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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想中的嬰兒潮落空，人口危
機近在眼前
有關中國第四次嬰兒潮的討論已經持續

五六年了。所謂嬰兒潮是指，在某一時期及特
定地區，出生率大幅度提升的現象。

1945年以來，中國共出現過三次嬰兒潮：
第一次是1950年代；第二次是從1962年直到
1976 年；第三次是 1986 年至 1990 年，其中
1990年以2621萬人達到中國年出生人口的最
高點。在預想中，出現第四次嬰兒潮的理由很
簡單，1986年至1990年出生的孩子如今正處
於生育旺盛期，新的嬰兒潮出現順理成章。然
而，不僅預想中的嬰兒潮沒有出現，中國勞動
力人口還在近幾年首次出現了淨減少。

這與中國近些年的低生育率息息相關。
生育率，可通俗的理解爲女性平均生育孩子
數量。生育率處於更替水平意味著，孩子的數
量與父母輩持平。如果生育率長期低於更替
水平，人口總量將不斷衰減。發達國家的更替
水平約爲2.1。而根據人口學者梁建章的估
算，中國的更替水平在2.2以上，即每個家庭
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個孩子，才能保持孩子
數量與父母輩相比不衰減。然而，現實如導語
中所述，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近幾年最高的
2012年，生育率也不過1.26。

很多人覺得，身邊很多朋友是非獨生子
女，生育率沒有數據顯示的那麽低。梁建章曾
分析：“假想全社會生一孩、二孩、三孩的家庭
各占1/3，家庭平均生育孩子數是2，再考慮1/
8不孕不育的比例(新華網，2012),平均生育孩
子數只有1.75，遠低於更替水平。”

更爲嚴重的是，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的
數據來推算，如果不考慮意外死亡，從2015至
2025年這10年間，23歲至29歲的生育旺盛期
女性數量將從8388萬人降至4741萬人。由於
中國未來育齡婦女人數劇減，如果生育率沒

有顯著提高，那麽未來每年出生人數將會大
幅度減少。

●人口一旦減少，將給中國帶來
挑戰
人口一旦陷入衰退，帶來的並不是“人均

資源更多”或者“人均收入更多”，首先要面臨
的就是經濟增長乏力和老齡化難題。

首先是勞動力人口的減少。根據國家統
計局數據，2012年至2014年，中國勞動力分別
減少345萬、244萬、371萬。根據人口學者姚
美雄的預測：“20至34歲的青年勞動力，2022
年至2025年4年間，每年將淨減1100萬人以
上，到2030年將比2010年減少1.04億人。”勞
動力人口的減少將直接對經濟增長造成負面
影響。上世紀90年代，日本勞動力人口開始
下降，日本經濟也開始了“失落的十年”；歐盟
勞動力人口在2010年前後達到頂峰，最近幾
年歐洲的經濟也是舉步維艱。在中國，經濟最
先出現問題的東北地區，也正是生育率極低
以及勞動力流出最爲嚴重的地區。

其次是降低消費能力，影響內需。新出生
人口對於醫療市場、嬰兒産品、服裝、玩具、教
育等方面的需求都很大。美國第一個嬰兒潮
出現在二戰後，人口學者易富賢認爲：“美國
的第一個嬰兒潮出生的總人數目前只占全美
國的28%，但是創造的經濟價值相當於全國
的一半，美國最大的股市漲幅和房地産的需
求，航空、電腦、互聯網都是嬰兒潮推動的。”

第三是弱化創新能力。青年是社會創新
的主力軍，青年勞動人口急劇減少，將減少創
新人才總量，嚴重弱化社會創新能力。

第四將帶來老齡化難題。中國目前60歲
以上老年人的比例是15%，在未來數十年內
將會直線上升至40%左右，也就意味著年輕
人將承擔越來越重的養老負擔。

●限制生育很容易，鼓勵生育卻
很難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韓國、中國台灣和
新加坡都曾推行鼓勵節育的政策，將極高的
生育率降了下來。可是，隨後當政府開始鼓勵
生育的時候，卻沒有什麽效果。中國一旦開放
計劃生育，可能也將面臨類似的局面。

事實上，開放“單獨二孩”政策後，申請數
遠低於預期，也正說明中國人的生育意願不
但不強烈，而是很低落。之所以生育意願如此
低落，與生育成本的上升密不可分。女性的生
育成本主要有兩部分構成：

一是經濟成本，上海的調查顯示，一個家
庭養育一個 0 至 3 歲孩子的直接費用爲
32719.5 元，4 至 6 歲孩子的養育費平均爲
31943元，7至12歲的爲31226元，35%的父母
認爲“養孩子是沈重負擔”；

二是機會成本，根據美國勞工國家統計
局的國際數據，2010年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
接近70%，處於世界最高之列，女性一旦生
育，往往要付出幾年的時間，很多女性不得不
放棄相當的收入與職業晉升機會。

很多人認爲放開生育會導致報複性增
長，事實上華人並沒有想象中的那樣熱衷於
生孩子。在沒有生育限制的地區，根據世界銀
行數據，2010-2012年的總和生育率，澳門分
別爲1.0、1.0與1.1，香港分別爲1.1、1.2與1.3。
而在美國，根據人口普查局的數據，華人平均
生育子女數差不多是1.6，全美是2.1，白人是
1.9。

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在現代社會，東
亞地區會比其他社會更重視子女教育，對子
女教育的投入也更高，這種高成本的付出，也
會導致生育意願的下降。也有人認爲，既然大
城市的生育率低，農村人多生一些，生育率不
就上去了。事實上，現在農村的生育意願也並

不強烈，根據梁建章的統計，2000年代的城市
和農村生育意願分別爲1.39和1.79，外出務工
者介於兩者之間。三個數據都低於世代更替
水平。

●必須拋棄“人口是負擔”的錯誤
觀念了
中國人生育意願如此之低，除了政策因

素和經濟因素，更重要的還有心理因素。
1980年，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控制人口增

長問題致全體黨團員的公開信，指出，“人口
過快增長大大增加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困難，
造成人民的生活很難有多少改善的嚴重局
面。”“爲糧食供應，就學就業增加困難，還會
使能源、水源、森林等自然資源消耗過大，加
重環境汙染，使生産條件和人民生活環境變
得很壞，很難改善。”這是中國人人口問題觀
念的分水嶺，從“人多力量大”轉爲“人多是負
擔”。在城市的長期一胎化政策下，人們已經
把只生一個孩子當成常態，看到兩個孩子的
家庭會覺得不正常，看到三個孩子的家庭甚
至會詫異。“人多是負擔”這個假設來自英國
經濟學家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他認爲：人口
增長是按照幾何級數，糧食增長是按照算數
級數，所以人口增長速度大大地快過糧食增
長速度，人口過剩會帶來饑荒、戰爭、貧窮。這
個假設從未在世界範圍內被公認。

然而，人類的曆史發展已經證明了，人口
並未按照幾何級數增長，糧食也不是按照算
術級數增長。二戰後，全世界人口是25億，如
今已超過75億，但是全球人均的生活水平卻
大幅提高。所以，要提高中國人的生育意願，
首先必須要抛棄“人口是負擔”這個錯誤的觀
念。與此同時，還需要轉而求助中國傳統的

“多子多福”的觀念。否則，日本、韓國和台灣
地區的前車之鑒已經表明，即使放開生育，仍
有可能受到少子化和老齡化的困擾。

中國人該開始
多生孩子了？

過去30多年，中國人口生育率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根據
第六次人口普查和國家統計局近幾年的抽樣調查數據，2010年
至2013年的生育率分別僅為1.18、1.04、1.26、1.23。生育率低於
人口更替水平，這意味著未來中國人口總量將不斷衰減。

由此可見，中國並沒有落入預想中的“人口爆炸”陷阱，而將
面臨超低生育率導致的經濟乏力和老齡化陷阱。許多人口學者
呼籲全面放開計劃生育，但就算立即放開，中國人的生育意願還
有預想中那麽強嗎？

●中國留學生形象逆轉：
從刻苦精英變成愛作弊的
富家子
近代以來，留學生一直是中國社

會中的精英。民國時期，留學生群體

中才子雲集，外交家顧維鈞曾以辯論

隊領隊身份帶領哥倫比亞大學擊敗

耶魯大學。《中國青年報》的一篇報道

中還說到：“在 30多年前的 1980年

代，亦有法國大學教授發現自己找不

出中國留學生論文裏的語法錯誤，最

終找到一個後興奮不已。”

現在環境已經大爲不同。根據美國

《門戶開放報告》，2005-2006年，僅有

9309 人 從 中 國 赴 美 讀 本 科，到

2012-2013學年，中國赴美讀本科的

人數增長到了93768人。八年間，中國

赴美讀本科的人數增長了將近十倍。

留學生的形象也在潛移默化的

變化著。美國《大西洋月刊》發表文章

認爲：“過去，中國留美學生多是節衣

縮食的研究生。現在，大量學生來自

中國最富有和最有權勢的家庭。”

在美國人過去的刻板印象中，中

國學生的形象大多是戴著眼鏡，周末

在圖書館度過，有野心、聰明，用母語

講起數學題口沫橫飛，上大課沈默寡

言的書呆子。如今，這一形象已不複

存在，《紐約時報》曾發表過一份對中

國留學生的調查，在被調查的250名

學生中90%有造假的情況，中國留學

生甚至被描述成騙子。

●托福、雅思早已是作弊重災
區

留學的第一步是取得托福、雅思

成績，而有關這兩項考試作弊的新聞

屢見不鮮。

《中國新聞周刊》就曾報道過托

福考試作弊的全過程，有兩種方法：

一是保分，二是代考。

所謂“保分”，是指考試者與商家

全程網絡交易，通過植入式耳機或者

微型手機傳遞答案，保證考試者的成

績達到一定分數，這種交易的價格從

幾千元到一萬多元不等。

更“保險”的方法是使用槍手代

考，價格從15000元至80000元不等。

《中國新聞周刊》采訪的一個作弊機

構表示，這家店每場考試平均有10

個“顧客”，包括手機作弊和代考兩種

作弊方式。2015年全國共有42場托

福考試，如此推算，光是這一家公司

就有400多人次的作弊。

●在很多中國人看來，誠
實的申請者都是傻瓜
不同於中國大學憑借高考成績

“一考定終身”，美國大學向來注重對

申請者的全面評估，其中包括：

SAT(學術能力評估考試)成績、學業

平均分數(GPA)、社會實踐經曆以及

一篇自述性質的作文(Essay)。除了這

些以外，對於海外申請者，還要求有

英語能力測試——托福成績。

托福成績可以作弊，其他的履曆

同樣可以通過造假來實現。一位有十

幾年留學培訓經驗的從業者在接受

《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中國留

學生的履曆普遍造假，已經遠遠越過

‘合理包裝’的界線。”

“學校，尤其是‘國際班’爲了本

校學生的出國成功率，會主動配合

GPA造假，至於自述性質的作文與社

會實踐，更是由中介一手包辦。在北

京，某中學學生的GPA可以自己隨

便填分數，學校只管蓋章，海澱區另

一所知名中學甚至主動詢問學生：你

想填多少分？”

●中國人的“機經”，在美
國人看來也是作弊
在留學申請等軟性指標被“過度

包裝”的情況下，很多美國大學的招

生只能越來越倚重考試分數了。北京

一家托福培訓機構的創始人在接受

媒體采訪時說：“如果原來你只需要

90分的托福成績就能上美國某大學，

現在你就必須考100分才有可能進

入招生官的視線，如果能考到 110

分，勝算就更大一些。一句話，因爲現

在的申請者實在太多了！”

考試，對於中國人來說從來不是

難題。在電影《中國合夥人》中，黃曉

明扮演的成東青說：“中國學生都很

擅長應付考試，你們無法想象，中國

學生爲了贏得考試所付出的辛酸。”

“機經”是准留學生備考的行話。

由於美國標准化考試的題庫範圍有

限，考題會規律性地重複出現。一些

教育讓參加考試的學生去記錄考題，

寫在橡皮上，或者記在腦子裏。專業

機構收集好了這些題目並進行“研

究”，其“研究成果”則因押題命中率

高而被考生奉爲“機上考試的聖經”，

簡稱爲“機經”。

“押題”“做曆年考試真題”在中

國司空見慣，是很多培訓機構的“招

牌”項目，也是很多學生備考的“必修

課”，但實際上，這些行爲在美國就屬

於作弊。在每次標准化考試之前，考

生都會抄一段誓詞，它的內容就包括

考生不得泄露試題內容。

此次參加SSAT考試的學生成績

被取消，就有論者提出“機經論”。

●為什麽很多人中國不覺
得作弊丟人？
不僅是在留學生中間，在中國教

育體系裏，作弊現象也大規模的存

在。

比如今年震驚全國的“江西替考案”，

考務人員和替考組織都存在內外勾

結的情況；而在2007年安徽宿州替

考事件中，當地的中學老師、教育官

員都爲替考者提供一條龍的服務。

在曆史上，考試或者科舉對於中

國人來說就意義非凡：考上了，自己

就步入了士大夫階層；考不上，依然

只能是無名的市井小民。於是，所有

人擠在這一座獨木橋上，有人想些

“盤外招”也就不足爲奇了。這種“過

獨木橋”的狀況，在今天的高考或者

公務員考試中，同樣存在。

同時，中國人對於作弊這件事也

相當寬容，表現在懲罰力度極小。盡

管在十幾年前，中國很多高校已經在

管理條例中明確“作弊者將被開除學

籍”，如今，並沒有公開數據顯示，中

國高校每年有多少學生因爲作弊被

開除，倒是有一些被學校發現作弊作

出開除處分之後，學生告上法庭勝訴

的案例。

2013年，《中國教育報》報道，新

疆烏魯木齊有兩起因學生替考被學

校開除學籍引發的高校被訴行政案，

經過審理，法院判決校方均敗訴。校

方作出的開除其學籍的決定被法院

撤銷，兩名學生得以恢複學籍，重新

回到校園。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好

多起。

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表示，作弊

這種讓學生投機取巧的事，小則害了

學生，大則害了國家，“一個國家的精

英人士如果都作弊欺騙不臉紅，這個

民族就沒有未來。”

中國留學生為什麽總被懷疑作弊？

據台灣媒體報道，
10月20日，大陸教育培
訓機構新東方透露，俗稱

“美國中考”的SSAT取
消了9月19日一次考試
中357名中國考生的成
績。

無獨有偶，北京時間
10月13日晚，雅思官方
表示：“雅思主辦方近期
對中國雅思成績進行了
全面徹底的核查。自7月
底至今，經劍橋大學外語
考試部核查分析，雅思主
辦方決定永久扣發大約
350位考生的成績。”至
於具體原因，外界猜測有
可能被扣發成績考生涉
嫌違規和舞弊。

這幾年情況出現了
反轉，“留學生”不僅被拉
下神壇，還頻頻與“作弊”
之類的醜聞扯上關系，甚
至在沒有直接證據的情
況下，一些人和機構也會
對中國留學生的成績產
生懷疑。中國留學生是怎
樣一步步與作弊聯系到
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