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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克罗地亚的人口危机：急剧的人口变

化

概要

克罗地亚身陷人口危机之中。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阻

碍了积极的经济发展，且不利于打击腐败问题。目前，许

多克罗地亚居民已做出定居他国且不再回国的打算。或许

这波移民潮还不够糟糕，但由于年轻人移民占比较高，使

得克罗地亚的处境每况愈下。在克罗地亚加入欧盟后，劳

动力在欧洲共同市场中自由流动，这使得移民潮扩大到当

前的规模。当下各种人口问题都已在克罗地亚社会结构中

有所体现，2021 年的人口普查的数据或许可以证明，克罗

地亚现在是一个人口不足 400 万的贫困国家，且人口老龄

化很严重。

引言

克罗地亚正在进行 2021 年的人口普查。与以往的人口

普查不同，人们希望这次人口普查结果能够体现出克罗地

亚人民的所见所闻：克罗地亚的人口是否少于 400 万？显

而易见，在克罗地亚一些地区，特别是农村和欠发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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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口正在极度减少。特别是年轻人，出国后就不再回

国生活了。此外，由于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家庭变化趋

势是少生或不生孩子，因此克罗地亚平均每年仅因自然负

增长而失去约 15,000 人。

克罗地亚社会越来越“小”，越来越“老”

独立民主的克罗地亚是在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

和 国 (former 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境内爆发民族主义战争(nationalist wars)的

背景下建立的。武装冲突从 1991 年持续到 1995 年。1991

年 3 月，在战争爆发前，克罗地亚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

普查结果显示，克罗地亚共有 4,784,265 名居民，其中

3,736,356 人为克罗地亚族人（78.10%）。在 1991 年的人

口普查中，第二大群体是塞尔维亚族人（581,663；

12.16%）
1
。在南斯拉夫爆发战争后不久，克罗地亚领导层

和反叛的塞族人之间爆发冲突，各方的民族主义政策（如

种族清洗）都得以实施。战争导致了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1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总人口下降

到 4,437,460 人，其中 3,977,171 人是克罗地亚族人

（89.63%），塞尔维亚族人则少得多，约为 201,631 人

1 https://www.dzs.hr/Hrv_Eng/ljetopis/2009/PDF/05-bind.pdf

https://www.dzs.hr/Hrv_Eng/ljetopis/2009/PDF/05-bin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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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2
。近 35 万居民在短短十年内失踪、死亡、被驱

逐或离开克罗地亚。战争环境并不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唯一

原因。因为在随后的和平年代中，人口减少的趋势仍在继

续。在 2011 年的人口普查中，居民总数为 4,284,889 人，

其中 3,874,241 人为克罗地亚族人（90.42%），186,633 人

为塞尔维亚族人（4.36%）
3
。2011 年，克罗地亚的居民比

2001 年少了 15.2 万人。另一个问题则是现代欧洲的人口老

龄化和低出生率的现象。

自 1971 年以来，克罗地亚人口的平均年龄一直在迅速

增长：1971 年的平均年龄是 34 岁，2020 年的平均年龄估

计为 43.8 岁
4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出生率一直在下降，

2020 年达到 8.9 的最低水平(每一千个居民中，有 8.9 个新

生儿。校者注)
5
；具体来说，新生儿大概有 35845 人。相

比 1991 年，每年减少 16000 人。

2 Cenzus 2001, Croat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Online:
https://www.dzs.hr/Hrv/censuses/Census2001/Popis/H01_02_02/H01_02_02.html
3 Cenzus 2011, Croat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Online:
https://www.dzs.hr/Hrv/censuses/census2011/results/htm/H01_01_05/H01_01_05.ht
ml
4 Population estimate of Republic of Croatia, 2020, Croat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Online: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cad=rja&u
act=8&ved=2ahUKEwiT16uk-
5TzAhXRjKQKHazzASAQFnoECBEQAQ&url=https%3A%2F%2Fwww.dzs.hr%2
FHrv_Eng%2FPokazatelji%2FProcjene%2520stanovnistva.xlsx&usg=AOvVaw3TC
ApgF7hC_wI21P2Q5NJy
5 Demographic Trends in Croatia in 2020, Croatian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 Online:
https://www.hzjz.hr/wp-
content/uploads/2021/08/PRIRODNO_KRETANJE_2020_30082021_.pdf

https://www.dzs.hr/Hrv/censuses/Census2001/Popis/H01_02_02/H01_02_02.html
https://www.dzs.hr/Hrv/censuses/census2011/results/htm/H01_01_05/H01_01_05.html
https://www.dzs.hr/Hrv/censuses/census2011/results/htm/H01_01_05/H01_01_05.html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cad=rja&uact=8&ved=2ahUKEwiT16uk-5TzAhXRjKQKHazzASAQFnoECBEQAQ&url=https%3A%2F%2Fwww.dzs.hr%2FHrv_Eng%2FPokazatelji%2FProcjene%2520stanovnistva.xlsx&usg=AOvVaw3TCApgF7hC_wI21P2Q5NJy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cad=rja&uact=8&ved=2ahUKEwiT16uk-5TzAhXRjKQKHazzASAQFnoECBEQAQ&url=https%3A%2F%2Fwww.dzs.hr%2FHrv_Eng%2FPokazatelji%2FProcjene%2520stanovnistva.xlsx&usg=AOvVaw3TCApgF7hC_wI21P2Q5NJy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cad=rja&uact=8&ved=2ahUKEwiT16uk-5TzAhXRjKQKHazzASAQFnoECBEQAQ&url=https%3A%2F%2Fwww.dzs.hr%2FHrv_Eng%2FPokazatelji%2FProcjene%2520stanovnistva.xlsx&usg=AOvVaw3TCApgF7hC_wI21P2Q5NJy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cad=rja&uact=8&ved=2ahUKEwiT16uk-5TzAhXRjKQKHazzASAQFnoECBEQAQ&url=https%3A%2F%2Fwww.dzs.hr%2FHrv_Eng%2FPokazatelji%2FProcjene%2520stanovnistva.xlsx&usg=AOvVaw3TCApgF7hC_wI21P2Q5NJy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cad=rja&uact=8&ved=2ahUKEwiT16uk-5TzAhXRjKQKHazzASAQFnoECBEQAQ&url=https%3A%2F%2Fwww.dzs.hr%2FHrv_Eng%2FPokazatelji%2FProcjene%2520stanovnistva.xlsx&usg=AOvVaw3TCApgF7hC_wI21P2Q5NJy
https://www.hzjz.hr/wp-content/uploads/2021/08/PRIRODNO_KRETANJE_2020_30082021_.pdf
https://www.hzjz.hr/wp-content/uploads/2021/08/PRIRODNO_KRETANJE_2020_30082021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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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11-2020 年人口自然变化

资料来源：《2011-2020 年克罗地亚共和国人口自然变化状况》，克罗地亚统

计局，2020 年。

克罗地亚人口正在明显减少，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

重。然而，造成这些巨大人口变化的原因并不仅仅是欧洲

的人口趋势和 90 年代的战争环境。克罗地亚人口变化的关

键问题在于贫困和腐败。

贫穷与腐败社会的恶性循环

随着克罗地亚从前南斯拉夫独立出来，克罗地亚政治

领导层进行了三个关键的经济进程：把社会所有制(social

ownership)转变为国家所有制(state ownership)，把若干

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针对众多工业企业实施去工

业化。所有计划与实施都是为了尽可能快地从自治的社会

主义经济(self-management socialist economy)过渡到资

本主义经济，并促进克罗地亚的经济融入世界市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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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结果却是工业生产遭到破坏，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

不平等现象大幅增加。从经济角度讲，社会突然变成了一

个小得多的居住场所，导致许多来自较小和农村地区的人

为了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而迁移到较大的城市，另外一些

人则选择出国。由于去工业化范围广，导致大量工作岗位

消失，在市场上就业机会难得，这就是为什么人际关系

(personal connections)、腐败和裙带关系在就业中发挥

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腐败和裙带关系阻碍了经济发展，并

为某些利益集团的新的腐败和裙带关系行动创造了社会经

济基础。在微观层面上，克罗地亚正处于经济剥夺

（economic deprivation）、裙带关系和腐败的恶性循环

中，这就是为什么克罗地亚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成为一个吸

引外国人居住的地方。既然克罗地亚正在成为一个本国人

都不愿居住的国家，那么它无法成为外国人的理想居住地

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是逃离战争的中东难民也不愿居住

在此。克罗地亚已慢慢成为当地人和外国人的一个临时居

住地。

加入欧盟后：克罗地亚人口外流

随着克罗地亚 2013 年 7 月 1 日加入欧盟，人口外流的

负面趋势加剧。在加入欧盟的八年里，大约有超过 37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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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移民，且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从 2013 年到 2021

年，小学学生人数减少了 50,000 人，另有 5 万多名新退休

人员加入了养老金体系
6
。

图 2: 2020 年克罗地亚公民移居外国情况

资料来源：《2020 年克罗地亚共和国人口迁移状况》克罗地亚统计局，2021

年。

欧盟市场内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促成了这种快速移民状

况。另一方面，并没有同样的劳动力流入克罗地亚。唯一

的例外是：2020 年，当时移居入境的人数与移居出境的人

数几乎持平。由于克罗地亚大量进口劳动力以弥补新冠疫

情造成的经济损失，所以这些移居入境的人中多是从事季

节性工作的劳动力。特别是在封锁期间，新冠疫情减缓了

6 Neveščanin, Ivica (2021) “Tado Jurić: Korupcija je izravno povezana s odlaskom
370.000 Hrvata. Političarima na vlasti uvijek odgovara iseljavanje, kao i onima u
Jugoslaviji!”. Zadarski.slobodnadalmacija.hr. 28 August. Online:
https://zadarski.slobodnadalmacija.hr/zadar/4-kantuna/tado-juric-korupcija-je-
izravno-povezana-s-odlaskom-370-000-hrvata-politicarima-na-vlasti-uvijek-
odgovara-iseljavanje-kao-i-onima-u-jugoslaviji-1123133

https://zadarski.slobodnadalmacija.hr/zadar/4-kantuna/tado-juric-korupcija-je-izravno-povezana-s-odlaskom-370-000-hrvata-politicarima-na-vlasti-uvijek-odgovara-iseljavanje-kao-i-onima-u-jugoslaviji-1123133
https://zadarski.slobodnadalmacija.hr/zadar/4-kantuna/tado-juric-korupcija-je-izravno-povezana-s-odlaskom-370-000-hrvata-politicarima-na-vlasti-uvijek-odgovara-iseljavanje-kao-i-onima-u-jugoslaviji-1123133
https://zadarski.slobodnadalmacija.hr/zadar/4-kantuna/tado-juric-korupcija-je-izravno-povezana-s-odlaskom-370-000-hrvata-politicarima-na-vlasti-uvijek-odgovara-iseljavanje-kao-i-onima-u-jugoslaviji-112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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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趋势。然而，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前，或在国际经济关

系稳定阶段之前，我们无法确定这次危机对人口的长期性

影响。

图 3:2011-2020 年克罗地亚共和国人口净迁移率(迁入与迁出之差)

资料来源：《2020 年克罗地亚共和国人口迁移》，克罗地亚统计局，2021 年。

结语

克罗地亚无疑正处于人口危机之中。尽管情况并不像

一些右翼分析人士口中坚称的那样，即克罗地亚处于濒临

灭绝的边缘，但克国也确确实实存在一些问题。由于政治

和经济原因，人口结构正在向老年人口占多数的方向转

变。引进劳动力政策方面的变化表明，需要填补国内人口

大规模外流造成的缺口。政府必须认识到，由于各种结构

性变化，克罗地亚必须要进行彻底改变，并趁机引导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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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着积极的人口结构方向发展。如果克罗地亚能够解决腐

败、裙带关系和社会不平等的恶性循环，人口结构朝着积

极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是有的。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克罗地

亚就需要一个做好准备建设现代化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的领导层，并能引导该共同体朝着培养宽容、

树立社会正义和建立民主化机构的方向发展。

（作者：Nikica Kolar；翻译：吴越；校对：郎加泽仁；

签发：陈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