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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婚姻观念和婚姻行为也随之而变。婚姻是形

成家庭的基础，婚姻关系的稳定与和谐会影响到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近年来，

民政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的结婚率不断下降，而离婚率却持续上升，这一趋势引发了学界、

媒体和社会大众的广泛讨论。自 2018 年我国的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数量公布以来便引起轰动，不

少媒体以 “2018 年全国结婚率创 6 年来新低，离婚率连续 15 年上升”①，“2018 中国离婚率最高达

中国人真的都不结婚了吗
——从队列的视角看中国人的结婚和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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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我国粗结婚率的下降、粗离婚率和离婚结婚比的上升背后，有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婚姻

推迟的影响，并不能反映我国真实的结婚水平。2000—2017 年间的人口普查数据和抽

样调查数据表明，普婚仍旧是我国婚姻的突出特点。我国真实的结婚水平仍旧很高，且

经历过结婚事件的人群中初婚者占绝大多数，离婚、再婚者的比例很低。年轻群体中婚

姻年龄在逐渐推迟，但最终绝大多数人还是会进入婚姻状态，同队列终身不婚者的比例

长期处于极低水平。婚姻的推迟，离婚、再婚现象的增多，其背后有经济社会发展、人

口受教育水平提高、婚姻家庭观念转变、人口流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反映了我国婚姻

的不稳定性有所增强，但还没有改变我国人口整体上普遍结婚的事实。因此，对时期指

标的运用和解读，应当更加科学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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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①，“2018 年中国离婚率高达 38%”②等为标题，发出了“晚婚不婚成流行，这届年轻人怎么了”③

的疑问，甚至还有“中国正成为单身大国”④等言论 ；也有学者撰文认为，“中国真实不虚的高离

婚率一定会导致其他社会问题的发生，产生连锁效应，须提出预警”⑤，“中国的家庭在飞速崩

溃，中国的婚姻在火速终结”⑥。一时之间，我国的婚姻制度显得岌岌可危，不婚主义似乎已经

成为年轻人中的主流。实际上，对中国离婚和不婚状况变化的震惊与热论并不是新闻。近十几年 

间，对“大龄未婚”“闪婚闪离”“终身不婚”等婚姻现象的讨论和关注始终热切，对中国婚姻和

家庭的担忧也始终存在。2005 年就有专家发布调研报告指出，中国离婚率持续上升，离婚水平已

超过邻国日本和韩国。北京市离结率高达 50.9%，平均不到两对夫妻就有一对离婚。⑦

但是，中国人的离婚率真的高达 63% 了吗？中国人真的都不愿意结婚了？在夺人眼球的标题

和数字背后，中国真实的婚姻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究竟应该用哪种方式、哪些指标来分析一个

人口、社会的婚姻模式以及结婚、离婚和不婚水平？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回答，有助于我们厘清

对中国真实婚姻状况的认识，对相关婚姻家庭政策的制定和评估也有一定的意义。本文将在解释

结婚率、离婚率、离婚结婚比等婚姻指标真实含义的基础上，分析相关指标发生变化的成因，并

从队列的视角出发，利用历年普查数据、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和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

分析中国真实的婚姻状况。

结婚率、离婚率与离婚结婚比的真实状况及成因

（一）结婚率、离婚率与离婚结婚比

我们发现，在诸多令人震惊的讨论背后，是不少讨论者对婚姻指标的误解和误用，将比例指标、

比指标视作率指标。比如，媒体报道中达到 63% 的并非离婚率，而是离婚结婚比。那么，结婚率、

离婚率、离婚结婚比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这些指标又能否反映我国真实的婚姻状况？

民政部每年公布的结婚率与离婚率，实际上是粗结婚率和粗离婚率，即以结（离）婚对数除

以当期平均人口数，这两个指标数据易得，计算也非常简便，能够反映出一定时期内人口结婚

和离婚事件的发生频率。但是，婚姻事件只会在一定年龄范围内的人口中发生，粗结婚率和粗

离婚率的分母并没有排除非适婚年龄的人口，因而会受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如果人口中非

适婚年龄的人口比重不断增加，那么即使适婚年龄人口中的结婚水平和离婚水平没有发生变化，

也会使粗结婚率和粗离婚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显然，粗结婚率和粗离婚率并不能够很好地反

映人口真实的结婚和离婚状况。

离婚结婚比是另一个较为常用的婚姻指标，它指的是某一时期内每 100 对结婚相对的离婚对

数，反映的是一定时期内人口中结婚与离婚发生频数的相对关系。与粗结婚率和粗离婚率一样，

这一指标计算简便、数据易得，也常被用于反映一个人口的婚姻状况。但是，这一指标却常常被

误解为离婚率。事实上，离婚结婚比的分子是那些经历了一段时间婚姻生活后选择离婚的夫妻，

分母则是那些当年才登记结婚的夫妻，分子和分母并不是包含的关系，而是两批基本上毫无关系

的夫妻。也就是说，离婚结婚比并不等于一个队列中的离婚率，而只是同一时期从未婚状态进入

已婚状态和从已婚状态进入离婚状态的人数之比，它并不表示已婚有配偶者中有多少对离婚了，

因此也不能准确地反映一个人口真实的离婚状况。诸多讨论者正是误解了离婚结婚比的真实含义，

将其误解为我国已婚的夫妻中有超过 30% 甚至 60% 的夫妻选择了离婚，放大了我国的离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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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离婚结婚比升高的原因

近十几年来，我国的结婚率不断降低、离婚率则不断升高，离婚结婚比也呈现出较高的水平。

一方面，这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婚姻观念和婚姻行为发生变化、离婚现象增多的

结果 ；另一方面，这也与我国适婚人群队列规模的变化以及结婚年龄的推迟有关。

结婚登记的数量与当年处于适婚年龄的队列规模以及适婚人口的年龄结构密切相关。如果在

某一年出生于生育高峰期的人口进入适婚年龄，那么将可能会使得当年的结婚登记对数明显增多，

而如果处于适婚年龄的人口规模减小，很有可能会使当年的结婚事件发生数少于其他年份。同样，

离婚登记的数量也与当年已婚者的队列规模有关。如果已婚者的队列规模较大，那么离婚登记的

数量也可能会较多。因此，在进入结婚高峰年龄段的人口规模减小、而大多数已经结婚的上一队

列的人数较多时，面临离婚风险的人口基数就要大于面临结婚风险的人口基数。在这样的情况下，

即使真实的结婚、离婚水平没有发生变化，离婚结婚比也会升高。

我国年轻人口的高峰结婚年龄段是 20~29 岁，30 岁后迈入结婚队列的人数和速度会明显减

少和放慢①，每年的结婚事件尤其是初婚事件，将较为集中地在 20~29 岁的这一年轻群体中发生。

21 世纪以来，我国 20~29 岁年龄段的人口规模恰好经历了一个先增后减的过程。

1980—1990 年中国经历了一个出生人口“高峰”，1987 年出生人口达到 2522 万，而 1990 年

之后出生的人口则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999 年就降到 1909 万，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相差了 600

余万。②与之相对应，自 2005 年开始，此前一直波动下降的结婚登记对数也开始逐年上升，直到

2013 年达到 1346.93 万对后才开始下降。③这一结婚登记的“高峰”正是由于 1980—1990 年的出

生人口“高峰”逐渐进入结婚年龄所致。此后，由于大部分出生于“高峰”的人口已经逐渐结婚，

进入结婚年龄的人口减少，结婚登记对数也随即出现回落。

到 2018 年，大部分“80 后”已陆续进入了结婚状态，与绝大多数“70 后”“60 后”一样成

为面临离婚风险的群体，而“90 后”则进入了结婚的高峰期。从队列的角度看，潜在的待结婚

人口数量本身就比已经结婚的人口规模要小得多。2017 年，20~29 岁未婚人口与 30~59 岁已婚人

口之比为 1 ：4.97。④也就是说，进入 20~29 岁这一高峰结婚年龄且仍未婚的人口规模要远远小于

30~59 岁的已婚人口规模。由于结婚事件主要在 20~29 岁这批年轻人中发生，而离婚事件却可以

在 30~59 岁这批已婚人口以及其他年龄的已婚人口中发生，无论是从队列规模还是年龄范围来看，

面临结婚风险的年轻未婚人口都要远远小于面临离婚风险的人口。考虑到 2017 年 25~29 岁群体

中也有超过 60% 的人已经结婚，同样面临离婚风险，两个队伍的规模差异实际上更为悬殊。

除了处于高峰结婚年龄的人口规模在减少之外，结婚年龄的推迟也成为结婚登记对数减少、

离婚结婚比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1990 年代以来，我国的初婚年龄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由

1990 年的 22.79 岁上升至 2010 年的 24.85 岁，累计上升 2.06 岁。其中，男性初婚年龄由 1990 年

的 23.57 岁上升至 2010 年的 25.86 岁，累计上升 2.29 岁 ；女性初婚年龄由 1990 年时的 22.02 岁

上升至 2010 年时的 23.89 岁，累计上升 1.87 岁。⑤ 2010 年后，平均初婚年龄进一步升高，到

2017 年，我国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达 27.31 岁，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达 25.60 岁⑥，年轻人口中结

婚在进一步推迟。由于初婚年龄的提高，在同样的年龄后一队列中结婚的人数会比前一队列中结

婚的人数要少。尽管这批年轻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最终会进入已婚状态，但是作为时期数据的结婚

登记数却会由于他们婚龄的推迟而进一步缩小。因此，即使“90 后”保持着与“80 后”一样的

结婚水平，即使已婚人群的离婚水平实际上并没有升高，队列规模的差异与结婚年龄的推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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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龄未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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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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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北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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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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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8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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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数据，通

过计算平均单身

年龄来间接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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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得近年来的离婚结婚比这个指标呈现出升高的趋势。

2018 年，东北地区的离婚结婚比位居全国前列，排名第一的黑龙江省离婚结婚比达到 63%，

有媒体惊呼“中国最爱离婚的，居然是东北人”①。但如果我们从前文所述的角度考虑，东北地

区的离婚结婚比位于全国前列，与其人口年龄结构有密切关系。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东北

地区的人口生育率就已呈现快速下降的状态，80 年代初步入低生育水平时期，90 年代中期进入

超低生育水平。②这批在 21 世纪后成为青壮年的人口又大量地流出了东北。据统计，2014 年东

北地区的流出人口中，20~39 岁的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占 54.5% ③，而这批人正是结婚的主力军。

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以及年轻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使得东北的人口结构不断老化，其结果便是处

于适婚年龄的年轻人数量不断减少，结婚事件在总人口中发生的比例自然降低。与此同时，在社

会经济发展、人口流动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离婚率确实有所升高，一“减”一“增”之间离婚结

婚比自然大幅升高。高水平的离婚结婚比背后固然有真实离婚水平上升的因素，也有人口年龄结

构因素的影响，离婚结婚比的上升，并不一定意味着东北人“最爱离婚”，也不能说明东北地区

的婚姻制度正在“崩溃”。

从队列的视角看中国真实的婚姻状况

通过对结婚率、离婚率和离婚结婚比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利用某一年的婚姻指标对一个人

口的婚姻状况进行分析，实际上是不准确的，会受到时期因素的影响。而且，婚姻状态并不是固

定不变的，人们可以在结婚—离婚之间不断发生转换，仅通过一年的统计数据显然无法很好地反

映人们的最终婚姻状态。要准确反映一个人口的婚姻及其变动状况，就需要利用队列研究方法，

从纵向的角度观察同一批人在某一年龄的婚姻状态。

以离婚率为例，只有计算同一队列已经结婚的人中有多少人离婚，而非离婚的人数在总人口

中占多少比例，才能真正反映这批人的婚姻变动状况。为此，我们利用 2000 年以来的历年普查

数据和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以及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④，通过对适婚年龄人口

的婚姻状况变化趋势的分析，描绘我国的真实婚姻状况。考虑到我国绝大多数人在 45 岁左右已

经完成了结婚事件，此时婚姻状态发生变动的可能性也不太大，因此 45 岁时的婚姻状况可以较

好地近似反映这一批人的终身婚姻状态。而且，当前年龄在 45 岁前后的人口，恰好是在过去 20

多年间会发生各类婚姻事件的“高风险群体”，他们的婚姻情况能够很好地反映过去 20 多年间我

国的婚姻变化情况。因此，我们特别关注当前年龄在 45 岁前后人口的婚姻状况。虽然仅通过现

有统计数据，我们无法回顾这批人的婚姻史，无法得知人们确切的结婚次数和离婚次数，但是至

少可以观察到这批人在度过半生之后的婚姻状态。

（一） 30 岁以上人口中已婚有配偶者占绝大多数

不同出生队列在同一年龄时的婚姻状况，可以反映出我国婚姻状况的变化形势。图 1 展示了

2000—2017 年我国分年龄的已婚有配偶者占比。多年来，我国的婚姻模式保持着较为一致的趋势。

在 20~29 岁人口中，已婚有配偶者的比例会迅速升高，在 30 岁之后，超过 80% 的人口都会脱离

单身状态，在 35~55 岁人口中，已婚有配偶者的比例始终都维持在 90% 以上，这一比例直到 55

岁以后由于离婚、丧偶等事件的增多，才会出现下降。虽然近 20 年来 20~34 岁人口中已婚有配

偶者的比例有下降的趋势，但是整体年龄分布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2000 年，40~44 岁人

① 《不敢离婚不

是东北人》，《中国

新闻周刊》2019

年 3月29日。

② 侯力：《东北

地区长期低生育

水平形成原因探

析》，《人口学刊》

2018 年第2 期。

③ 姜玉，刘鸿雁，

庄亚儿：《东北地

区流动人口特征

研究》，《人口学刊》

2016 年第6 期。

④ 2017 年 全 国

生育状况抽样调

查由原国家卫生

计生委组织实施。

调查的目标总体

为 2017 年 7 月 1

日零时现住中国大

陆 31 个省 ( 自治

区、直辖市 ) 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范围内的15~60

岁中国籍女性人

口。调查包括生

育 行 为、 意 愿、

服务等内容。调

查采用分层三阶

段与规模成比例

的概率抽样方法，

最终有效样本为

249946 名 妇 女。

参见庄亚儿、杨

胜慧、齐佳楠等：

《2017 年全国生育

状况抽样调查的

实践与思考》，《人

口研究》2018 年

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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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中已婚有配偶者的比例为 94.97%，45~49 岁人口中已婚有配偶者的比例为 94.18% ；到 2017 年，

40~44 岁人口中已婚有配偶者的比例为 93.00%，45~49 岁人口中已婚有配偶者的比例为 93.04%，

仅分别下降了 1.97% 和 1.14 %。因此，从队列的角度看，尽管近 20 年间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但我国的结婚水平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在 35 岁后，绝大多数人都会处于已婚者的行列中，

成年人口中的有配偶者比例始终处于很高的水平。

图 1　2000—2017 年我国 15 岁以上人口中分年龄已婚有配偶者的比例

资料来源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2—

2018 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二）初婚者占绝大多数，离婚和再婚者比例极低

前文分析的是当前处于已婚有配偶状态的人口在该年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如果我们将有配

偶、离婚、丧偶的人口都视作曾经历过婚姻事件的人口考虑在内，那么这样的人口在同龄人中所

占的比例将会比前者更高，而真正从未经历过婚姻事件的未婚者比例非常低。为了进一步分析人

们的婚姻状况，我们利用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计算了 2000—2015 年经历过结婚事件的人口中离

婚者和再婚者的占比。①（表 1）

数据结果表明，21 世纪以来，我国 45~49 岁经历过婚姻事件的人口中，始终有超过 90% 的人

口处于初婚的状态。分性别来看，男性中有超过 90% 的初婚者，女性中也有超过 85% 的初婚者，

经历过离婚事件和再婚事件的人口比例均不足 4%，且多年来几乎没有很大的变化。2017 年全国

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也反映出相似的情况，我国 45~49 岁经历过婚姻事件的女性中，初婚者占

九成，离婚和再婚者占比合计不超过 8%。这说明近 20 年来，我国 45~49 岁人口中绝大多数人都

经历了婚姻事件，且维持着初婚的状态，只有少数人经历过离婚和再婚。而且，在经历过离婚和

再婚的人中，还有一部分人在婚姻解体后又会通过再婚重组家庭，重新回到已婚有配偶的状态。

可见，离婚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也不是大部分人的长期婚姻状态。

（三）结婚推迟，大龄未婚者比例增多，但非终身不婚

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我国的婚姻状况在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冲击下也在发生着改变，出现了

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趋势和新特征，其中之一便是结婚的推迟。年轻人口中，未婚者的比例逐渐

增多，大龄未婚者群体也在扩大。图 2 呈现的是 2000—2017 年 15 岁以上人口分年龄未婚比例。

① 其中有部分年

份的统计年鉴只

报告了已婚有配

偶者的状况，并

未将其进一步划

分为初婚有配偶

和再婚有配偶。

为精简篇幅，表 1

只报告了2000年、

2005 年、2010 年、

2011 年、2014 年

和2015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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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 20 年间，20~24 岁、25~29 岁以及 30~34 岁人口中未婚者的比例明显上升。2000 年，20~24

岁人口中未婚者的比例为 68.05%，而 2017 年该年龄组中未婚者的比例达到 81.51% ；25~29 岁人

口中未婚者的比例也由 2000 年的 16.71% 上升到 36.01%，增加了一倍 ；30~34 岁的未婚群体也在

扩大，占比由 2000 年的 4.43% 上升至 2017 年的 11.56%。这说明我国年轻群体的结婚在逐渐推迟，

大龄未婚人口在同龄人中的比例也有所增多。①

但是，结婚推迟并不意味着终身不婚。多年来，20~29 岁始终是我国未婚人口比例下降最为

迅速的年龄段，虽然其中未婚者的比例随着年份增加在逐渐升高，但是到 35 岁之后还处于未婚

状态的人口比例却始终处于较为稳定的低水平，不超过 5%，且变动幅度非常小。此外，我国 50

岁以上未婚者的比例长期低于 2%，这一极低的水平多年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这说明人们可能

因为种种原因推迟结婚，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会在 35 岁之前就经历婚姻事件，且保持有配偶的

状态，普婚仍旧是我国人口婚姻的突出特点。

图 2　2000—2017 年我国 15 岁以上人口分年龄未婚比例

资料来源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2—

2018 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与同处于东亚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相比，我国的普婚特征更为明显。2015 年，在 30~34 岁、

35~39 岁、40~44 岁和 45~49 岁人口中，日本和韩国的未婚者比例都要大大地高于中国。②日本

30~34 岁男性中，还有 47.10% 处于未婚状态，是中国男性的 3.3 倍 ；女性中也有 34.60% 的未婚

者，是中国女性的 5 倍。即使到了 50~54 岁，日本男性中未婚者的比例仍超过 20%，女性未婚者

的比例也还有 12%，而中国男性和女性中则分别只有 2.35% 和 0.30% 还处于未婚状态。韩国女性

中未婚者的比例也远高于中国，50~54 岁女性中还有 3.70% 的未婚者，是中国女性的 12 倍。日本、

韩国 50 岁以上人口中还有较高比例的不婚者，说明有较高比例的人群基本上终身不婚。与日本、

韩国相比，我国只表现出了明显的婚姻推迟，真正终身不婚者的比例很低，且上升缓慢，并未表

现出大规模的终身不婚现象。尤其是女性，在 45 岁之后只有不到 0.5% 的人尚未结婚。这说明中

国仍旧是一个人们普遍与配偶一起生活的社会，不是“世界单身大国”。

（四）再婚与离婚者比例有所上升，婚姻不稳定性增加

除了结婚推迟之外，我国的婚姻不稳定性也有所增加。通过观察表 1 可以发现，2000 年以来，

我国 20 岁以上经历过婚姻事件的人群中，再婚与离婚者的比例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在所有的

①这里将 30~34

岁的未婚群体视

作大龄未婚群体。

② 日本、韩国的数 

据 来 自：United 

N a t i o n s , 

Depar tment  of 

Economic  a nd 

Social  Af f airs, 

P o p u l a t i o n 

Division (2017)。 

World Marriage 

Data 2017 (POP/

D B / M a r r / R e v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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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组，离婚者的比例都在上升。特别是 30~59 岁的年龄组，离婚者的比例在近 20 年间有了较

大幅度的上升。在 20~24 岁、25~29 岁、30~34 岁、35~39 岁、40~44 岁组人口中，再婚者的比例

也有所上升。这一趋势说明，在这些年龄组人口中，婚姻的不稳定性在增加。尤其是 35 岁以下

的年轻人口中离婚和再婚者比例的增加，说明他们的婚姻存续时期更短，婚姻解体的速度更快，

但他们又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进入婚姻状态，“闪婚闪离”“闪离再闪婚”的现象更为突出。

离婚与再婚者比例的上升，既说明我国婚姻的不稳定性在增加，人们面临婚姻解体的可能性

有所上升，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婚姻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生动反映。不过，无论离

婚者和再婚者的比例如何升高，变化的幅度仍旧有限，这部分人相对于总人口而言仍是少数，占

比均不超过 5%。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已婚有配偶才是一生当中绝大部分时间的常态。

表 1　2000—2015 年 20 岁以上经历过婚姻事件的人群中离婚者和再婚者的比例  %

年龄组

（岁）

年份（年）

离婚者 再婚者

2000 2005 2010 2015 2000 2005 2011 2014

20~24 0.67 0.64 0.81 1.26 0.56 0.51 0.59 1.21 

25~29 0.93 0.97 1.33 1.75 1.03 0.95 0.91 1.20 

30~34 1.30 1.40 2.07 2.53 1.84 1.82 1.42 2.07 

35~39 1.58 1.64 2.39 3.03 2.57 2.61 2.04 2.63 

40~44 1.56 1.80 2.39 2.99 3.02 3.05 2.42 3.06 

45~49 1.22 1.62 2.38 2.65 3.14 3.27 2.39 3.10 

50~54 1.03 1.16 2.06 2.44 3.45 3.24 2.48 3.05 

55~59 0.90 0.90 1.44 2.00 3.67 3.37 2.31 2.79 

60~64 0.79 0.74 1.04 1.35 4.07 3.45 2.23 2.68 

65+ 0.61 0.54 0.68 0.81 4.04 3.39 1.87 2.20 

经济社会变化中的结婚与离婚

以上数据分析的结果说明，近年来我国离婚率的升高和年轻人口的婚姻推迟都是客观的事实，

是在急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社会快速的发展之下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从相识、相

恋到结婚的时间被压缩，“闪婚”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导致婚姻的情感基础不太稳固，夫妻双方

在婚前没有充分地互相了解，婚后容易产生家庭矛盾，婚姻破裂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婚姻和家庭功能的变化。人们不再以生育子女等作为结婚

的主要目的，而更加强调婚姻对夫妻双方相互陪伴、扶持、发展、成长等多层次需求的满足，缔

结婚姻的目的更加个性化、复杂化。同时，家庭关系也在走向现代化，两性间的平等性增强，个

体的需求更加被重视，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强调为另一半和家庭作出牺牲，而是要求建立双方平等、

独立、自由的新型关系。这一方面使得人们在经济基础、受教育水平、价值观念、家庭背景等各

方面对另一半的要求不断提高，婚姻匹配难度上升，更加难以进入婚姻状态 ；另一方面，也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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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缔结婚姻关系的夫妻双方对婚姻质量的要求更高，难以满足双方需求的婚姻关系更易解体。

受教育时间的延长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则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命历程，还改变了人们的价

值观念，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普及冲击着传统的社会规范，影响着人们对婚姻家庭生活的

预期，人们的思维方式日益多元化，对生活方式有了更加个性化的选择。在这样的趋势下，传统

的婚姻家庭观念不断受到新思潮的冲击，婚姻在“婚否”与“早晚”上被视作没有标准答案、可

以作出不同选择的习题。①社会对于未婚同居、离婚等现象的包容度也大大提高，离婚不再是一件

“可耻”的事情，反而成为不少人追求自我价值、追求幸福生活的选择。一些实证研究业已表明，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使初婚年龄受到推迟，同时还可能使女性面临更大的未婚风险②，从而提高人

群中不婚者的比例。大众传媒的普及也影响了婚姻稳定性，会导致离婚率的上升。③

从制度层面而言，离婚也不再是一件“大事”。离婚登记手续的简化为离婚营造了一个高

包容度的制度环境。常规的协议离婚方式程序简便、耗时简短，当事人几乎无须为离婚付出任

何成本。这也使得在一时冲动之下草率结婚和草率离婚的年轻人不断增多，年轻夫妻在几个月

内“闪婚闪离”的现象常常见诸报端。

此外，人口流动带来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流动过程中婚姻质量的降低，替代资源可接触性

的增多，再婚搜寻成本的降低，都会增加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④大量的年轻人口在流动中增加

了见闻、开阔了眼界、拓展了社会网络 ；加之受益于科技进步和线上社交的迅猛发展，逐渐形

成了有别于父辈的婚恋观和择偶观，对于配偶和婚姻的要求不断提高，配偶的选择面也在不断

拓宽。⑤人口流动也造成了大量的异地分居现象，生活环境、社交网络、人生经历、价值观念的

差异在流动中日益扩大，家庭对婚姻的约束作用随流动距离增加而降低⑥，夫妻之间的情感维系

因地缘距离的延长和家庭生活的碎片化而日益微弱，婚姻受到他者因素破坏的可能性也在上升，

婚姻解体的现象不断增多。整体而言，社会出现了结婚“愈难”而离婚“愈易”的局面，离婚

率的升高难以避免。

尽管我国的婚姻家庭正经受着多种因素的冲击，但前述分析也已清晰地说明，“普婚”始终

是我国人口婚姻状况的突出特点。实际上，2015 年 25~34 岁的群体，就是媒体报道中“不愿意

结婚”的“80 后”。在 2015 年，“80 后”中大多数人都已进入了婚姻状态。尤其是“80—85”

一代，只有 10.69% 的人仍旧未婚，且这其中还有结婚年龄推迟的因素，可以预见这批人中也有

很大一部分将在不久的将来进入婚姻状态。也就是说，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不在婚”只是

生命历程中一个短暂的阶段，即使是已经离婚的群体，也会有很大一部分人通过再婚重组家庭。

在 45 岁之后，绝大多数人都会处于较为稳定的有配偶状态。

一个学术误判 ：婚姻制度难以持续

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婚恋问题始终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媒体关于婚姻缔结与

婚姻解体的新闻往往会引发全社会热议，成为民众讨论的焦点。但是，如果对中国人口婚姻状况

的解读是基于对一些指标的误解，那么得出的结论显然也是不合理的，不能准确反映中国人口当

下乃至长期以来的真实婚姻状况。

通过对 2000—2017 年间人口普查、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以及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

查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 ：

① 宋健：《多元化

是家庭未来发展

的趋势》，《人口与

计划生育》2017

年第9 期。

②宋健、范文婷：

《高等教育对青年

初婚的影响及性

别差异》，《青年

研究》2017 年第

1 期。

③李晓敏：《互联

网普及对离婚率

的影响》，《中国人

口科学》2014 年

第3 期。

④ 鲁建坤、范良

聪、罗卫东：《大

众 传 媒 对 婚 姻

稳定性的影响研

究》，《人口研究》

2015 年第2 期。

⑤马忠东、石智雷：

《流动过程影响婚

姻稳定性研究》，

《人口研究》2017

年第1 期。

⑥彭大松、刘越：

《流动人口的离婚

风险 : 代际差异与

影响因素》，《人口

学刊》201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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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普婚仍旧是中国人口婚姻状况的突出特点。虽然近 20 年来结婚年龄有所推迟，离婚

率有所上升，但无论是从未婚进入初婚、还是从离婚进入再婚，最终绝大多数人还是会处于已婚

有配偶的状态，真正终身不婚者的比例始终很低，远远低于日本、韩国的水平。

第二，我国经历过婚姻事件的人口中，初婚者占绝大多数，离婚和再婚者的比例极低，且多

年来上升幅度有限，在 45 岁之后，我国绝大多数人口还保持着初婚有配偶的状态，离婚在中国

并非普遍事件。

第三，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我国人口的离婚率确实在上升，但是上升的速度非

常缓慢，变动的幅度并不大。而且，离婚者中还有一部分人会通过再婚重新进入有配偶的状态。

当然，我们不否认在大城市、高层次学历的人群中，不在婚的人口所占比例可能会略高一些，

但是从全国平均的层面看，中国仍旧是一个普婚的社会。实证研究也表明，虽然高等教育会推

迟初婚年龄，但这主要是因为在校学习时间延长造成的顺延，高等教育并没有显著降低接受者

的结婚意愿，上大学只是推迟婚姻，而不是终身不婚。①

第四，离婚率的上升和离婚结婚比的升高，背后既有经济社会发展、婚恋观念变化、人口大

规模流动等因素的冲击，亦有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适婚人口减少、结婚年龄推迟的影响，这只能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婚姻的不稳定性在增加，人们结婚、离婚的次数可能会增多，并不能说明我

国的离婚率已经升高到惊人的地步，更不能说明我国已经是一个离婚大国，婚姻制度已难延续。

时期指标的计算简单、直接，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掌握当下的人口状况。但是，如果不

了解指标背后的真实含义和指标所能反映的实际现象，仅靠直观感受，往往会得出错误的判断。

近年来，我国的离婚现象有所增多，与此同时，粗离婚率、离婚结婚比也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

用下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不少新闻媒体甚至是研究者，观察到了我国离婚事件增多的现象和离婚

指标上升的趋势，但并没有对指标的真实含义和计算方式加以仔细辨别，也没有考虑时期指标背

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影响，只是简单地将指标和现象放在一起进行评论和解读，忽略了这些指

标会放大离婚现象的事实。在对这些指标并不严谨的解读下得出的结论确实吸引眼球，也容易造

成轰动，但它们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会误导人们对中国真实婚姻水平的认识。

历年来的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都表明，我国的真实婚姻水平仍处于非常高的状态，离婚、

再婚者的比例始终非常低，真正终身不婚者的比例也是极低的，我国普婚的情况在过去 20 多年

里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婚姻状况的确出现了一定的变动，年轻群

体的婚姻逐渐推迟，大龄未婚群体规模有所扩大，离婚、再婚现象有所增多。从个人层面而言，

无论是结婚、离婚、再婚还是不婚，都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不应当简单地加以“好”“坏”“对”“错”

的评判。从宏观层面而言，这些现象一方面反映出婚姻的不稳定性在增加，婚姻关系更加脆弱 ；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婚姻家庭观念的转变、对婚姻质量更高的追求和对离婚、再婚、不婚等现

象更高的包容度。对此，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而不是闻“离婚”“不婚”就大惊失色。

总之，无论是粗结婚率、粗离婚率还是离婚结婚比，都只是时期指标，只能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我国的婚姻状况，既不能反映婚姻状态的动态变化过程，更不能反映一个人口的终身婚姻水平。

如果将 38% 的离婚结婚比误解为中国的离婚率，即已婚夫妻中有 38% 已经离婚，其结果就会使人

大跌眼镜。只有从纵向的、队列的视角进行审慎的考察，才能真实反映我国人口的婚姻状况。尽管“大

龄剩女”“大龄剩男”增多，“闪婚闪离”发生，都还没有改变我国人口整体上普遍结婚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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