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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男性的
婚姻观念与婚姻策略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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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利⽤用 /0,. 2 /0,1 年年安康市#家庭性别⻆角⾊色和家庭⽣生活调查$数据，分析了了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
龄男性的婚姻观念和婚姻策略略，探讨了了婚姻挤压和婚姻观念对婚姻策略略的影响%婚姻挤压强化了了农村
⼤大龄男性的传统婚姻观念，降低了了他们的择偶标准，增加了了选择不不婚的可能性%婚姻挤压在婚姻观念对
婚姻策略略的影响中起着调节作⽤用%在没有受到婚姻挤压的情况下，婚姻观念越传统的⼈人降低择偶标准
或选择不不婚的可能性越⼩小;但是在受到婚姻挤压的情况下，婚姻观念越传统的⼈人降低其择偶标准或选择

不不婚的可能性会更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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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群林林等: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观念与婚姻策略略! 研究背景

在三⼗十多年年低⽣生育⽔水平和偏⾼高出⽣生⼈人⼝口性别⽐比共同作⽤用下，中国总⼈人⼝口中男性的数量量已经远远超过⼥女女

性数量量%/0,1 年年全国 ,h⼈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女性多出 3343 万( 国家统计局，/0,4)%因
此，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婚姻市场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女女性短缺和男性过剩，即男性婚姻挤压%
受到挤压的男性将难以在国内初婚市场找到合适的婚龄对象%研究表明，受到婚姻挤压的⼤大龄未婚男性主
要分布在落后贫困的边远农村，他们普遍年年龄较⼤大"经济贫困且⽂文化程度低"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相对匮乏
( 彭远春，/00.; 陈友华，/00.; 张春汉"钟涨宝，/001; ⽯石⼈人炳，/004)%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家本位的普婚制国家，⾃自愿不不婚或⾃自愿单身者因为跟传统的家庭婚姻观念和婚姻规

范不不⼀一致，因此，单身⽐比例例⾮非常低%/0,0 年年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只有 3> 3h的男性和 0> 3h的⼥女女性

在 10 岁之后仍从未结婚，该⽐比例例低于同期的其他国家( 国家统计局，/0,,)%⼀一些⿊黑中介利利⽤用难以成婚的农
村未婚男性对婚姻的渴望，通过利利诱"哄骗"威逼等各种⼿手段，拐卖妇⼥女女或⼤大肆⽹网罗越南⼥女女⼦子进⾏行行骗婚( 曹
彦，/0,1)%近些年年来被媒体频频报道的#越南新娘#，(越南新娘集体逃跑#，(农村光棍⼈人财两空$等新闻就
是属于这样的现象%这也引起了了学术界对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婚姻困境及婚姻应对策
略略的关注%例例如，栗栗志强( /0,,) 对⽋欠发达地区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男性的婚姻策略略的研究，⻙韦艳和张⼒力力
( /0,,) 对处于劣势地位和有限的婚姻资源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模式的研究，以及刘利利鸽和靳⼩小怡

( /0,/) 对婚姻挤压下农村未婚男性择偶标准的研究，等等%
然⽽而，有些研究者认为这些研究中存在着潜在假设，即每个男性都必须结婚，并且把结婚视为⽆无需验证

的每个⼈人必须经历的理理所当然%他们反驳道并⾮非每个男性都想结婚，都会选择异性婚姻( 魏伟，/0,.)%此
外，⼤大多数对婚姻策略略的研究采⽤用的是质性分析⽅方法，其样本代表性有限%虽然靳⼩小怡等( /0,,) 采⽤用了了⼤大
规模调查数据分析了了性别失衡下的婚姻策略略，但其研究对象是已婚男性，他们不不能真正代表受到婚姻挤压⽽而

被迫游离在婚姻之外的⼤大龄未婚男性的情况%刘利利鸽和靳⼩小怡 /0,/ 年年的研究也采⽤用了了定量量研究，研究了了未

婚男性潜在婚姻策略略，但并没有回答婚姻策略略和婚姻观念之间的关系%为此，本⽂文试图回答下列列问题: 受到
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观念和婚姻策略略是什什么? 与主流婚姻观念有没有不不同? 婚姻挤压是否会对

婚姻观念与婚姻策略略的关系产⽣生影响?" 分析框架

计划⾏行行为理理论( T;I?OL ?Y <BCFFIS ZI;CJE?O，T<Z) 是社会⼼心理理学领域中从态度预测⾏行行为的⼀一种较为成熟

的理理论，该理理论的假设前提是⼈人们的⾏行行为是有理理性的，可以由个⼈人的意志所控制%该理理论认为⾏行行为倾向是预
测⾏行行为的最重要变量量，⾏行行为倾向受到⼈人们对⾏行行为的态度"感受到的主观规范和知觉⾏行行为控制的影响%在实际
条件充分可控的情况下，⾏行行为倾向直接决定⾏行行为%该理理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健康"运动"选举"职业定向和学
习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并验证了了该理理论的预测正确性%把计划⾏行行为理理论应⽤用到婚姻观念和婚姻策略略的研究
中，模型中每⼀一部分的含义和关系分析如下%
/> , 婚姻策略略

婚姻策略略是⽪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学术概念，指的是⾏行行动者在婚姻缔结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以
及婚姻策略略⾃自身所体现出的功能等%在中国，主流的婚姻策略略通常都是婚配对象之间讲究#⻔门当户对$或者
是遵循#男⾼高⼥女女低$的婚姻择偶梯度( ZIOFCOS，,-6/; 陈友华"乌尔⾥里里希，/00/)%在经历了了改⾰革开放"社会转型
和⼈人⼝口转型等社会变迁后，农村婚姻策略略也跟着发⽣生了了变化%唐绍洪( /003) 发现⼈人们的结婚⽬目的已经从#性"经济或⽣生育⼦子⼥女女$转变为#⽣生活的需要和感情的需要#; 择偶标准从#⻔门当户对$变得更更为现实和多元
化%⽽而如桂⽟玉和俞宁( /0,1) 发现农村的择偶⽅方式从包办到⾃自由恋爱"择偶标准从现实条件向情感发展%

对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策略略的研究主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用婚姻挤压下未婚
男性实际婚姻⾏行行为来反映%例例如，栗栗志强( /0,,) 发现婚姻迁移即#买房向城镇迁移$是⽋欠发达地区受到婚姻
挤压的农村男性的婚姻策略略%戴波和赵德光( /0,1) 认为受到婚姻挤压的云南省边⺠民采取婚姻策略略是跨境!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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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行行为%⻙韦艳等( /0,,) 利利⽤用实地访谈资料料，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在处于劣势地位和有限的婚姻资源基
础上，会采取包括招赘婚姻"买婚和收继婚等⾮非主流的婚姻⾏行行为%另⼀一类是通过潜在的婚姻⾏行行为，即择偶偏
好，来研究受到婚姻挤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策略略%例例如，刘利利鸽和靳⼩小怡( /0,/) 通过分析婚姻挤压
下农村男性对有过婚史⼥女女性的态度来研究农村男性的婚姻策略略，发现在初婚市场上处于劣势的男性会降低

择偶标准，接受有过婚史的⼥女女性，并且对在上次婚史中的⽣生育状况很敏敏感%在这⽅方⾯面，⽬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
的"⼴广泛使⽤用的指标%

根据中国⻓长期低⽣生育率下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所导致的⼈人⼝口性别失衡的特殊社会背景，⼀一些学者

指出未来中国必将有⼀一部分⼤大龄男性将被迫保持⻓长期单身甚⾄至是终身单身( )DDCFI等，/0,3)%因此，本⽂文认
为性别失衡背景下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男性可以选择的婚姻策略略将会有两种，⼀一种是择偶策略略，即穷尽

⼀一切办法去结婚; 另⼀一类是不不婚策略略，即努⼒力力适应婚姻挤压形势，选择不不婚%
/> / 婚姻观念

婚姻观念是⼈人们的价值观在婚姻问题上的体现%在经历了了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和⼈人⼝口转型等社会变迁
后，农村婚姻观念也跟着发⽣生了了变化%例例如，唐绍洪( /003) 发现⼈人们的结婚⽬目的已经从#性"经济或⽣生育⼦子
⼥女女$转变为#⽣生活的需要和感情的需要#; 对离婚的观念也发⽣生了了转变%吴宗友( /006) 指出婚姻观念多元化
紧紧跟随着中国快速的社会转型，⼈人们对婚姻更更加⾃自由"开放和宽容; 离婚已被接受，离婚者逐渐不不再受歧
视%⽽而如桂⽟玉和俞宁( /0,1) 通过个案访谈"⽥田野调查等⽅方法对安徽省 7 村的婚姻观念变迁进⾏行行了了探讨，发

现农村的择偶⽅方式从包办到⾃自由恋爱"离婚被宽容"再婚现象增多等观念变迁%尽管⼀一些婚姻观念已经发⽣生
了了变化，但结婚仍然是⼤大多数⼈人的主导态度%薛亚利利( /0,,) 通过对上海海和兰州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行分析后
发现，即使在 .0 岁以下的年年轻⼈人中，仍有超过 50h的⼈人赞同#不不管怎么样，⼈人总是要结婚的#%可⻅见，⼈人们对
婚姻更更开放"⾃自由和宽容，但结婚仍是⼤大多数⼈人的主导态度，同时，离婚和再婚已经被普遍接受%

尽管没有专⻔门针对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观念的研究，但从其他的研究主题中能间

接发现他们的婚姻观念%例例如，⻙韦艳和张⼒力力( /0,,) 利利⽤用实地访谈资料料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会竭尽所能
去终结单身，可⻅见他们对婚姻的强烈烈偏好，结婚应是他们的主导婚姻观念%在本⽂文中，婚姻观念指的是受到
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男性对结婚的看法%
/> 3 主观规范

主观规范是指个⼈人感知到的社会压⼒力力，感知到重要他⼈人对⾃自⼰己是否采取某种⾏行行为的信念( )ecIF，,--,)%
在 T<Z模型中，主观规范是感受到所有重要他⼈人的压⼒力力的总和%应⽤用到婚姻的决策中时，指的是个⼈人在决
定是否结婚或是否保持单身时感知到重要他⼈人带来的压⼒力力%在中国社会，婚姻从来都不不是个⼈人的事情，⽽而是
关乎整个家庭甚⾄至是整个家族的事%婚姻作为⼀一种社会联系的纽带，在延续传统⽗父系制度的同时，也通过新
的⾎血缘关系为发展社会经济⽹网络提供基础%因此，在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进⾏行行婚姻决策的过程中，对个⼈人婚姻
策略略有重⼤大影响的群体包括两⽅方⾯面: ⼀一是家⼈人，尤其是⽗父⺟母，绝⼤大部分中国⽗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家⽴立

业，传统上⽗父⺟母只有为⼉儿⼦子娶了了媳妇，或者⾄至少等到⼉儿⼦子结婚⽣生⼦子后，⽗父⺟母才算完成了了⼈人⽣生的义务%因此，到
了了适婚年年龄后，只要孩⼦子还没有结婚，家⾥里里⼈人尤其是⽗父⺟母，⽐比本⼈人更更着急%⼆二是周围的⼈人( 既可能是朋友"同
事，也可能是邻居"族⼈人等)%中国农村是⼀一个相对传统的熟⼈人社会，⼈人们的⾏行行为⽅方式常常受到居住在同⼀一
个村落的⼈人的影响%尤其是婚姻，在农村，⼈人们普遍结婚较早，超过⼀一定年年龄仍未结婚的⼈人会被周围⼈人说闲
话，从⽽而给⾃自⼰己和家⼈人造成压⼒力力%
/> . 知觉⾏行行为控制

知觉⾏行行为控制是指个⼈人在执⾏行行某⼀一特定⾏行行为感知到的容易易或困难程度，反映了了个体感知到的对促进或

阻碍执⾏行行⾏行行为因素的控制程度( )ecIF，,--,)%它属于 T<Z 模型中⾮非个⼈人意志⽅方⾯面的因素，即在不不能完全由

个⼈人意志控制的情况下，个⼈人感知到的控制⾏行行为的能⼒力力对执⾏行行该⾏行行为的影响%应⽤用到婚姻的决策中时，是指
个⼈人在找对象或结婚时感觉到的困难程度，反映的是个⼈人感知到的对促进或阻碍结婚⾏行行为因素的控制程度%!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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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而⾔言，结婚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既有来⾃自⾃自身的因素的影响，如身⾼高"⻓长相"性格等，也
有来⾃自外部因素的影响，如家庭条件"⽣生⻓长环境"周围适婚⼥女女性多少%个⼈人感觉到找对象或结婚越困难，那么
他对结婚⾏行行为的控制就越弱%
/> 1 婚姻挤压

婚姻挤压是指在适婚年年龄的男性和⼥女女性同期群中出现的数量量不不平衡现象( 郭显超，/006)%在实际研究
中，婚姻挤压常常作为⼀一个宏观层次的概念，⽤用于⼀一个婚姻市场或⼀一个国家中，很难在微观个⼈人层次找到相

应的概念或测量量%⼀一些研究根据受到婚姻挤压的⼈人群的⼈人⼝口特征，采⽤用年年龄进⾏行行间接测量量，认为在宏观农
村，/6 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农村男性在 /6 岁以前仍有较⼤大的结婚机会，但⼀一旦超过 /6 岁，他们的

结婚机会明显下降，在 31 岁以后，结婚机会更更是趋于完全丧失( 李李艳"李李树茁，/006; ⻙韦艳等，/006; 靳⼩小怡等，
/0,/; 张群林林"杨博，/0,.)%因此，将受婚姻挤压的个⼈人年年龄限制在 /6 岁以上%同时，为了了对这⼀一概念进⾏行行
补充，⼀一些研究采⽤用个⼈人感受的主观指标对#婚姻挤压$进⾏行行补充界定#是否遭受过成婚困难#( 靳⼩小怡等，
/0,,; 杨雪燕等，/0,5)%本⽂文结合婚姻挤压的宏观概念和微观概念，在宏观上，将研究对象的年年龄限定在 /6

岁及以上; 微观上，采⽤用#是否遭受过成婚困难$进⾏行行界定%

图 , 分析框架

婚姻挤压会影响受到婚姻挤压的⼈人的婚姻策略略%
研究发现，有过成婚困难经历的已婚男性的婚姻存在

下列列特点: 初婚年年龄晚"通婚圈⼤大和婚姻质量量较低( 靳
⼩小怡等，/0,,) ; 感知到成婚困难的农村未婚男性会降

低⾃自⼰己的择偶标准( 刘利利鸽"靳⼩小怡，/0,/)%但是婚姻
挤压是否会影响⼈人们对不不婚的选择，⽬目前还没有相应

的研究%
)EaIF( /006) 指出态度依赖于它和环境的相互作

⽤用%然⽽而，中国的婚姻市场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一部分
男性受到婚姻挤压%由此可以推测，婚姻挤压这个情
境可能会影响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男性对婚姻的

态度%因此，在模型中，婚姻挤压既可能会影响婚姻策略略，也可能会影响婚姻观念%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观念对婚姻策略略影响的分析框架如下%# 数据与⽅方法

3> ,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0,. 2 /0,1 年年在陕⻄西省安康市针对 /6 2 40 岁的农村⼤大龄

男性开展的#家庭性别⻆角⾊色和家庭⽣生活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五部分: ( ,) 个⼈人基本情况和居住特征;
( /) 健康⾃自评; ( 3) 性别⻆角⾊色; ( .) 婚育观念; ( 1) 性观念和性⾏行行为; ( 4) 社会活动%

陕⻄西省位于中国的中部，安康市位于陕⻄西省东南部，北北依秦岭，南靠巴⼭山，地域⼴广阔"⼈人⼝口居住分散且
⼤大多居住在⼭山区%/0,0 年年第六次普查数据显示，安康市总⼈人⼝口性别⽐比为 ,,/> ,，⽽而全国农村和陕⻄西农村

的总⼈人⼝口性别⽐比分别为 ,01> 0 和 ,05> . ; 尤其是安康市 ,1 岁及以上未婚⼈人⼝口的性别⽐比⾼高达 ,5-> 3，⽽而全

国农村和陕⻄西省农村该指标分别为 ,.-> 1 和 ,1,> 3%此外，/0,0 年年安康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3-54 元，同

期全国和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 1-,- 元和 .,01 元%/0,0 年年安康市总⼈人⼝口为 /43> 0 万，贫困⼈人

⼝口为 ,00> 1 万%这些特征与前期对受到婚姻挤压的男性的特征⼀一致，因此可以预⻅见该地区存在有⼤大量量⼤大龄
未婚男性%

⾸首先，根据各县区的⼈人⼝口统计数据和地理理条件，以⼈人⼝口规模较⼤大且居住相对集中"总⼈人⼝口性别⽐比较⾼高"交
通便便利利为标准选择了了三个区县作为调查备选地，分别是汉滨区"旬阳县和⽯石泉县，第六次普查时其总⼈人⼝口性
别⽐比分别为 ,05> 4，,,3> / 和 ,,4> 4，,1 岁及以上未婚⼈人⼝口性别⽐比分别为 ,16> 3，,6/> 5 和 ,6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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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调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行%第⼀一阶段为 /0,. 年年 5 2 6 ⽉月，第⼆二阶段为 /0,1 年年 , ⽉月%第⼀一阶段选择的
是安康市下辖区县中⾯面积和⼈人⼝口规模最⼤大的汉滨区，调查时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按照各乡镇总体经济发展

程度分别抽取 ,0 个乡镇，然后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从乡镇中抽取⽬目标⼈人群%第⼆二阶段选择在旬阳县和⽯石泉
县，专⻔门针对⼤大龄未婚男性进⾏行行调查%调查时间临近春节，⼤大量量外流⼈人员返乡，为调查获取到⾜足够多的未婚
男性样本数量量提供了了便便利利，调查时根据各乡镇提供的 /6 岁以上未婚男性名单采⽤用的是简单随机抽样%

由于本次调查涉及性与⽣生殖健康的内容，属于⽐比较敏敏感的个⼈人隐私，为保证调查的信度和效度，我们在

调查中采⽤用计算机⾯面访技术%
最终，第⼀一阶段调查共访问了了 561 ⼈人，其中有 34 ⼈人拒绝参加调查，拒绝率为 .> 4h，调查过程中有 .5 ⼈人

因各种原因( 如太敏敏感"答题时间太⻓长"⽂文化⽔水平低等) 中途退出，最终获得有效样本为 50/ 个，有效率为

6-p .h%第⼆二阶段共访问了了 43. ⼈人，其中 4 ⼈人拒绝参加调查，拒访率为 0> -h，有 /3 ⼈人因为各种原因( 如太

敏敏感"⽂文化⽔水平低"按键错误导致中途退出⽽而失去耐⼼心重新开始等) 中途退出调查，最终获得有效样本数为
4,, ⼈人，有效率为 -4> .h%因此，最终的有效样本数为 ,3,3%
3> / 变量量测量量

3> /> , 婚姻策略略

本⽂文对婚姻策略略的测度包括择偶策略略和不不婚策略略两类%对择偶策略略的测度包括下列列问题:(您是否愿
意跟⼀一个离婚没有孩⼦子的妇⼥女女结婚?#(您是否愿意跟⼀一个离婚但有⼥女女孩的妇⼥女女结婚?#(您是否愿意跟⼀一个
离婚但有男孩的妇⼥女女结婚?#(您是否愿意跟⼀一个寡妇结婚?#(是否接受和身体有点残疾或智⼒力力不不太好的⼥女女
性结婚?#(您是否接受做上⻔门⼥女女婿?#%每题选项包括#愿意 8接受 8能$和#不不愿意 8不不接受 8不不能#，分析时对
前者赋值为 ,，后者赋值为 0%在分析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总体择偶策略略时，将这六种态度得分加总起来，得分
越⾼高表明他们能接受的⾮非主流婚配对象的类型越多，即其择偶标准越低%

不不婚策略略⽤用#您能够接受⼀一辈⼦子不不结婚吗?#进⾏行行测量量，选项为#能接受"不不能接受#，分别赋值为 , 和 0%
3> /> / 婚姻观念

婚姻观念⽤用三个题进⾏行行测量量，分别询问被访者是否同意下列列观点#每个男⼈人都应该结婚#$(每个⼥女女⼈人都
应该结婚#$(不不结婚的男⼈人不不是⼀一个完整的男⼈人#，回答的选项为#, i完全同意"/ i⽐比较同意"3 i不不太同

意". i完全不不同意#%这三个题⽬目的 )B@;C 值为 0> 66%在分析中将这三个题进⾏行行加总，然后在均值处进⾏行行
⼆二分，低于均值赋值为 0，意思是其婚姻观念为传统婚姻观念; ⾼高于均值赋值为 ,，代表其婚姻观念为激进的

婚姻观念%
3> /> 3 主观规范

主观规范⽤用在⻓长期单身最难熬的事是周围的⼈人会说闲话和家庭压⼒力力⼤大，⽗父⺟母会担⼼心两道题进⾏行行测量量，选

项为#是$和#否#%分析时将两道题加总，在均值处进⾏行行⼆二分，⾼高于均值赋值为 0，代表感受到的主观规范

⼩小; 低于均值赋值为 ,，代表感受到的主观规范强%
3> /> . 知觉⾏行行为控制

知觉⾏行行为控制⽤用#您觉得找对象或结婚对您来说困难吗?#进⾏行行测量量，选项为 , i⾮非常困难，/ i⽐比较困

难，3 i⽐比较容易易，. i⾮非常容易易%分析时，将 3 和 . 选项合并赋值为 0，代表对结婚⾏行行为的控制感强; 将 , 和 /

选项合并赋值为 ,，代表对结婚⾏行行为的控制感弱%
3> /> 1 婚姻挤压

本⽂文中，由于已经限定调查样本为 /6 岁及以上农村⼤大龄男性，因此，宏观层次的婚姻挤压概念已经体现

在调查对象上%微观层次的婚姻挤压⽤用成婚困难进⾏行行测量量%对成婚困难的测量量通过询问#您是否觉得⾃自⼰己
曾经或正在遭遇成婚困难?#进⾏行行，选项为#是"否#，分别赋值为 ,，代表感受到了了婚姻挤压，和 0，代表没有感

受到婚姻挤压%!0,,!



张群林林等: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观念与婚姻策略略

3> /> 4 控制变量量

婚姻%分成未婚( 包括未婚未同居和离婚，赋值为 0) 和已婚( 包括未婚同居"订婚和已婚，赋值为 ,)

年年龄%分成 .0 岁以下和 .0 岁及以上两组，前者赋值为 0，后者赋值为 ,%
教育%本次调查发现陕南⼭山区普遍存在⼩小学辍学或初中辍学现象，根据这种情况，本⽂文把受教育程度分

为四类，⽂文盲或⼩小学未毕业"⼩小学"初中未毕业和初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
收⼊入%⽤用#接受调查前⼀一年年的个⼈人年年收⼊入$进⾏行行测量量，分为#低于 ,1000 元$和#,1000 元及以上$两组%

3> 3 分析策略略与⽅方法

⾸首先采⽤用卡⽅方检验和 T检验，对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男性的基本特征"T<Z模型中的核⼼心变量量进⾏行行
描述%其次，在控制婚姻"年年龄"教育和收⼊入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回归模型验证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观念和婚
姻挤压对婚姻策略略的影响%

在回归分析中，分别针对农村⼤大龄男性的择偶策略略和不不婚策略略建⽴立了了三个模型%模型 , ⾄至模型 3 是对

农村⼤大龄男性择偶策略略的 %[Q回归，模型 . ⾄至模型 4 是针对农村⼤大龄男性不不婚策略略的 [?NERDEP 回归%其中
模型 , 和模型 . 是通过 T<Z 模型检验婚姻观念对婚姻策略略的影响%模型 / 和模型 1 是在模型 , 和模型 .

的基础上，加⼊入婚姻挤压变量量，检验婚姻挤压和婚姻观念对婚姻策略略的影响%模型 3 和模型 4 是在模型 /

和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婚姻挤压与婚姻观念"主观规范和知觉⾏行行为控制的交叉项，检验婚姻挤压的调节
作⽤用%$ 结果和讨论

.> , 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男性基本特征

表 , 给出了了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从中可以看出，接受调查的安康市农村⼤大龄男性平均年年龄为 ./

岁"绝⼤大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 占总体的 6/> .h )$⼤大部分⼈人调查前⼀一年年的个⼈人收⼊入在 ,1000

元以下( 占总体的 16> ,h )%可⻅见，总体⽽而⾔言，接受调查的安康市农村⼤大龄男性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都
偏低%

表 , 婚姻挤压下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

问题及分类
未遭受成婚困难 遭受过成婚困难 合计

F i 14, F i 51/ F i ,3,3
T 81/

年年龄 3> 53 j

/6 2 3- .3> 3/ 36> 03 .0> /-

.0 j 14> 46 4/> -5 1-> 5,

平均年年龄 .,> 4- ./> /3 ./> 00 ,> ,

受教育程度 /,3> ,5+++
⽂文盲或⼩小学以下 5> 53 36> /5 /1> /5

⼩小学 ,,> 4- ,-> 53 ,4> 3,

初中未毕业 .3> 31 /.> .0 3/> .5

初中及以上 35> /3 ,5> 40 /1> -4

调查前⼀一年年收⼊入 36> 46+++
r ,1000 元 .6> 3, 41> .3 16> ,,&,1000 元 1,> 4- 3.> 15 .,> 6-

婚姻 3.,> 05+++
未婚 ,6> /0 50> 00 .5> 60

已婚 6,> 60 30> 00 1/> /0

注: +++@ . 0> 00,; ++@ . 0> 0,; 9 @ . 0> 01; j @.0> ,

表 , 还给出了了遭受过成婚困难

和未遭受成婚困难的⼈人群的基本特

征，可以发现⼤大部分安康市农村⼤大龄

男性都遭受过成婚困难( 占总样本

的 15> 3h )%从特征上来看，回答遭
受过成婚困难的⼈人的年年龄略略⼤大"受教
育程度和收⼊入明显更更低，并且，绝⼤大

部分⼈人的婚姻状况属于未婚( 占总

样本的 50h )%可⻅见，遭受过成婚困
难的⼈人在社会统计特征⽅方⾯面跟学者

们对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男性

的普遍认识⼀一致 ( ZIOFCOS，,-6/;

ZCFERDIO，/00.; TAPaIO ID CB>，/001; 姜

全保，/006; 彭⼤大松，/0,,; 张群林林，

/0,.)%从婚姻视⻆角来看，遭受过成
婚困难的数据同时也告诉我们即使

是在已婚⼈人群中，仍有⼀一⼩小部分⼈人曾

经遭受过成婚困难; ⽽而在未婚⼈人群中，也有⼀一⼩小部分⼈人没有遭受过成婚困难%也就是说，是否结婚不不等同于
是否会受到婚姻挤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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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观念和婚姻策略略现状

.> /> , 婚姻挤压下的婚姻观念

从表 / 中可以看出，遭受过成婚困难的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观念更更加传统%在#每个男⼈人都应该结婚$
的问题上，遭受过成婚困难的⼈人持#完全同意$观点的⽐比例例( 50> .h ) ⽐比未遭受成婚困难的⼈人持#完全同意$观
点的⽐比例例( 11> 6h ) ⾼高出 ,.> 4h%同样，在#每个⼥女女⼈人都应该结婚$问题上，遭受过成婚的困难的⼈人#完全同
意$这种观点的⽐比例例远⾼高出未遭受成婚困难的⼈人中的⽐比例例的 ,/> 6h%总体⽽而⾔言，在#不不结婚的男⼈人不不是⼀一个
完整的男⼈人$问题上，⼤大龄男性持赞同⽐比例例显著低于前两种观点，但遭受过成婚困难的⼈人持同意观点的⽐比例例
仍然显著⾼高于未遭受过成婚困难的⼈人%再结合#同意$的⽐比例例，同意#每个男⼈人都应该结婚$和#同意每个⼥女女
⼈人都应该结婚$在遭受过成婚困难的⼈人群中的⽐比例例超过了了 -0h%可⻅见，安康市农村⼤大龄男性具有⾮非常强烈烈
的传统婚姻观念，在⽬目前状况下，婚姻挤压⾮非但没有减弱他们的传统婚姻观念，还强化了了他们的传统婚姻观

念%费斯汀格( (IRDEFNIO，,-1.) 在其极具影响⼒力力的社会⽐比较理理论中提出了了#⼈人们会通过将⾃自⼰己的观点与他⼈人
进⾏行行⽐比较后来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能⼒力力$的观点，根据这个观点，当⼈人们发现其他⼈人和⾃自⼰己保持相同观点时，
为了了使其他⼈人喜欢⾃自⼰己，⼈人们会将观点表达得更更为强烈烈%这也就是巴伦和他的同事们( ZCO?F 等，,--4) 发现
的令个体的观点得到社会化巩固所产⽣生的极化效应%应⽤用到中国性别失衡社会的现实中，在婚姻挤压初期，
受到婚姻挤压的⼈人分散在全国各地，他们及其家⼈人是社会中的个别⼈人员，为了了更更好地表现出⾃自⼰己和⼀一般⼈人群

⼀一致⽆无⼆二，他们会强化⾃自⼰己的传统婚姻观念%
表 / 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观念( 百分⽐比)

问题及分类
未遭受婚
姻挤压

遭受过婚
姻挤压

总体

F i 14, F i 51/ F i ,3,3

1/

您同意#每个男⼈人都应该结婚$吗? 3.> -0+++
完全同意 11> 5- 50> 31 4.> ,3

⽐比较同意 /4> 0/ /0> /, //> 50

不不太同意 ,.> 4/ 6> ,, ,0> 6-

完全不不同意 3> 15 ,> 33 /> /6

您同意#每个⼥女女⼈人都应该结婚$吗? 35> 55+++
完全同意 15> -3 50> 5. 41> /5

⽐比较同意 /3> 5, /0> 66 //> 0-

不不太同意 ,.> /4 5> .1 ,0> 34

完全不不同意 .> ,0 0> -3 /> /6

您同意#不不结婚的男⼈人不不是⼀一个完
整的男⼈人$吗? /1> 11+++
完全同意 /5> 43 33> 4. 3,> 05

⽐比较同意 ,1> -5 //> /, ,-> ,/

不不太同意 3-> // /6> 04 3/> 63

完全不不同意 ,6> ,6 ,4> 0- ,4> -6

注: +++@ . 0> 00,; ++ @ . 0> 0,; 9 @ . 0> 01; j @.0> ,

.> / / 婚姻挤压下的婚姻策略略

/0,4 年年中国⻘青年年报对多省区

贫困农村的剩男问题进⾏行行了了调查，

发现⼀一些贫困农村的男⻘青年年的择

偶标准不不断在下降，(身体残疾"
智⼒力力缺陷的⼥女女性也都有媒婆踏破

⻔门槛#( 中国⻘青年年报，/0,4 2 0/ 2

/.)%以前社会中，⼥女女性离婚是⼀一
件令⼈人难以启⻮齿的丢⼈人的事%#现在离婚妇⼥女女抢着要，寡妇都成
了了媒⼈人⼿手中的热⼈人%只要不不是男
孩，带⼏几个孩⼦子都⽆无所谓%#( 中国
经济周刊，/0,4 2 0/ 2 //)%⼀一些
研究者也认为，⻓长期性别失衡下的

⼥女女性缺失必然会导致婚姻市场男

性挤压，越来越多因在婚姻市场缺

乏竞争⼒力力⽽而找不不到配偶的男性⼈人

数将⼤大幅增加，⼀一些⼤大龄未婚男性

会降低择偶标准，或改变传统男婚

⼥女女嫁的婚姻观念，选择做上⻔门⼥女女婿%我们的调查数据也证实了了这样的观点%
对于那些#想$结婚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和所有⼤大龄已婚男性，我们分别询问了了他们对六种不不同类型的

婚配对象( 没有孩⼦子的离异⼥女女性"带有⼥女女孩的离异⼥女女性"带有男孩的离异⼥女女性"寡妇"身体残疾或智⼒力力有问题
的⼥女女性和做上⻔门⼥女女婿) 的态度%结果如表 3 所示，遭受过成婚困难的⼈人的择偶标准的确显著低于未遭受过

成婚困难的⼈人%对没有遭受过成婚困难的⼤大龄男性来说，只有没有孩⼦子的离异⼥女女性和做上⻔门⼥女女婿两类的接
受程度在 10h以上; ⽽而对娶带有男孩的离异⼥女女性的接受程度与对娶寡妇的接受程度基本⼀一致，约在 3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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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h之间; ⽽而对娶残疾或智⼒力力有问题的⼥女女性的接受程度最低，只有 /-> ,h%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代表了了主
流社会对⾮非主流婚配对象的态度%他们对寡妇的接受程度相对⽽而⾔言还是⽐比较低，对#带有男孩的离异⼥女女性$
的接受程度也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仍是，传统的⽗父系制度下认为男孩是⽗父亲这⼀一脉的传承，不不管怎么养

他都不不是⾃自⼰己⼈人%这种态度与媒体报道基本⼀一致%相⽐比⽽而⾔言，遭受过成婚困难的农村⼤大龄男性对这六种⼥女女
性的接受程度明显更更⾼高%他们对没有孩⼦子的离异⼥女女性"带有⼥女女孩的离异⼥女女性的接受程度均在 5.h以上%相
⽐比⽽而⾔言，对于做上⻔门⼥女女婿，他们的热情似乎要低⼀一些，有 45> 4h的⼈人能接受%对于寡妇或带有男孩的离异⼥女女
性，他们的接受程度更更低⼀一点，在 4/ 2 4.h%⽽而对于身体有点残疾或智⼒力力不不太好的⼥女女性，他们的接受⽐比例例最
低，为 .0> 5h，即便便如此，也远⾼高于未遭受过成婚困难男性的 /-> ,h%当今社会对离婚⼥女女性已不不再歧视( 桂
⽟玉"俞宁，/0,1; 吴宗友，/006) ，但对寡妇仍存在较⼤大的歧视%对寡妇的⾼高接受程度表明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
⼤大龄男性的择偶标准已经发⽣生转变%

在不不婚策略略上，略略超过四分之⼀一的遭受过成婚困难的⼈人回答#能接受#(⼀一辈⼦子不不结婚#，该⽐比例例显著⾼高
于未遭受过成婚困难的⼈人%

由此可⻅见，⼀一⽅方⾯面，遭受过成婚困难的男性的择偶标准的确低于未遭受成婚困难的男性%主流婚姻中⼀一
些不不太接受的婚配对象，对他们⽽而⾔言都是改变未婚现状的可能，都成为他们⻘青睐的对象%另⼀一⽅方⾯面，遭受过
成婚困难的男性更更有可能选择终身不不婚%

表 3 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策略略( 百分⽐比)

问题及分类
未遭受成婚困难 遭受过成婚困难

F i 1/1 F i 41.
1/

择偶策略略

和⼀一个离婚没有孩⼦子的妇⼥女女结婚 11> 4 55> / 4/> 0+++
和⼀一个离婚但带有⼥女女孩的妇⼥女女结婚 .5> / 5.> / 6-> 5+++
和⼀一个离婚但带有男孩的妇⼥女女结婚 3-> 6 43> - 46> 0+++
和⼀一个寡妇结婚 35> - 4/> 1 50> 6+++
和⼀一个身体有点残疾或智⼒力力不不太好
的⼥女女性结婚

/-> , .0> 5 ,4> -+++
做上⻔门⼥女女婿 15> 1 45> 4 ,/> 4+++
择偶指数( 均值) /> 5 3> - ,0> ,+++
不不婚策略略

⼀一辈⼦子不不结婚 ,6> 3 /4> 6 ,,> 6+++
注: +++@ . 0> 00,; ++ @ . 0> 0,; 9 @ . 0> 01; j @.0> ,

.> 3 婚姻挤压下的婚姻观念对婚

姻策略略的影响

表 . 给出了了农村⼤大龄男性婚

姻策略略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

⾄至模型 3 是农村⼤大龄男性择偶策

略略的 %[Q 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

⾄至模型 4 是农村⼤大龄男性不不婚策

略略的 [?NERDEP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 是在控制婚姻"年年龄"

教育和收⼊入的情况下，T<Z 模型中

的变量量对择偶策略略的回归%从中
可以看出，婚姻观念对农村⼤大龄男

性择偶策略略有较弱的正向影响，即

婚姻观念越激进的农村⼤大龄男性

择偶时能接受的⾮非主流婚配对象就略略多%同时，主观规范和知觉⾏行行为控制对择偶策略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即，农村⼤大龄男性感受到的主观规范越强烈烈，他们的择偶标准就越低; 农村⼤大龄男性对婚姻的控制感弱，他们

的择偶标准就越低%模型 / 在模型 , 的基础上纳⼊入了了成婚困难变量量，成婚困难对择偶策略略具有⾮非常显著的

正向影响; 这表明遭受过成婚困难的⼈人⽐比未遭受成婚困难的⼈人能接受更更多的⾮非主流婚配对象%这时，婚姻观
念对择偶策略略的影响系数变⼤大，并且影响变得更更加显著; 但是，主观规范和知觉⾏行行为控制对择偶策略略的影响

系数变⼩小，同时影响变弱%模型 3 在模型 / 的基础上纳⼊入了了成婚困难变量量与婚姻观念的交互项，这时，婚姻

观念对择偶策略略的影响系数继续增⼤大，影响进⼀一步显著; 同时，成婚困难对择偶策略略的影响系数变⼤大，显著性

增强; 但是，主观规范和知觉⾏行行为控制均变为不不显著%⽽而成婚困难和婚姻观念的交互项对择偶策略略有显著的
负向影响%

模型 , ⾄至模型 3 的结果说明，如果不不考虑情境因素( 婚姻挤压) 的影响，T<Z 模型能较好预测农村⼤大龄

男性择偶策略略%但实际上，T<Z模型中主观规范和知觉⾏行行为控制对择偶策略略的显著影响是因为成婚困难以
及成婚困难和婚姻观念的交互项引起的，因为控制了了成婚困难以及成婚困难和婚姻观念的交互项后，这两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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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量的影响变得不不再显著%
模型 . 是在控制婚姻"年年龄"教育和收⼊入的情况下，T<Z 模型中的变量量对不不婚策略略的回归%从中可以看

出，婚姻观念对农村⼤大龄男性不不婚策略略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婚姻观念越激进的农村⼤大龄男性选择不不婚

的可能性更更⼤大%同时，知觉⾏行行为控制对不不婚策略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村⼤大龄男性对婚姻的控制感弱，
他们选择⼀一辈⼦子不不结婚的可能性越⼤大%模型 1 在模型 . 的基础上纳⼊入了了成婚困难变量量，成婚困难对择偶策

略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表明遭受过成婚困难的⼈人⽐比未遭受成婚困难的⼈人更更有可能选择⼀一辈⼦子不不结婚%
这时，婚姻观念对不不婚策略略的影响系数变⼤大; 同时，知觉⾏行行为控制对不不婚策略略的影响变得不不再显著%这表明，
知觉⾏行行为控制表现出的对不不婚策略略的显著影响是因为受到成婚困难的影响%模型 4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纳⼊入

了了成婚困难变量量与婚姻观念的交互项，这时，婚姻观念对不不婚策略略的影响系数继续增⼤大，同时，成婚困难对不不

婚策略略的影响系数变⼤大，显著性增强%⽽而成婚困难和婚姻观念的交互项对不不婚策略略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模型 . ⾄至模型 4 的结果说明，如果不不考虑情境因素( 婚姻挤压) 的影响，T<Z 模型可以⽤用来预测农村⼤大

龄男性的不不婚策略略%但实际上，T<Z模型中知觉⾏行行为控制对不不婚策略略的显著影响是因为成婚困难引起的，因
为控制了了成婚困难后，知觉⾏行行为控制的影响变得不不再显著%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控制变量量中的婚姻"年年龄和教育都是预测农村⼤大龄男性择偶策略略的显著因素; 然
⽽而，除了了年年龄之外，它们都不不是预测农村⼤大龄男性不不婚策略略的显著因素%

表 . 农村⼤大龄男性婚姻策略略的回归分析

变量量
择偶策略略( %[Q回归) 不不婚策略略( [?NERDEP回归)

模型 , 模型 / 模型 3 模型 . 模型 1 模型 4

⾃自变量量

婚姻观念 0> /. j 0> 309 0> 1/++ ,> 51+++ ,> 6.+++ /> 43+++
主观规范 0> /39 0> ,- j 0> ,6 0> -, 0> 66 0> 65

知觉⾏行行为控制 0> ..++ 0> 309 0> /6 ,> 369 ,> // ,> /0

成婚困难 0> 13+++ 0> 45+++ ,> 4,++ /> 04+++
成婚困难 m婚姻观念 2 0> 1,9 0> 109

控制变量量

婚姻( 未婚为参照组) 2 0> 66+++ 2 0> 5/+++ 2 0> 53+++ 0> 53 j 0> 6. 0> 63

年年龄( /6 2 3- 岁为参照组) 0> 60+++ 0> 6,+++ 0> 60+++ ,> 3/ j ,> 33 j ,> 3, j

教育

⽂文盲或半⽂文盲( 参照组)

⼩小学毕业 2 0> .,9 2 0> 369 2 0> 349 0> 61 0> 65 0> -0

初中未毕业 2 0> .-+++ 2 0> 1,++ 2 0> .-++ 0> -3 0> -- ,> 03

初中及以上 2 0> 56+++ 2 0> 40++ 2 0> 1-++ ,> /0 ,> /6 ,> 3,

收⼊入 0> 04 0> 0- 0> 06 0> 64 0> 66 0> 64

lP?FR 3> 3.+++ /> -6+++ /> -,+++ 0> /. 0> ,5+++ ,> ..+++
)SeARDIS !/ ( ) 0> ,41+++ 0> ,5.+++ 0> ,54+++ 0> 0/.+++ 0> 0/-+++ 0> 033+++
注: +++@ . 0> 00,; ++@ . 0> 0,; 9 @ . 0> 01; j @.0> ,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

出，婚姻挤压在婚姻观念

对婚姻策略略的影响中起

调节作⽤用%在没有受到
婚姻挤压的情况下，婚姻

观念越传统的⼈人降低择

偶标准或选择不不婚的可

能性越⼩小; 但是在受到婚

姻挤压的情况下，婚姻观

念越传统的⼈人降低其择

偶标准或选择不不婚的可

能性会更更⼤大%这可能的
原因是，未遭受过成婚困

难的⼈人的择偶标准较⾼高，

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婚姻

观念受传统观念影响⼤大，

不不太能接受⾮非主流的婚

配对象%但是⼀一旦遭受
成婚困难后，在传统观念

诸如#成家⽴立业#$(不不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的影响下，为了了能结婚他们必然会降低择偶标准%因此，婚姻观念
对他们的择偶标准的影响会更更⼤大些%在选择不不婚⽅方⾯面，也有同样的结果%在没有受到婚姻挤压的情况下，婚
姻观念越传统的⼈人选择不不婚的可能性越⼩小; 但是在受到婚姻挤压的情况下，婚姻观念越传统的⼈人选择不不婚的

可能性会更更⼤大%% 结论与展望

本⽂文利利⽤用陕⻄西安康市的问卷调查数据，描述了了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男性的基本特征"以及他们的婚
姻观念和婚姻策略略，以计划⾏行行为理理论为基础，通过 %[Q 回归和 [?NERDEP 回归⽅方法对婚姻挤压"婚姻观念和婚!.,,!



张群林林等: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观念与婚姻策略略

姻策略略的关系进⾏行行了了分析，回答了了本⽂文最初提出的⼏几个问题%
( ,) 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观念是什什么?

本⽂文发现农村⼤大龄男性的结婚观念⾮非常强烈烈，并且婚姻挤压强化了了这种观念%表 / 显示，超过百分之⼋八

⼗十的安康市农村⼤大龄男性都认同#每个男⼈人都应该结婚$和#每个⼥女女⼈人都应该结婚#，⽽而遭受过婚姻挤压的安
康市农村⼤大龄男性对这两个观点的赞同程度超过了了百分之九⼗十，远⾼高于未遭受婚姻挤压的⼤大龄男性%可
⻅见，结婚仍是绝⼤大多数农村⼤大龄男性的主导观念，这与对⼀一般⼈人群的婚姻观念的研究结果类似%例例如，薛
亚利利( /0,,) 对上海海城乡和兰州城乡家庭的研究发现结婚是当代年年轻⼈人的⾸首要选择%杨扬( /0,5 ) 利利⽤用沈沈
阳市⼈人⼝口普查数据采⽤用 +IOFIR模型对不不同年年龄组的结婚率进⾏行行了了模拟和预测，发现绝⼤大多数⼈人最终还是

会给婚姻⼀一个机会，即普遍推迟婚姻⽽而不不是不不结婚%根据费斯汀格的社会⽐比较理理论，受到婚姻挤压的男
性之所以表现出更更强烈烈的结婚观念，是由于结婚是⼈人们的普遍观念和选择，⽽而难以结婚的⼈人在某种程度

上会被边缘化，因此，为了了获得他⼈人对⾃自⼰己的接受和喜欢，受到婚姻挤压的男性就会把结婚观念表达得更更

加强烈烈%
( /) 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策略略是什什么?

本⽂文发现婚姻挤压降低了了农村⼤大龄男性的择偶标准，增⼤大了了他们选择不不婚的可能性%通过对六种⾮非主
流婚配对象的接受程度的分析，本⽂文发现遭受过成婚困难的农村⼤大龄男性对这些⾮非主流婚配对象的接受程

度远⾼高于未遭受成婚困难的⼤大龄男性%根据接受程度由⾼高到低的顺序进⾏行行排列列，分别为没有孩⼦子的离婚⼥女女
性"带有⼥女女孩的离婚⼥女女性"做上⻔门⼥女女婿"带有男孩的离婚⼥女女性"寡妇和残疾⼥女女性%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他们
对寡妇的接受程度⾼高达 4/> 1h，接近于对带有男孩的离婚⼥女女性的接受程度%然⽽而，在没有遭受成婚困难的
⼈人群中，对寡妇的接受⽐比例例仅为 35> -h%虽然，不不少研究表明，离婚已经逐渐被宽容，离婚⼥女女性逐渐不不再受
歧视( 桂⽟玉和俞宁，/0,1; 吴宗友，/006) ，但对寡妇仍存在较⼤大的歧视%对寡妇的⾼高接受程度表明受到婚姻
挤压的农村⼤大龄男性的择偶标准已经发⽣生转变%可⻅见，受到婚姻挤压的男性的婚姻策略略更更灵活，更更可能会
降低择偶标准( 刘利利鸽和靳⼩小怡，/0,/)%此外，虽然遭受成婚困难的男性选择#⼀一辈⼦子不不结婚$的⽐比例例不不
是很⾼高，却也显著⾼高于未遭受过成婚困难的⼤大龄男性，这表明，有⼀一部分受到婚姻挤压的男性最终会选择

不不婚%
( 3) 婚姻挤压"婚姻观念对婚姻策略略的影响
本⽂文发现婚姻观念会影响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策略略，并且婚姻挤压在婚姻观念对婚姻策略略的影响中起

调节作⽤用%在没有受到婚姻挤压的情况下，婚姻观念越传统的男性降低择偶标准或选择不不婚的可能性越⼩小;
但是在受到婚姻挤压的情况下，婚姻观念越传统的⼈人降低其择偶标准或选择不不婚的可能性会更更⼤大%这可能
的原因是，未遭受过成婚困难的⼈人的择偶标准较⾼高，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婚姻观念受传统观念影响⼤大，不不太能

接受⾮非主流的婚配对象%但是⼀一旦遭受成婚困难后，在传统观念诸如#成家⽴立业#$(不不孝有三⽆无后为⼤大$等
的影响下，为了了能结婚他们必然会降低择偶标准%因此，婚姻观念对他们的择偶标准的影响会更更⼤大些%在选
择不不婚⽅方⾯面，也有同样的结果%在没有受到婚姻挤压的情况下，婚姻观念越传统的⼈人选择不不婚的可能性越
⼩小; 但是在受到婚姻挤压的情况下，婚姻观念越传统的⼈人选择不不婚的可能性会更更⼤大%

此外，本⽂文还发现，如果不不考虑情境因素时，计划⾏行行为理理论能较好预测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策略略%然⽽而，
⼀一旦把正在发⽣生变化的情境因素加⼊入计划⾏行行为理理论中，T<Z模型中的主变量量: 主观规范和知觉⾏行行为控制对⾏行行

为的影响将会变得不不显著，显然是情境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本⽂文认为，在使⽤用 T<Z 模型分析农村⼤大

龄男性的婚姻策略略时，⼀一定要考虑情境因素%
尽管有上⾯面的⼀一些发现，本⽂文仍存在不不⾜足之处%⼀一是数据的局限性%由于本⽂文使⽤用的数据是来⾃自陕⻄西

省安康市农村的调查数据，已婚男性数据采集时间是⼋八⽉月份，⼤大部分已婚男性外出务⼯工，这导致数据可能存

在部分系统性偏差%⼆二是结果的局限%从分析结果来看，在不不婚策略略分析中，模型解释度较弱，<RIAS? !/ 仅

为 3h左右%这说明相对结婚策略略⽽而⾔言，农村⼤大龄男性的不不婚策略略更更为复杂，模型中的变量量只能解释较⼩小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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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变异，还有其他更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没有纳⼊入模型中%如⼈人性格特征和情感经历，质性研究中发现它
们都会影响个⼈人对结婚的选择%此外，本⽂文中的婚姻观念指的是对待结婚的态度，⽽而不不是对待不不婚的态度，
这也可能会减弱模型的解释⼒力力%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在流动⼈人⼝口返乡时增加对已婚男性的调查%另外，也
可以专⻔门针对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男性的不不婚策略略进⾏行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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