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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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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农户调研数据，从主观健康感知、客观健康状态以及医疗保障水平三个方面对现阶

段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二元选择模型，探讨影响农村居民健康的因

素。结果表明：无论从主观感知还是客观指标来看，当前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总体上比较理想，但

有 25%的农村居民长期受慢性病的困扰。 多数农村居民生病就会医治，健康行为的选择比较理

性。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就业、已婚、适度忙碌以及所在村每千人拥有的药店数越多的

农村居民，健康的概率越大；而外地就业、年龄增长则对农村居民的健康产生了负向影响。 此外，

饮用水安全与否是当前影响农村居民健康的一个重要人居环境因素。建议有针对性地加强预防和

医治慢性病，并加快实施农村饮用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同时，在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同时，

做好政策工具与施策对象之间的有效沟通，提高农村居民对相关政策的认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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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健康是人类享受美好生活的必要基础和重要保障。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部

署。 其中，在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方面，即提出要推进健康乡村建设，强化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深

入开展乡村爱国卫生运动。随着经济的平稳发展，我国的民生保障水平日益提高，但与城镇相比，广

大农村地区在基础设施条件、人居环境、医疗卫生供给方面短板频现，这些因素给农村居民的健康

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这在贫困地区尤其突出。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百村调研，有 36.2%的农户
因病致贫，11.5%的农户因残致贫，二者分别位居贫困诱因第一位和第四位。 可见，推进健康乡村建

设，对改善农村民生、推进脱贫攻坚以及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都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带来两个问题：

一是现阶段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如何？二是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的重要因素有哪些？对上述问题

的探讨，有助于把握当前推进健康乡村建设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和有效施策的主要抓手，这也是本文

研究的目的所在。

关于农村居民健康的研究，常见于医学视角，基于经济学范畴的研究则多聚焦于影响农村居民

健康的因素方面。现阶段还缺乏完备的关于农村居民健康的经济学分析框架，相关研究更多是属于

经验分析。由于所选取样本、研究视角以及分析方法不同，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存在差异，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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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 以收入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为例。 第一种研究观点认为，收入对农

村居民健康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1-2］；第二种观点与此相反，认为收入是显著影响农村居民健康的

重要因素［3-4］；第三种观点主张相较于当期收入，持久收入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更大［5］。虽然相关研

究在结论上尚未达成一致，但它们对后续研究在把握影响农村居民健康的因素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概括而言，除收入外，现有研究认为影响农村居民健康的共性因素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一是

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6-7］与人居环境［3，7-8］；二是医疗保障供给水平［2，9-10］；三是生活习惯或称健康

行为［7，11-12］；四是就业［7，9，13］和工作时间［14-15］；五是健康观念与知识［6，8］；六是政策或体制因素［8-9］；七是

个体特征，如教育程度［5］、年龄［1，12］、性别［7，12］等。

在上述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全国 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 273户农村居民调研数据，

探讨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

二、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分析

从主观健康感知、 客观健康状态以及医疗保障水平三个方面对现阶段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进

行分析。 其中，主观健康感知包括总体健康判断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前者由受访农村居民综合自

己当前的健康状况做出判断，后者由农村居民感到抑郁或焦虑的频次来表征，二者均属于农村居民

主观感知的健康水平；客观健康状态是借由一系列日常生活行为指标，来考察农村居民实际的健康

状态；医疗保障水平则体现了农村居民健康的客观条件与保障基础。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课题组 2017 年的调查。此次

调研涵盖了全国 2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从村与户两个层面展开。 在每个样本村，利用随机

起点等距抽样和分层抽样方法分别选取不少于 60户的农户进行问卷调研，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6 273
个。 因问卷中包含了家庭各成员的各项指标，综合考虑统计分析的工作量和样本的代表性，我们最

终以农户问卷中的户主作为主要分析对象。

此次调研涵盖了家庭成员、住房条件、生活状况、健康与医疗、安全与保障、劳动与就业、政治参

与、社会关系、时间利用、子女教育、扶贫脱贫 11 项内容。问卷中与健康有关的内容包括：当前健康

状况，医疗保障选择，参与体检的情况，日常行走、洗漱、穿衣、劳动与自理能力，生活中身体不适或

焦虑的情形，家中不健康人数，参与新农合的情况，医疗支出及报销情况以及影响农村居民健康的

其他指标（如饮用水安全、主要炊用能源、厕所类型、生活污水与垃圾处理方式等人居环境状况）。

从样本的基本情况来看，受访农村居民平均年龄约为 56 岁，已婚者占 65.9%；男性占有效样本

的比重为 73%，女性所占比重为 27%，男性占比高于女性；此外，未接受过教育的农村居民占有效

样本的比重约为 14.6%。

（二）主观健康感知

通过询问农村居民“你当前健康状况如何”，获得其对自身健康水平的判断。虽然这是一种主观

感知的健康水平，但也是农村居民基于其自身身体情况做出的结论，因而可以借此了解农村居民总

体的健康水平。 从结果来看，样本农村居民中，健康者所占比重约为 60.7%，患有大病者占 5.2%，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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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者约占 6.4%。此外，在调研中，有 27.7%的农村居民表示自己长期受慢性病困扰。可见，农村居民

现阶段的健康状况总体上比较理想，而不健康的主要困扰因素则是慢性病（表 1）。

所谓健康，既包括身体层面的健康，也包括心理层面的健康，且二者之间会相互影响。衡量心理

健康的指标有不少，但多为心理学范畴。本文结合调研信息，选择了焦虑与抑郁这一项指标。身处在

一个瞬息万变、高速发展的时代，人们于日常生活、工作中难免产生不同程度的抑郁或者焦虑情绪，

因此，保持心理健康变得十分重要。 在此次调研中，有 54. 5%的农村居民主张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偶

尔会有一些焦虑或抑郁，但并不严重；29.9%的农村居民表示自己并没有出现焦虑或者抑郁的情况。

受访农村居民中，焦虑或抑郁达到比较严重或非常严重者所占比重分别为 11.7%和 3.8%（表 2）。可
见，农村居民的心理总体上处在比较健康的水平之上。

（三）客观健康状态

通过询问农村居民“日常活动（如工作、学习、做家务等）是否有问题”，得到的结果是：58.1%的
受访者表示自己完全可以应付日常活动， 没有任何问题；31.7%的农村居民在日常活动时有轻微问

题；6.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健康状况在应付工作、学习、家务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此外，还有

3.9%的受访者表示不能进行任何日常活动（表 3）。

此次调研中，65.5%的农村居民在劳动与自理方面不存在问题；15.3%的农村居民丧失了部分

劳动能力；17.0%的农村居民虽然丧失了劳动能力，但是有自理能力，足以自己应付日常生活；而有

2.1%的受访者身体状况堪忧，不仅无法从事劳动，而且完全没有自理能力（表 4）。

从日常身体疼痛或不适的情况来看，14.6%的受访者表示完全没有不适状况；59.4%的受访者
表示有一点； 认为自己身体不适或疼痛情况比较严重甚至非常严重的农村居民占有效样本的比重

分别为 20.5%和 5.5%。 人体不可能一直保持完全健康的状态，每个人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会出现

健康 慢性病 患有大病 残疾

样本（人） 3 779 1 726 324 398

比重（%） 60.7 27.7 5.2 6.4

表 1 农村居民总体健康水平

没有 有一点 比较严重 非常严重

样本（人） 1 135 2 070 444 146

比重（%） 29.9 54.5 11.7 3.8

表 2 是否感到焦虑或抑郁

没有 轻微 严重 不能进行任何活动

样本（人） 2 236 1 218 244 150

比重（%） 58.1 31.7 6.3 3.9

表 3 日常活动是否存在问题

有劳动能力 丧失部分劳动能力 无劳动能力但有自理能力 无自理能力

样本（人） 4 080 954 1 058 133
比重（%） 65.5 15.3 17.0 2.1

表 4 劳动与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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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适的情况。上述结果表明，多数农村居民感到不适或疼痛的程度都比较轻微，从而再次说明，

当前农村居民的健康状态总体比较理想。

从日常行走是否存在问题的情况来看，59.0%的受访者选择了没有，30.5%的农村居民在日常行走

时有轻微问题，6.8%的农村居民在行走方面问题比较严重， 完全不能行走的农村居民占有效样本的比

重约为 3.7%。

当被询问“日常洗漱、穿衣是否存在问题”时，78.7%的农民表示完全没有问题，可以自理；15.1%
的农民表示有轻微问题； 在洗漱、 穿衣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农民占有效样本的比重约为 2.7%；此

外，针对这个问题，有 3.5%的农民给出了完全不能自理的答案（表 5）。

此次调研，农户家中不健康人数最多达到 6 人，约占有效样本的 0.02%。 家中有 1 个人不健康
的情况最为普遍，所占比重约为 38.6%；其次是家中没有不健康者的情况，这类农户约占 36.31%；

再者是家中有 2 个人不健康的情况，所占比重约为 21.29%；家中不健康人数达到 3 人、4 人和 5 人
的农户所占比重均比较小， 分别为 3.27%、0.49%和 0.03%。 从家中不健康者的不健康程度来看，

52.4%属于严重，41.1%属于一般，6.5%属于轻微（图 1）。
（三）医疗保障水平

此次受访的农村居民中，96.5%参加了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而参加商业保险、城镇

居民医疗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村

居民占有效样本的比重均比较低，分别为

2.3%、1.9%和 0.7%。 此外，既未参加新农

合亦未参加任何其他医保的农村居民约

占 1.7%（表 6）。 可见，参与新农合是当前农村居民最主要的医疗保障选择。 多元化的保障体系是

减少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一道有力“防火墙”，显然，现阶段健康乡村建设在这一方面尚有

改进空间。

完全没有 轻微 严重 非常严重

身体是否不适或疼痛
562

（14.6%）

2 289

（59.4%）

789

（20.5%）

211

（5.5%）

行走是否存在问题
2 434

（59.0%）

1 260

（30.5%）

279

（6.8%）

153

（3.7%）

洗漱、穿衣是否存在问题
3 033

（78.7%）

583

（15.1%）

105

（2.7%）

134

（3.5%）

表 5 日常生活是否存在问题

注：非括号中数字表示样本数，括号中数字为对应样本占有效样本的比重

图 1 农民家中不健康人数

新农合 城镇居民医保 职工医保 商业保险 均无
样本（人） 6 014 119 41 143 103
比重（%） 96.5 1.9 0.7 2.3 1.7

表 6 参与医疗保障情况

注：此项为多选，因此样本总和大于有效样本量

样本2 500
2 000
1 500
1 000
500
0

0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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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受访农村居民参加体检的情况来看，43.9%的农村居民有参加体检， 而半数以上的农村居民

并未参加过任何正规体检。至于未参加体检的原因到底是主观无意愿还是客观条件不具备，本次调

研并未就此深入探讨。 但这一结果至少说明，目前农村健康事业的推进尚有一大步要迈。

调研发现，虽然有 17.9%的农村居民生病时并未治疗，但大多数农村居民有病就会医治。 农村

居民生病却不医治，客观方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家庭经济困难，这类农村居民所占比重达到 54.3%；当

然，客观原因还有距离医院太远，选择此项的农村居民占比约为 3.2%。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时

间或自己认为不重要，二者在调查样本中所占比重分别为 1.5%和 9.7%。从治疗方式来看，44.5%的农
村居民选择自行买药医治，52.3%的农村居民选择就医，后者与严重不健康者所占比重接近，说明农

村居民就医行为的选择比较理性（表 7）。

从医疗支出方面的情况来看，受访农村居民平均医疗支出为 9 461.1元。其中，报销费用平均为

1 617.4 元，自费部分平均达到 6 025.1 元。 自费部分占医疗总支出的平均比重为 71.3%，说明虽然

农村居民参与新农合的比例较高，但该制度在解决农村居民看病难的问题时仍然孤掌难鸣，需要探

索多项政策组合配套实施。

三、影响农村居民健康的因素分析

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研究确定自变量，建立二元模型，探讨影响农村居民健康的

因素。

（一）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为进一步探讨现阶段影响农村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

利用微观数据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 因变量即本文的研究对象———农村居民健康状况。 相关研究

中，衡量一国居民健康的指标主要有三类：一是健康满意度指标，由受访者根据自己对健康状况的

满意程度给出主观打分；二是选择表征健康水平的指标构建居民健康指数，目前各项研究在子类指

标的选择方面差异较大；三是由居民根据自己总体健康状况，直接给出是否健康的答案。 本文综合

考虑样本信息和可行性后，选择了第三种做法，这也是相关研究中比较常用的做法。

自变量方面，影响健康的因素有很多，现有研究在此方面并未达成一致。基于这种情况，笔者认

为比较适宜的做法是回到问题的本身。既然研究农村居民健康问题，那就从农村居民与健康两个关

键词来确定可能的自变量。

首先，健康是一项有个体差异的指标，所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个体主要特征

可能是影响农村居民健康的因素。在这方面，各项研究给出的结果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完全相反。笔

者分析样本，发现不同性别的各项健康指标差异并不明显，即没有规律性，且在尝试各种方式建模

时，此变量均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考虑到目前并没有理论支持性别是影响农村居民健康的重要

经济困难 医院太远 没有时间 不重视 其他

样本（人） 726 43 20 130 417
比重（%） 54.3 3.2 1.5 9.7 31.2

表 7 未医治主要原因

18- -



因素，即并非不可遗漏的重要解释变量，所以在最终模型中剔除了该变量，保留了年龄、婚姻状况和

受教育程度三个变量。预期上述三个变量若能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则年龄变量对农村居民健康的

影响将为负，而婚姻与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将为正。

其次，健康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体生活水平和人居环境的影响。表征生活水平最直接也是最常用

的指标即收入。吃穿用度皆离不开钱，个体生活得好与不好，收入并非唯一衡量指标，但一定是一项

重要指标。由此，本文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及与收入息息相关的是否就业两个变量加入自变量

集。在人居环境方面，衡量指标有很多，如住房状况、饮用水供给、生活垃圾与污水处理方式、有无卫

生厕所、主要炊用能源是否为清洁能源等。参考调研中对上述各因素与现阶段农村居民健康之间关

系的发现，本文建模时选择了“水源是否经过净化处理（或受保护）”“生活垃圾是否送垃圾池或定点

处理”以及“生活污水是否管道排放”三项对农村居民人居环境影响较大的指标。 从逻辑上讲，日常

饮用水安全以及生活垃圾与污水按照利于保护环境的方式处理，将有利于农村居民健康，即上述三

个变量的符号预期为正。

再次，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是农村居民健康的重要保障。综合考虑农村医疗卫生供给的现状

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了千人卫生室数、千人医生数、千人药店（铺）数以及新农合报销占医

疗总支出的比重四项指标作为自变量， 它们也是表征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常用指标。 一般来

讲，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各方面水平越高，农村居民健康水平越高。但因上述变量为家庭或村级变量，

个体样本的差异性达不到，从而在统计上可能并不显著。

然后，健康属于医学范畴，它除了与个体特征、生活水平、人居环境以及外在保障服务水平有关

之外，还与个体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劳逸结合才能实现健康，日常生活、工作是否繁忙决定了个体

能够休息的时间上限， 由此本文将最近一周累计干活的时间和日常是否忙碌两项指标纳入自变量

集。此外，就业地点对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将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健康状况，因此本文也将它列为

自变量。 由于上述三个变量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存在复杂性，所以其符号难以预期，而回归结果

恰有助于我们判断这些变量对农村居民健康影响的最终方向。

最后，如上文分析所述，个体日常的心理状态可能会对其健康产生影响。 此次调研询问了农村

居民于日常生活中感到焦虑或抑郁的频次，在建模时，将它作为自变量来考察心理因素对农村居民

健康的影响。从逻辑上判断，个体日常感到焦虑或抑郁的频次越高，其不健康的概率就越大，即该变

量的符号预期为负。

由此，本文以农村居民健康状况 Y作为因变量，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如下：

Y=Xi β+μ （i=1，2，……7）
其中，自变量集 Xi包括：个体特征 X1（AGE，MAR，EDU），生活水平 X2（PINCOME，JOB），人居环

境 X3（WCL，GAR，WS），医疗保障水平 X4（BR，SD，SR，SS），生活状态 X5（WHOUR，BUSY，JOBW），心

理状态 X6（DP）以及其他因素 X7（UHN，DM）。 各自变量的具体含义和符号参见表 8。
（二）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村居民健康状况，由受访农村居民根据自己的实际健康状态做出选择，健康

选择 1，不健康则选择 0。 由此，该因变量属于二元选择变量，宜利用二元选择模型进行分析。 利用

Eviews软件，将上述所有自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建立二元选择模型，估计所得结果见表 9。 表中各回

乡村振兴战略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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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系数并不能视作普通回归所得到的边际效应， 而只能通过符号来判断自变量增加所引起的响应

变量概率的增减。

首先，在个体特征方面，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已婚农村居民健康的概率增加。婚姻状

况虽然不会对健康产生直接影响，但通常来讲，有了家庭，个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尤其是主观幸福

感）可能随之增强，并且生活中可以彼此照顾，从而对个体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是有利的。年龄

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随着年龄增长，农村居民不健康的概率增加，这符合正常逻辑。人的生命

是一个向死而生的过程，年龄越大，身体机能出现各种病痛的概率就会越高。 受教育程度变量在此

处并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 虽然有学者强调，受教育程度高低会影响农村居民的健康意识强弱，

从而对其健康状况产生实际影响。 但笔者认为，随着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

变量 说明 符号
年龄 周岁 AGE
是否已婚 否=0，是=1 MAR
受教育程度 实际接受教育年限 EDU
是否就业 否=0，是=1 JOB
是否在本县内就业 否=0，是=1 JOBW
人均纯收入 根据家庭分项收入推算，并除以家庭总人口数 PINCOME
水源是否经过净化处理或受保护 否=0，是=1 WCL
生活垃圾是否送垃圾池或定点堆放 否=0，是=1 GAR
生活污水是否通过管道排放 否=0，是=1 WS
新农合报销比重 新农合报销费用/当年医疗总支出，单位：% BR
最近一周累计干活时间 根据最近一周实际干活小时数推算 WHOUR
日常是否忙碌 否=0，是=1 BUSY
日常生活中是否感到焦虑或抑郁 否=0，是=1 DP
每千人卫生室数 村内卫生室个数/总人口＊1 000，单位：个 SR
每千人医生人数 村内医生人数/总人口＊1 000，单位：人 SD
每千人药店（或铺）数 村内药店（或铺）个数/总人口＊1 000，单位：个 SS
家中不健康人数 当前家中身体状况欠佳的人数 UHN
是否建档立卡户 否=0，是=1 DM

表 8 自变量含义说明

变量 系数 变量 系数
C 3.414 2** SD -0.376 1

AGE -1.986 3* SR -0.142 7
EDU -0.003 8 SS 0.083 7**

MAR 0.798 6* PINCOME 0.197 1
JOB 0.751 5* BR -0.173 1
JOBW -0.510 6** WCL 0.213 8***

DM -0.206 9*** GAR 0.019 1
BUSY 0.401 6* WS 0.026 0
WHOUR 0.423 7* UHN -1.223 2*

DP -0.201 4
AIC 1.104 3 SC 1.163 8

LR 统计量伴随概率 0.000 0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表 9 农村居民健康模型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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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意识的影响应该在减弱。从前文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82.1%的农村居民生病便会就医，不医治

的原因主要是经济拮据，而属于主观健康意识不强导致的不就医情形所占比重约为 9.7%。 由此，受

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健康影响不显著在样本信息的基础上是成立的。

其次，在经济因素方面，人均纯收入变量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与理论预期不符。个体保障健康

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因为吃穿住行皆离不开钱。通常来讲，收入水平越高，应越有利于个体维持

健康的生活状态。但也有研究与本文所得结论一致，认为当期收入并不会对农村居民的健康产生显

著影响，而预期收入或者上一期收入才是影响其健康的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文的回归结

果中，是否就业这个变量在 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统计检验。从该变量的符号可以判断，就业使得

农村居民健康的概率增加，不健康的概率相应减少，而就业这一变量与工资性收入息息相关。 从国

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年度数据可知， 工资性收入在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中所占比重逐年上

升，截至 2017年达到 40.9%。 可见，虽然农村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在模型中并不显著，但决定农村居

民工资性收入水平的就业变量是影响其健康的重要因素。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不同类别的收入对

农村居民居民健康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这也是后续研究需要深入的一个方面。 此外，如果农村居

民在本县内就业，则其健康的概率会增加。从逻辑上讲，农民就业地点离家较近，一方面方便得到家

人的更多照顾，有利于身体健康；另一方面，有条件和亲朋好友保持亲密联系，从而有利于心理健

康。 毕竟离开熟悉的人和环境，个体可能会感到孤独，甚至可能因为陌生环境的排斥和疏离而出现

抑郁等情绪，进而影响其身体健康。

再次，在生活状态方面，从估计系数的符号可以判断，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日常忙碌

的农村居民比不忙碌的农村居民健康的概率更大，而且最近一周累计干活时间越长的农村居民，健

康的概率越大。 托马斯和丹尼尔（Thomas、 Daniel）和沃尔（Warr）的研究均表明，工作时间与个体健

康之间存在类似倒 u型的关系。 在达到某个临界值前，忙于工作有利于个体保持健康，只有超过临

界值，即劳碌过度才会对个体身心产生消极影响。 健康的身体需要适度的活动与锻炼，整日闲着无

所事事，并不利于维护正常的身体机能。在适度范围内，忙碌与劳作不仅可以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

而且有助于提高个人成就感与社会认同感，进而对其健康状况产生正向影响。因样本农村居民的忙

碌程度与干活时间都在合理范围之内， 所以回归结果中这两个变量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为正是

符合逻辑的。

然后，在农村基本医疗服务供给方面，虽然相关变量都是家庭或村级层面的，但亦与每个农村居

民息息相关，毕竟这是农村居民所面临的外部医疗保障环境，将对其健康状况产生直接的影响。从回

归结果来看，新农合报销费用占当年医疗总支出的比重这一变量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从前文的分析

也可以看出，样本农村居民自费部分占医疗支出的比重平均为 71.3%；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新农合

制度在应对一些大病情形时作用有限，从而该变量无法对农村居民健康产生显著影响。此外，千人卫

生室数与千人医生数两个变量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但千人药店（铺）数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

明村中每千人拥有的药店（铺）数越多，越有利于农村居民的健康。 一般来讲，村中药店（铺）越多，农

村居民买药越便利，对药品的选择也越多，从而更有利于其生病后及时用药以恢复健康。

最后，在人居环境方面，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的是变量“水源是否经过净化处理（或受保护）”。

这是符合现阶段我国农村实际情况的。根据水利部统计，截至 2018年底，我国有 100多万农村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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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安全问题尚未解决。 水是生命之源， 日常饮用水是否安全不仅关系到广大农村居民的生活质

量，而且对他们的健康会产生直接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饮用水经过净化处理或水源受到保护，农

村居民健康的概率增加。 此外，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处理方式两个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但并不能

就此说明它们对农村居民的健康而言不重要。实际上，生活垃圾与污水的处理方式事关农村居民的

生活环境，从长期来看，即便没有直接的影响，也必然将对农村居民的健康产生间接的影响。因为人

与环境和谐共存是个体健康的必要条件。

此外，家中不健康人数越多，农村居民不健康的概率就越大。从直接影响来看，家中成员身体状

况欠佳者越多，农村居民照顾起来需要耗费的体力与精力就越多，自己的身心健康就越难以保障；

从间接影响来看，家中不健康人数越多，医疗支出就越多，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必然受到影响，家中每

个成员的吃穿住行受到波及，进而每个人的健康状况都将受到影响。 相较于非贫困户，建档立卡户

健康的概率下降，这与此次调研的发现是一致的。 贫困户中，36.2%因病致贫，11.5%因残致贫，而贫

困又反过来加剧了这些贫困户成员的不健康程度。日常生活中是否感到焦虑或抑郁、生活垃圾和污

水处理方式三项变量在统计上则并不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推进健康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有健康

的体魄作为基础，农村居民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过程中真正谋得幸福。这就要求我

们对现阶段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有所把握。 本文利用 26 省（自治区、直辖市）农

户调研数据，探讨上述两个问题，主要的发现有：

第一，现阶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做出的唯一保障选择。从受访农村居民医

疗支出的结构来看，虽然国家不断加大投入力度，但新农合制度在应对农村居民医疗支出方面仍然

孤掌难鸣。 多元化的医疗保障体系是农村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一道有力“防火墙”，显然当前

健康乡村建设在这方面尚有改进空间。此次调研我们还发现，一些农村居民对于有哪些医疗保障选

择知之甚少，从而防患于未然的能力不足。 如果使用者不知道如何使用，那么设计再完美的“工具”

也无济于事。 建议在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同时， 还应做好政策工具与施策对象之间的有效沟

通，提高农村居民对相关政策的认知程度，使得农村各项医疗政策能够发挥更好的效用。

第二，无论从农村居民主观判断角度还是各项客观指标来看，当前农村居民整体的健康状况比

较理想，多数农村居民的健康状态足以自行应付洗漱、穿衣、劳动、行走等日常活动，而长期困扰超

过 25%农村居民日常生活的则是慢性病。 由此，推进健康乡村建设，宜有针对性地加强预防和医治

慢性病。再次，50%以上的受访农村居民未参加过任何正规体检。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农村居民

主观无意愿，二是客观条件不具备。针对前者，宜通过加强健康知识普及与宣传，提高农村居民的健

康自主意识。 本文的分析表明，当前生病在主观上却不愿就医的农村居民约占 9.7%，虽然与经济困

难等客观原因相比，这类农村居民所占比重并不算高，但也足以佐证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意识是有必

要的。 针对后者，则应在推进农村居民健康检查长效机制建设上下功夫。

第三，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体特征、生活水平、居住环境、保障服务以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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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状态。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已婚、就业的农村居民，健康概率增加；而年龄增长、外地就

业则对农村居民的健康存在负向影响。如果忙碌的程度与干活的时间在合理范围内，那么日常忙碌

与劳作对保障农村居民的健康是有利的。 医疗服务供给方面，村中每千人拥有的药店（铺）数越多，

越有利于农村居民的健康。人居环境方面，日常饮用水是否安全不仅关系到广大农村居民的生活质

量，而且对他们的健康存在显著影响。此外，家庭成员中不健康人数越多，农村居民自己不健康的概

率也越大。 应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可以助力推进健康乡村建设。 一是促进农村居民就业，这不仅能够

通过提高收入从经济方面保障农村居民的健康，而且就业本身产生的成就感、社会认同感等附带效

应也会间接对农村居民的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就业与忙碌在合理范围内，才会有利

于农村居民的健康，一旦过度则物极必反。 由此，必须加强对农村居民就业强度与日常劳作的规范

化管理和指导，防止压榨进城务工人员并危害其健康的情形出现。二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建设，充分发挥农村药店分布广泛、灵活等特点，规范其发展，使其成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有

利补充，共同护航农村居民的健康事业。 三是加快实施农村饮用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针对当地饮

用水不安全的具体原因施策，将这件关系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与健康的民生大事解决好。

此外，基于本文的分析发现，有以下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是因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息息相关的就业变量而非总体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村居民健康的

显著因素，所以有必要探讨不同类别收入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二是任何政策都有其实施对象，如果对方信息不完全，那么政策实施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通

过分析，发现当前部分受访农村居民对现行医疗保障政策与体系认知不足，这对相关政策与体系发

挥完全效用将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由于样本信息所限，笔者并未就上述两点进行深入探究，这也是后续研究可以考虑的两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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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Health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Residents
Bai Miao1 Gao Ying2

(1.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l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AU Beijing, 100086)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rural resident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health status of rural

residents from three aspects: subjective health perception, objective health status and medical security
level. On this basis, a binary select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explo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rural

residents’ heal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ealth status of rural residents is relatively ideal on the whole,
and chronic diseases are the main problem that afflicted 1/5 of rural residents. Most rural residents will
be cured when they are ill, and their choice of healthy behavior is rational.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other
factors remain unchanged, the health probability of the employed, married and moderately busy rural
residents increases, while the employment in other places and the increase of age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health of rural residents. The more drugstores per thousand people in the village, the greater the
probability of farmers' health. In addition, the safety of drinking water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health of rural residents. The suggestion is that we should strengthen ties between policy tools and policy
targets to improve rural residents’ awareness of relevant policies while improving the rural medical
security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hronic diseases,
and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security consolidation and upgrading projects.

Key Words: Health; Rural Residents; Binary Choice Model; Influence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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