老人都是 1980 年以前出生的，

不受 1980 年代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影響，與當時採納何種生

育政策方案沒有關係，但不同的方案卻通過影響新生人口數

量而決定了今後的老年化程度。以下採納計生委 2003 年的

預測資料（參見表 2.2 中國老年人口預測）。另外，本文假

設 2200 年世界人口下降到 80 億。

我們考察下列指標：

（1）人口總數、佔世界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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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1980 年之後的不同生育方案下的人口總數預測

註：1949 年後人口增加不能簡單歸因於生育太多，更大程度是因為壽命

顯著延長。現在中國預期壽命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水平，今後延長非常緩

慢，現在的低慢性增長是人口急劇減少的先兆。

圖~10：1980 年後不同生育方案下勞動人口數量（18~64 歲）

註：勞動人口反映國家實力和活力。中國人均 GDP 只有 1400 美元（依

照購買力也只有＄6000），比突尼斯等很多窮國還少，但中國領導人仍

然能夠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而非洲小國領導可以嗎？海外華人仍然感

到祖國的強大，原因就是因為目前的大量勞動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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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各方案下 2050 年、2100 年、2200 年中國人口總數
以及佔世界比例

方案
2050 年 2100 年 2200 年

人口 佔世界 人口 佔世界 人口 佔世界

2000 年 11 億人口方案 7.7 億 9.2%  3.8 億 4.5% 0.88 億 1.1%

2000 年 12 億人口方案 12.2 億 13.8% 10.1 億 11.9% 6.8 億 8.5%

繼續現行計劃生育 10.3 億 11.9% 4.7 億 5.5% 1.1 億 1.4%

1980 年停止計劃生育 16.9 億 18.2% 16.6 億 19.5% 15.8 億 19.8%

現在停止計劃生育 13.8 億 15.4% 12.7 億 14.9% 12.2 億 15.3%

現在放開二胎 12.4 億 14.0% 8.7 億 10.2% 4.9 億 6.1%

2200 年三億人口方案 11.7 億 13.3% 7.2 億 8.5% 3.0 億 3.8%

可見即使 1980 年就停止計劃生育，中國佔世界人口比例也

會下降，但在世界人口穩定後，中國人口不會繼續下降。

（2）2045 年老年化程度

2001 年老人（65 歲及以上）佔總人口的 7.2%，一個老人

（65 歲及以上）對應 9.3 個勞動人口（18~64 歲人口）。現在

國家只承擔城市人口中 4000 萬離退休職工的養老金，並且由

全國人民納稅來支付（沒有 2.5 億農民工所創造的財富，政

府財政就無法運轉），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鄭斯林透露，

目前我國養老金缺口相當於我國近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

這固然與我國養老金制度起步比較晚有關，但現在畢竟是人

口紅利時期，今後怎麼辦？再不停止計劃生育是無法建立起

養老金制度的！

以下是 1980 年以來各種計劃生育方案下到 2045 年時的老

年化程度比較：



10000 大國空巢

圖~11：1980 年後的不同生育方案下的一個 65 歲以上老人對
應的勞動人口數（18~64 歲）

註：2045 年及以前的 65 歲以上老人都是 1980 年之前出生，與當時採納何
種生育政策方案沒有關係，但不同的方案卻通過影響新生人口數量而決定
了今後老年化程度。現在國家只承擔城市人口中四千萬離退休職工的養老
金，並且由全國人民納稅來支付（光是沒有 2.5 億農民工所創造財富政府財
政就無法運轉），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鄭斯林透露 — 目前我國養老金
缺口相當於我國近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今後怎麼辦？再不停止計劃生

育是無法建立起養老金制度的！

圖~12：1980 年後不同生育方案下 65 歲及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例

註：2045 年及以前的 65 歲以上老人都是在 1980 年之前出生，與當時是否
實行計劃生育沒有關係，不同的方案雖不能改變老年人數目，但卻通過改

變總人口數目而決定了今後老年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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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2045 年時的老年化程度比較

方案 老人佔總人口比例 一個老人對應勞動人口數

2000 年 11 億人口方案 37.80% 1.52 人

2000 年 12 億人口方案 25.80% 2.34 人

繼續現行計劃生育 29.30% 2.17 人

1980 年停止計劃生育 19.30% 3.24 人

現在停止計劃生育 23.10% 2.60 人

現在放開二胎 25.30% 2.35人

2200 年三億人口方案 26.50% 2.34 人

結論：1980 年要是不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並徹底停止計劃

生育，並在今後適當鼓勵生育的情況下，人口也不會無限增

加，現在人口只有 14 億多（不可能超過 15 億），高峰人口只

會達到 17 億左右，但是人口結構就比較合理。1980 年應該徹

底停止計劃生育而不是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獨生子女政策導致

畸形的人口結構，加劇今後的老年化，降低中國人口佔世界人

口的比例。在後面的章節中將進一步討論計劃生育所帶來的嚴

重後果。

註釋和出處：

1  梁中堂：〈「一胎化」產生的時代背景研究〉，梁中堂個人網站

（http://wwok.cn/js/onews.asp?id=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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