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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政策交织互动下的女性劣势，并提出了一个女性健康劣势累积机制的分析框架;研究表明:无论从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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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家庭、个人互动的结果;认为应从先期生命阶段开始弱化公共政策、社会制度与传统文化惯习对性别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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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女性老年人健康现状及研究概述

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并且还

将继续加速，老年人口女性化高龄化趋势加剧。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本文简称六普) 显示，

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13． 26%，

其中 48． 7%为男性，约为 0． 89 亿，女性则占 53． 3%，

约为 0． 91 亿［1］。学界较多研究将预期寿命作为衡量

人口健康的最重要指标。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性，越

到高龄，男女两性之间的寿命差距就越大。在西方国

家，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高出 3 － 7 岁［2］。六普数据显

示，我国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高出 5 岁［1］。因此，部分

研究由女性预期寿命高于男性即认为女性比男性健

康。女性预期寿命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物因素

赋予女性较强的生存能力，使女性人口死亡率低于男

性，并且女性在死亡率上的优势在老年阶段的表现尤

为突出［3］。同时，一些发达国家研究发现，人们寿命

的延长主要是由于带病死亡率下降，从而延长了人们

带病生存的时间［4］。虽然中国女性预期寿命高于男

性，但同时女性的残障寿命也高于男性，即女性的平均

带病期或不健康期也同时在延长［4］。因此，单纯用寿

命去衡量健康是不合适的。健康可以导致长寿，但长

寿并一定代表健康［4］。女性寿命的增加并不意味着

女性比男性健康，反映女性老年人健康状态的生活质

量比寿命更为重要。在老龄化日趋严重的中国社会，

家庭养老照料功能逐渐减弱，但社会保障及社会服务

能力不足，女性老年人健康问题不仅关系到老年人在

生命历程最后阶段的生活质量，更关系到整个老龄社

会的发展。
许多学者已对老年人健康性别差异及影响机制进

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对女性老年人相对男性的健

康劣势的研究并未得到重视; 并且学界以往的研究从

性别比较的 角 度 深 入 分 析 了 老 年 人 健 康 的 性 别 差

异［1，2，5，6］，但对女性老年人健康现状的认识并不深入。
因此，女性老年人相对于男性存在健康劣势的事实被

老年人健康性别差异的结论所掩盖。同时，已有对老

年人健康差异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从探索不同影响因

素的角度分析［2，6 － 8］，老年人健康差异影响机制的研究

也是对于部分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的分析，没有系统把

握。综合已有研究发现，女性与男性存在健康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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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命历程理论是分析个体不平等的重要研究范式，

因此契合本文的主题。尽管学界部分研究考虑了早期

生命历程中的一些因素对个体老年阶段健康状况的影

响［9 － 11］，但从生命历程视角来探讨女性老年人的健康

劣势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本文在梳理并总结女性老年人健康劣势的基础

上，从生命历程视角出发，将宏观、中观、微观结合，构

建在时间、空间和情境三维因素作用机制下的女性老

年人健康劣势累积机制分析框架，深入发掘造成女性

老年人健康劣势的文化、制度、政策的因素，探讨引致

中国女性老 年 人 健 康 劣 势 的 多 方 面 原 因 以 及 影 响

机制。

二、女性老年人的健康劣势

学界已有的研究从两性比较的角度证明了老年人

健康存在性别差异［1． 2，5，6］，但女性老年人相对男性的

健康劣势并未得到充分关注和重视。目前，学界已有

的评价指标，如对健康的评价指标有生活自理能力、生
活自理预期寿命、慢性病、认知功能、抑郁、健康自评、
生活满意度等。本文将就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健康自

评、认知功能、抑郁四个指标分别分析和研究女性老年

人的健康劣势。
( 一) 生理健康
1． 生活自理预期寿命。生活自理预期寿命结合了

预期寿命与生活自理比重，能够准确测量老年人独立

从事日常生活基本活动的能力以及照料需求，反映老

年人的晚年生活与健康状况。已有研究证据表明，女

性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比例高于男性，其生活自理预

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均低于男性老年人，高龄阶段尤

其明显［7，12］。六普数据显示，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

中，女性达到58． 36%［12］。从分年龄组情况来看，60 －
69 岁老年人中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女性略高于男性，

70 岁以后随年龄的增长女性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较

男性的差距越来越大［12］。从生活自理预期寿命来看，

在低龄阶段，女性老年人这一指标稍高于男性; 但在高

龄阶段，男性老年人这一指标逐渐与女性老年人的接

近，并且在 85 岁之后远高于女性老年人［1］。从生活自

理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来看，各个年龄组的女性老

年人这一比重均明显低于男性老年人，并且这种差距

会随着年龄增加不断拉大，80 岁女性老年人的这一比

重甚至低于 85 岁的男性老年人［7］。农村女性老年人

相对于城镇女性老年人在这一比重上的劣势更为明

显。尤其是 85 岁以上的农村女性老年人，其余寿近一

半时间生活不能自理，突出反映了农村女性高龄老年

人的“三重弱势”［13］。
2． 健康自评。健康自评综合健康状态的主观和客

观的两个方面［14］，是死亡风险以及功能衰退的一个很

好的预测指标［15］。大多研究一致认为，女性老年人比

男性老年人更倾向于消极的健康自评，高龄组差异最

明显［12，16］。六普数据显示，男性老年人健康状况好于

女性，不健康的老年人中女性老年人占 57%［12］。从

分年龄组情况来看，各个年龄组男性老年人自评健康

的比例都高于女性老年人; 在自评不健康但生活能自

理的老年人中，除 100 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男性高于

女性，其他年龄组都是女性高于男性［12］。女性老年人

的健康自评差于男性老年人，并且高龄老年人健康自

评的性别差 异 要 大 于 低 龄 老 年 人 健 康 自 评 的 性 别

差异［12］。
( 二) 心理健康
1． 认知功能。在心理健康的研究中，对老年人身

体健康隶属等级影响最大的是老年人的认知能力。无

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中国男性老年人的认知功能明显

强于女性老年人，并且认知功能的差距会随着年龄的

增长不断扩大［8，17］。已有研究发现，女性老年人认知

缺陷的发生危险是男性老年人的 1． 5 倍［18］，女性老年

人比男性老 年 人 在 晚 年 患 有 认 知 缺 陷 的 可 能 性 更

大［17］。从认知健全预期寿命占预期寿命的比重来看，

城乡高龄老人的认知功能有明显不同。城镇女性高龄

老人的认知健全预期寿命占预期寿命的比例低于男性

高龄老人，同时，其绝对认知健全预期寿命除 80 岁外

均比男性高龄老人低。然而，农村女性高龄老人在各

个年龄组的认知健全预期寿命的相对比例及其绝对值

均比男性高龄老人相应指标低［19］，表明了农村女性老

年人相对其他老年人在认知功能方面的突出弱势。
2． 抑郁。抑郁症状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可有

效地衡量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已有研究认为，女

性老年人抑郁水平高于男性老年人，农村老年人抑郁

水平高于城镇老年人，农村女性老年人相对于其他老

年人的抑郁倾向更为明显［20］。同时，老年人在各年龄

段上的抑郁症状患病率不随年龄呈规律性变化，但随

受教育程度升高而降低［21］。中国女性老年人由于早

期受教育程度权利被忽视、受教育机会被剥夺，尤其是

农村女性老年人，其抑郁症状患病的可能性更大。
综上所述，学界已有的大多数研究表明，女性无论

在生理还是心理健康方面相较于男性存在劣势，但也

有其他部分研究的结论与此相反［22］。笔者认为，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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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在于部分研究选取健康指标的不

同。女性老年人健康较男性处于劣势是从大部分健康

指标中得出的结论，这并不代表女性在所有健康指标

中都处于劣势。两性健康水平不平等的因素除无法改

变的生物学因素之外，更主要是可以通过人为改变的

社会因素［3］。女性老年人的健康劣势也有可能是女

性在社会方面的不平等造成。

三、女性健康劣势累积作用机制分析框架

( 一) 影响女性健康水平的因素
在已有研究中，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除生物学因

素外有社会经济地位、婚姻、早期健康基础与生活环

境。从社会经济地位因素来看，健康不平等取决于社

会结构中的不平等位置。各国研究表明，人们的社会

经济地位同他们的健康状况之间存在稳健且持续的关

系，老年人也不例外［23］。处于社会经济地位上层的

人，因在工作环境、接受医疗服务的机会、健康风险等

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健康状况自然得到更多的保

障［24］。在影响老年人健康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中，教

育的作用尤为突出。教育能使老年人拥有的社会资源

更有效地促进健康［25］。个人收入状况是老年人群心

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他

们自评健康越好［5］。经济来源的不足和经济地位的

劣势，影响到女性健康本身及其健康保障［26］。同时，

社会经济地位具有累积效应。随着人口年龄的增长，

不同社会经 济 地 位 人 口 的 健 康 不 平 等 呈 扩 大 的 趋

势［27］。婚姻状况的研究发现，婚姻状况对女性高龄老

人健康的保护作用强于男性高龄老人，但婚姻状况对

男性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降低作用比女性高龄老人

大 ［28］。相关研究也表明，产前及早期阶段的营养状

况与老年期的健康状况显著相关［29］。儿童期的健康

状况也直接影响到个体成年时期的健康［9］。而青少

年时期更多地暴露于传染性等疾病环境，是导致老年

阶段长期遭受慢性病折磨，甚至死亡率提高的关键因

素［10］。也有研究者关注到中年期健康状况与老年期

健康状况的相关关系，并证实了女性中年期健康状况

对其老年期的生命质量具有重要影响［11］。
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婚姻、早期健康基础与生活

环境对老年人健康存在影响。鉴于女性在健康方面较

男性处于劣势，而且这种劣势特别是在生命历程早期

可能有累积效应，所以可能会有累积机制存在。累积

劣势作为生命历程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强调不平等不

是一种静态结果，而是整个生命历程逐步展开积累过

程［30］。生命历程理论强调社会结构、文化、家庭、个人

的互动，同时涉及可能作用于老年阶段健康状况的多

方面要素，而累积劣势可在生命历程范式框架下分析

弱势群体的弱势形成过程。因此，与本文的研究目的

尤为契合成为本文主要视角。笔者从此视角出发分析

女性老年人健康劣势累积机制。
( 二) 两性健康不平等形成的因素
两性健康存在不平等，故借鉴不平等研究的分析

范式。生命历程理论与累积劣势是不平等问题的重要

研究范式。已有生命历程理论对个体不平等的研究发

现，由于性别、先赋地位和年龄的不同，老年群体中出

现了社会保障不平等现象［31］。受社会制度因素的影

响，女性老年人在获得公共养老保障资源方面也遭受

到严重不公平待遇［32］。导致不平等的原因有很多方

面，杨菊华从时间、空间、情境三维因素，系统剖析了维

系性别不平等的显性和潜在的文化、结构及制度机

制［33］。其中，老年人早年重要生活事件的累积作用对

其晚年生活具有重要影响［34］，尤其是对老年人晚年时

期经济安全的影响重大［35］。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分

析范式，生命历程理论关注个体生活、结构和社会变化

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受社会变迁影响的一系列生活

事件随时间推移在个体生活中的分化过程。累积劣势

则适用于生命历程分化过程中的不平等的动态积累过

程［30］。在此基础上，参考杨菊华的“两性关系的三维

理论”［33］，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出发，构建了在

时间、空间、情境三维因素作用下的女性老年人健康劣

势累积机制分析框架，发掘导致女性老年人健康劣势

的文化、制度、政策的因素，深入理解女性老年人健康

劣势形成过程。女性健康劣势累积作用机制分析框架

具体见图 1。
时间维度将女性的生命时间和社会时间按照年龄

层级的时序，将生命历程划分为婴幼儿期( 学前期) 、
青少儿期( 学龄期) 、成年期( 婚育期、发展期) 和老年

期( 衰老期) 四个阶段。空间代表私人领域( 家庭界限

之内的家庭决策、活动与行为) 与公共领域( 家庭以外

的社会生活领域) 。情境包括宏观层面和家庭层面的

文化、制度、政策等个体生活的背景因素。时间、空间、
情境三个维度在女性生命轨迹中交织互动。公共领域

与私人领域的各种情境因素横截生命历程。情境所代

表的背景因素渗透到个体生活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

域，共同作用于每一个生命历程阶段，构建并维系着女

性多方面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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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女性健康劣势累积作用机制分析框架

四、女性生命历程中各阶段健康累积劣势分析

本文将从女性生命历程各阶段分析女性老年人健

康劣势形成机制。
( 一) 婴幼儿期
婴幼儿期包括婴儿期和幼儿期两个时期。在个体

主观能动性为零的婴幼儿期，婴幼儿的生命权、生存权

以及生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所处社会情境中的

文化惯习、公共政策及技术条件。传统的生育文化以

及受其影响的相关公共政策将使女性胎儿的生命权、
女婴的生存权与男性存在差异。

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婴幼儿期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它对于个体的老年生活具有形成性的，甚至是决

定性的影响［36］。出生前的歧视使女性胎儿的生命被

剥夺，出生后的歧视使女婴在家庭资源的分配方面被

区别对待。
在中国，性别本身就被当成一种特殊资源。传统

男权文化、传男不传女的继承观念以及养儿防老的传

统模式都将女性放在严重区别于男性的较低位置，人

们更加看重男孩在家庭延续和发展中的价值，这种根

深蒂固的思想意识正是男孩偏好赖以生存的“营养

基”［37］。而这种文化层面的男孩偏好得到了生育政策

的强化。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生育数量的缩减，驱使

了具有男孩偏好的人采取胎儿性别鉴定以及人工流产

技术，通过选择性生育实现生男孩的愿望。女性胎儿

尚未出生时生命权就被剥夺，女婴出生后因遭性别歧

视而被溺杀，这严重践踏了女婴的生存权［38］。据“六

普”数据显示，我国不同性别婴儿死亡率之间有明显

差异，男婴为 3． 720‰，女婴为 3． 906‰［39］。即使女性

胎儿顺利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在营养与食物的分配

以及患病治疗方面仍然受到歧视性对待。与男童相

比，女童营养不良的问题更为严重。对云南省 10 个地

区的 44 530 名少数民族儿童进行体检的结果表明，女

童营养不良发病率是 22． 12%，男童是 14． 4%，女童比

男童高出 7 个百分点［40］。在患同样疾病时，女孩、男
孩接受治疗的比例是 3: 5，能否获得卫生治疗往往不

是病人的病情所决定，而取决于他们的性别、社会地位

等［41］。婴幼儿期女童区别于男童的生存机会和生活

质量对其健康基础造成严重影响，一直延续到女性老

年阶段。
( 二) 青少儿期
青少儿期是接受教育的重要时期。青少儿主观能

动性较弱，主要的活动空间局限为私人领域，其生命轨

迹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选择与安排。然

而，是否能接受教育却不仅是私域的事情，同时也受到

其所处社会情景中的文化惯习、公共政策的影响。传

统的男孩偏好、公共政策共同作用，使得女孩在教育机

会的获取以及教育资源的多寡方面与男孩存在差异。
教育作为决定个体后期生命能量的很大决定因

素，影响着个体可否获得稀缺性社会资源，在人生命历

程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女性在青少儿期教育资

源的获取对于其成年期的职业选择与职场发展，以及

老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质量有着不可估量的

影响。
美国女性主义教育学者苏珊·麦吉·贝利认为，

在全球范围内女性所遭遇到的差别待遇，都可以穷本

溯源到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期望上［42］。在深受

重男轻女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们对男孩的家庭期

望高于女孩，家庭有限资源配置向男孩倾斜，对女孩教

育机会的剥夺使女孩在教育起点上就输给了男孩［43］。
即使女孩学习成绩比男孩好，仍不足以改变家庭资源

在子女教育上的分配差异。相关研究表明，与男孩相

比，女孩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完学率低［39］。在各个年

龄段，女性文盲率均显著高于男性［44］，在老年人口中

差异尤为明显。有数据显示，60 岁以上女性人口的文

盲、半文盲率达到 65． 73%，而男性 60 岁以上老年人

口的文盲、半文盲率为 28． 43%，低于女性老年人口

37． 30 个百分点［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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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孩偏好传统文化与公共政策相碰撞下，对传

统性别观念造成的教育差异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在教

育机会、过程与结果方面，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

和习以为常的性别歧视。虽然男女两性在文盲率、入
学率、辍学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等指标上的差距在不

断缩小［43］，但女性接受教育层次较男性低，并且在高

等教育过程中的学科和专业的选择上仍然遭受着性别

歧视。学科和专业选择中的性别隔离使高等教育形成

了普遍认同的“男性学科”和“女性学科”，而由女性主

导的学科专业在劳动力市场普遍处于劣势地位，这种

专业的被选择恰恰是女性在就业中遭遇性别歧视的反

映。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差异是对社会结构中男女地位

与职业隔离的复制，并通过教育制度强化了这一结

果［46］。这直接或间接地使女性无法公平的参与社会

竞争，影响到女性的就业、收入以及社会家庭地位［23］。
青年期女性在教育方面与男性存在的差距，积累到老

年时期，会形成一个最终的不利影响，使较大比例的女

性老年人生活在经济困难和缺乏社会保障的境遇中。
( 三) 成年期
个体在成年期退出了主要作为接受者的社会角

色，逐渐开始独立承担新的社会与家庭的责任与义务。
成年期分为婚育期与发展期两个阶段。婚育期通常伴

随着婚姻的缔结、后代的繁衍、职业的建立等生命事

件; 发展期作为婚育期的延续，主要与个人职业的发

展、家庭的发展相关联。在生命历程的这个阶段，个体

需要同时扮演多个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与矛盾的社

会角色，两性关系较为复杂。婚育与个人发展虽属于

私人领域，但其受制于公共领域，在不同文化惯习、社
会政策与制度下，女性发展轨迹与男性存在一定程度

上的差别。
职业和收入直接决定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在

家庭中的话语权。对女性而言，收入水平的高低不仅

影响其对于家庭资源的支配能力，更是保障其在老年

阶段健康医疗需求的重要条件。
1． 私域的女性劣势。在传统社会性别文化笼罩下

的中国，以性别为基础的家庭与社会分工将私人领域

留给了女性。虽然女性的社会参与打破了“男主外”
的传统性别分工格局，但是这并不代表“女主内”的传

统模式有任何改变。女性在公域中的就业为家庭做出

了经济贡献，但这并不代表她可以相应减少对家务劳

动的承担，而且家务劳动的贡献与价值经常被忽略，女

性的家庭地位并未因此提高。然而，男性无论是否在

公域取得了较高的职业成就，都不会因为很少主动承

担家务劳动受到谴责。工作中的女性无法避免地面临

着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冲突，艰难地在事业和家庭

之间寻找平衡点，如此的双重负担使得女性长期处于

身 体 与 心 理 的 疲 惫 状 态，严 重 影 响 女 性 的 生 活

质量［29］。
计划生育政策一方面将女性从生育和抚养子女的

负担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给女性的身心带来了负

面影响［47］。在控制生育的过程中，女性是节育措施的

主要承担者，女性被赋予较男性更大的责任。一方面，

女性为完成“生个男孩”的家庭任务承受了巨大的心

理压力; 另一方面，因节育而可能伴随发生的副作用和

风险使得女性付出健康方面的代价。女性健康需求高

于男性，但在健康资源可及性以及健康服务利用率方

面却低于男性。在传统父权制文化下，当有限的家庭

资源不足以满足每个家庭成员的需要时，作为妻子的

女性只能将自身健康投资最小化，将有限的健康资源

优先分配给家庭中的男性，以此来满足家庭整体利益

“最大化”的需要［48］。有限家庭资源的约束以及家庭

资源投放的向男性倾斜使得透支的女性体能并没有得

到和男性一样的正常补偿。女性要么劳累过度不老而

逝，要么将带着比男性低下的身体健康状况进入人生

的老年阶段。
2． 公域的女性劣势。由于两性分工模式及其巨大

的文化惯性力量，使得人们因性别决定劳动分工、工作

待遇及行为方式，女性比男性更难获得机会和资源，常

常在工作选择阶段就被边缘化定位，受到严重的性别

歧视［49］。同时，前期教育方面遭受的性别隔离一定程

度上加剧了女性低就业率，较强的就业临时性，不能获

得长期稳定的收入。加之，明显的职业领域隔离和职

业层次隔离使得女性就业者主要聚集于低技能、低报

酬、工时长、提升机会少、职业威望较低的职位与工作，

必然导致女性在家庭经济地位上的劣势和家庭资源分

配上的“边缘化”趋势，加剧了女性贫困化和贫困女

性化。
( 四) 老年期
随着年龄的增长与身体机能的衰退，老年人在家

庭与社会中角色与身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老年人经

历着各种资源的丧失，而这种老龄化过程对男性老年

人与女性老年人晚年生活会产生不同的作用。从生命

历程角度来看，女性在其早期生命历程中所遭受的歧

视与压迫，教育与职业收入资源的积累不足，在公域和

私域与付出不对称的回报都在老年阶段集中体现出

来。女性老年人早期生命历程的遭遇在晚年生活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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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累积效应，表现在经济保障、健康医疗、婚姻家庭生

活方面。
女性老年人在就业的同时，还要承担着养育子女

和照顾老人的家庭责任，职业发展与经济收入的劣势

导致了女性老年人经济独立性和社会福利的缺乏与不

足。六普数据显示，仅有 21． 9% 的女性老年人拥有独

立经济来源，低于男性老年人 14． 7 个百分点; 而依赖

家庭成员供养的女性老年人则高达 52． 6%，高出男性

老年人 24． 4 个百分点［50］。同时，目前建构在职业身

份上的退休金制度，一方面将部分不在业的女性排除

在外，另一方面退休年龄男高女低相当于从退休一开

始就从基数上拉大了男女老年人退休金收入的差距。
六普 数 据 显 示，拥 有 离 退 休 金 的 女 性 老 年 人 仅 有

19． 6%，男性老年人则高达 28． 9%［50］。城乡二元制导

致始终不能摆脱农业生产劳动的绝大多数农村女性在

晚年都没有退休金，这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女性与男

性晚年经济基础的差距，加剧了农村女性老年人的贫

困状况。女性老年人晚年健康状况既是早期生命历程

阶段累积的健康基础的结果，同时也受到当前享有医

疗资源水平的限制。女性老年人随着年岁增加，身体

机能衰退，各种疾病缠身，其健康服务需求远远大于生

命历程其他阶段，卫生医疗资源是否充足成为其晚年

健康的重要保障。然而，经济上的脆弱性使女性老年

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必要的时候寻求医疗服务，而且

她们可利用的医疗卫生资源较男性严重匮乏。具有农

村、女性、老年人三重弱势的农村女性老年人很大程度

上没有机会接触公共资源，健康保障状况堪忧。在老

年人最为脆弱的晚年阶段，健康需求的激增与健康保

障的匮乏形成强烈对比，女性老年人健康保障状况较

男性更加需要关注。

五、结论

本文在梳理总结女性老年人健康劣势的基础上，

引入生命历程视角，结合宏观、中观、微观，构建了时

间、空间、情境三维因素作用机制下的女性老年人健康

劣势分析框架，从文化、制度、政策方面对女性老年人

健康劣势的累积机制进行系统的剖析与演化。结果表

明，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健康的角度，女性老年人健康

与男性相比处于劣势; 同时，女性老年人早期生命历程

的累积劣势直接制约着老年时期的健康状况，而女性

老年人早期生命历程诸多的累积劣势是社会情境下社

会结构、文化、家庭、个人互动的结果。
本文通过对女性老年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劣势

的总结和梳理，发现女性老年人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占

余寿比重在整个老年阶段均低于男性老年人，并且女

性老年人更倾向于消极的健康自评。女性老年人认知

功能明显也弱于男性老年人，其抑郁水平显著高于男

性老年人。同时，女性老年人的健康劣势是过去多方

面累积劣势的累积结果，并非晚年一朝一夕所形成。
经过论证发现，女性老年人早期生命历程中卫生资源

的可及性、教育资源的可得性、家庭资源分配的“被边

缘化”、劳动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与隔离等多方面要

素随时间推移发生作用，这一过程对其健康本身以及

健康资源的保障产生影响，不断以累积的方式作用于

女性老年人，最终导致其健康劣势的地位。而女性老

年人早期生命历程中诸多的累积劣势是社会情境下社

会结构、文化、家庭、个人互动的结果。两性健康的不

平等主要是社会方面的不平等。文化、制度、政策对于

女性一生的差异化作用不断累积，最终体现在女性老

年人健康方面。本研究突出了女性老年人健康存在劣

势的事实，从不同角度去探讨引致女性老年人较男性

存在健康劣势的原因以及影响机制，整合并丰富了已

有对老年人健康差异的分析，提出了研究女性老年人

健康劣势的累积机制。
为了切实改善当前和未来女性老年人的健康状

况，健康保障必须着眼于全程性与全局性发展。健康

保障政策应该体现生命历程视角，从早期生命阶段开

始，将社会性别纳入健康保障政策主流，充分关注女性

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同时，健康保障政策需要和收入

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就业等其他相关的公共政策相

互衔接和配合，共同降低女性的健康风险。通过弱化

公共政策、社会制度与传统文化惯习对性别观念的维

系与重构作用，在生命历程全过程中逐渐缩小女性之

于男性的差异，以消除未来女性老年人的健康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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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Determinants of Long － Term Care Needs for Ｒural Needy Elderlyin China
———taking Ankang as an example

ZENG Weihong1，2，HU Jiwei1，2，ZHANG Ｒuotian1，2

( 1．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China; 2． Center for Aging and Health Ｒesearch，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 In the multiple settings of aging，urbanization and miniaturization of family size，the problem of the long －
term care needs of the rural elderly in the poor mountainous areas of China has become prominent． Taking the Ankang
district in Sha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based on the level definition of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health care of the eld-
erly is needed，and using the investigation data，we have mad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needs of long － term care of
the rural elderly and the socio － economic affecting factor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long － term care needs of the ru-
ral elderly in poor mountainous areas undergo comprehensive influences of age，marital status，educational level，physi-
cal condition，economic condition and social network． Then，we have made suggestions on the policy for lowering the
risk of the long － term care of the elderly．
Key words rural China; elderly; long － term care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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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alth Disadvantages and Cumulative Mechanism of Elderly Women
———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Course

XU Jie1，2，LI Shuzhuo1，2

( 1．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China; 2． Center for Aging and Health Ｒesearch，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life course perspective，integrating the three － dimensional factors，i． e． ，time，space and con-
text，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macroscopic，mesoscopic，and microscopic settings of China，this paper attempts to
work out disadvantages of elderly women affected by the interacting cultural，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factors and then
presents a cumulative mechanism framework of health disadvantages elderly wome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no mat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ysical or mental health，the health standards of female elderly are clearly below those of male
elderly． The disadvantages accumulated in the early years of life of elderly women directly dominate the health in their
later years of life，and the cumulative disadvantages in early life experiences of elderly women are the results of social
structure，culture，family and individual interaction in the unique settings of China． It is hel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weaken the effect of public policy，social system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customs on the maintenance of restructuring
role of gender conception to eliminate the health disadvantages of elderly wome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elderly women; health disadvantages; life course; accu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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