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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quo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on the elderly care problem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hree authoritative databases—CNKI, Wanfang
and VPCS, tries to search the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elderly care problem of ethnic
minorities from 1985 to 2016, and then screens out 251 closely-related Chinese papers on the
topic through statistical study. By using bibliometric method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which is about the annual changing tendency of the literature amount,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the authors, and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the selected 251 papers. Research findings include: the study on elderly care problem of ethnic minorities shows a rise tendency;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 study needs to be enhance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the differenti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how to realize the shift from “family support” to “support family”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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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目前国内关于少数民族老龄化研究的现状和特点等，基于CNKI、万方、维普三大国内权威数据库，
查找1985~2016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少数民族养老相关文献。通过进行统计、梳理，筛选出密
切相关的251篇中文文献。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从定量的角度分析251篇文献的年度文献量变化趋势、
期刊载文量、作者、研究内容等。结果显示，少数民族养老研究相关文献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少数民族
养老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增强；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差异化探索研究十分必要；如何从“家庭支持”
转向“支持家庭”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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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近年来，相关研究与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也逐步进入了老龄化[1]。由于多方面
的原因，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养老保障体系不完善，未富先老特点更加突出，
再加上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使我国民族地区老龄化应对往往面临着更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在科学技术领域，对某一学科或研究方向的文献量进行分析，对追踪了解该领域的现状、动态和发
展方向等有重要参考价值[2]。因此，本研究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对少数民族养老的文献进行梳理，了解
目前国内关于少数民族的老龄化研究的现状和特点等，希望为未来的研究与民族地区老龄化应对工作提
供可供参考的建议。

2. 资料来源与方法
2.1. 检索策略
本研究通过预检索的方法，调研密切相关文献，分析学科分类情况和筛选高敏感检索词，基于国内
三大核心中文期刊库——CNKI、万方、维普，根据数据库的特点选择不同检索途径和检索策略，对国内
少数民族养老研究相关文献进行检索。检索时间跨度为 1985 年~2016 年。文献类别为全部公开发表的期
刊。检索词为：少数民族、民族、养老、老年、老龄化。检索式为：主题 = 少数民族 or 民族 and (养老
or 老龄化 or 老年)，精确。

2.2. 文献筛选标准
本研究共计检索 321 篇文献，删除报刊类文章，以及针对民族地区发展、老年疾病与健康调查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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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同时筛选清理去重检索结果，再从中挑选出密切相关的 251 篇，形成计量分析库。

2.3. 分析方法
按照上述方法进行中文文献的系统检索和精心筛选、去重后得出 251 篇文献，并用 SPSS19.0 进行描
述性统计分析。计量分析指标主要包括：年度期刊量趋势、期刊载文量、作者特征和研究内容。

3. 结果
3.1. 文献数量的年代分布
如图 1 所示，少数民族养老最早发表的一篇期刊文献出现于 1985 年，之后的 17 年间该领域的文献
发表量一直处于每年 1~2 篇的水平。从 2003 年开始，少数民族养老研究逐渐活跃，文献发表也不断增加。
2009 年后，论文发表数量进入快速增长时期，这可能和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有关。我国第六
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进入了老龄化，民族地区的老龄化问题开始获得了学术界的重
点关注。总体来说，30 多年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养老研究相关文献，从数量上看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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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number and age distribu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old-age-care documents
(1985-2016)
图 1. 少数民族养老文献的数量及年代分布(1985~2016)

3.2. 主要载文期刊
载文量最高的期刊为：《中国老年学杂志》(7 篇)、《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 篇)、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 篇)。载文量仅为一篇的期刊占总数 40.24% (101/251)，载文
量在 3 篇及以上的的期刊占总数 8.37% (21/251)。

3.3. 研究作者特征
251 篇文献中，共统计出有 35 个作者机构，发文量占前 5 位的作者机构分别是：新疆石河子大学、
延边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作者所属区域，排名前五位的分别云南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京市、湖北省和吉林省。从作者单位和所属区域看云南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排
在靠前位置，其原因可能云南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都是多民族聚居地，开展民族养老研究具有先天优
势。

3.4. 研究内容特征
3.4.1. 研究主题
基于 251 篇文献的标题、摘要和正文对研究主题或方向进行归类，确定主要研究主题。排名前 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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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主题，占总文献量的 72.11% (181/251)，分别为社会保障与养老保险(67 篇)、养老模式分析(52 篇)、
养老服务(33 篇)、民族养老文化(19 篇)、养老现状与需求分析(10 篇)。另外，从关键词看，251 篇少数民
族养老的文献中，共统计出 856 个关键词。使用过三次以上的关键词有 27 个，共出现 397 频次，占总的
关键词数量的 46.38%。关键词词频排名前十位共有 309 个，共占关键词总数数量的 36.10%。按从高到低
的排序分别是：农村、养老、老年人、民族地区、养老保险、对策、家庭养老、少数民族、老龄化、养
老模式、养老保障和需求。
3.4.2. 研究方法
如表 1 所示，在 251 篇少数民族养老的文献中，主要以现场研究为主(94.8%)，在现场研究中，定性
研究方法运用最多(48.2%)，其中的主要方法是观察法、访谈法、小组访谈等。另外，定量研究方法占
14.7%，主要是运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养老意愿和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利用 AHP 层次分析法和
模糊综合评价法开展养老服务评价，运用卡方、t 检验和 F 检验等描述性统计方法进行对比研究等多种
定量研究方法。
Table 1. Research methods
表 1.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现场研究

非现场研究

篇数(%)
定量

38 (15.14)

定性

121 (48.2)

定量 + 定性

80 (31.9)

文献分析法

13 (5.2)

4. 讨论
4.1. 少数民族养老研究相关文献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由图 1 可知，国内少数民族养老研究相关文献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这可能与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逐
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有直接联系。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显示，我国少数民族 60 岁及以上老年
人占全部少数民族人口的 10.50%，65 岁以及上占 6.99%。其中，有 17 个民族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
过 7%的国际标准，还有 26 个民族的老年人口统计数据已经非常接近该标准。另外，18 个人口超过百万
的少数民族，有 14 个已经步入老龄化[1] [3]。研究数量的增加表明了社会各界对少数民族地区老龄化问
题的重视。我国少数民族大部分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经济社发展滞后，在严峻的老龄化形
势面前更显脆弱。加强少数民族养老相关研究意义重大，各级基金项目应加强支持，适当向民族地区高
校和相关研究机构倾斜，同时鼓励各个领域的学者对其给予更多的重视。

4.2. 少数民族养老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增强
少数民族养老相关研究，在数量上与汉族、城市地区，或者经济相对富裕的东部、中部农村地区相
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本研究初步统计 2016 年关于城市地区的养老研究数量超过了 1600 多篇。少数民
族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偏远地区等是我国老龄化应对的难点，也应该是重点，对其给予更多
的重视十分有必要。另外，从研究内容看，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与养老保险问
题，但老龄化不仅是一个社会保障问题、经济问题，还涉及到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个方面，百花齐放
非常重要。其次,在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定性研究的文献比较多，注重于个案分析，从代表性方面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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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拓展，需增加定量与定性方面相结合的研究。最后，目前还存在着一些疑问与争论：“少数民族农村
地区的养老与汉族农村地区有何区别？”存在着这样的争论与疑问，就是国内相关研究有待深入的一个
重要表现，有待于各个领域的学者进一步解答。

4.3. 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差异化探索研究十分必要
目前大部分研究都认为社会化养老是应对民族地区老龄化的主要措施，许多研究习惯性地借用汉族
地区方法或标准，缺乏差异化探索的视角。我国有 55 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人口总量、老龄化程度和发
展速度，以及地域分布、社会发展等都有明显差异。此外，多元的民族文化进一步加大了差异性，也使
老龄化应对面临着更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一刀切”的思路很难有效解决少数民族的老龄化问题。社
会化养老就是目前阶段的灵丹妙药？可能仍面临着许多的障碍，例如高质量的社会化养老服务需要大量
专业化、高素质的人才队伍。目前阶段许多偏远民族地区很难在短期内解决人才队伍的问题。另外，机
构养老在文化上的可接受性仍存在许多障碍性因素[4]。也许未来，民族地区通过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呈
现出与汉族地区相同的发展趋势。但目前阶段，应该基于民族地区的现状，尊重民族地区的需求和文化
差异，积极开展民族地区老龄应对的差异化探索。

4.4. 如何从“家庭支持”转向“支持家庭”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251 篇文献中，有 80 篇文献阐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养老模式与方式。其中，67 篇明详细介绍了
家庭养老现状，绝大部分文献显示家庭养老是少数民族的主要养老现状与需求。少数民族群众的过去与
现在其养老主要依靠家庭，由家庭提供养老支持，并探索和积累了多元的家庭养老方式，比如哈萨克族
的“还子制”和“幼子继承制”[5]；白族的“分养制”[6]；傣族的女儿养老[7]；藏族的“当家制”[8]；
侗族的“儿子养老”[9]等等。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部分民族地区家庭养老功能也存在着弱化的问
题。由于很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政府养老供给力不从心。市场提供养老服务面临着
过高的机会成本。养老服务供给主要有三大主体：政府、市场和家庭。在政府与市场存在能力有限和动
力不足的背景下，发挥好家庭在养老服务中的第一支柱作用就十分必要[10]。因此，现阶段关注的重点应
该是探索如何从“家庭支持”转向“支持家庭”[11]，充分发掘家庭养老资源，出台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等，
例如提高家庭照护者护理技能、增加不养老的成本和增加养老的收益等[12]，才能更加契合民族地区的现
状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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