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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摘要

这次调研任务主要分为了两方面：调查问研和整理分析；

在调查方面选用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力求达到搜集数据

的科学性；通过整理数据可得：在问卷参与者中，普遍的年龄

层位于 20—30 岁，这代表青年们在“婚恋观”更加有自己的看法；

但经数据可看出，大部分人还是处于单身的情感状态，造成这

原因可能自身的经济压力、或享受一个人的单身状态，不喜欢

被婚姻等多方面约束等。

二、调研背景

时代在进步，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而更加离不开人们思想

的进步。思想由闭合到开放是良好的趋势，而作为新时代的引

领人—青年们，更是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其中“婚恋观”也在

观念的开元化地冲击下变得很不同，青年们有了自己的情感生

活追求，而且会在情感生活树立自己的择偶标准、婚姻取向等

等；在这种背景的衍生了很多问题，例如近几年的离婚率上升，

一些越轨行为的发生，这些问题的发生很多时候来源于人们在

婚恋层面认识下不够深浅，例如结婚只是一时兴起，而并未考

虑到自身的择偶需求，或者其他情况，这样也是导致离婚几率

上升的一部分原因。作为青年，他们的“婚恋观”不仅是人生的

一种价值取向，而更深地一层有可能预示了将来中国婚姻的发

展趋势；因此，反思当下问题，为当下问题提出解决问题，是

这次调研的背景和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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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研意义和目的

1、婚恋观是指男女双方对恋爱与婚姻的认知与理解。婚

恋观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恋爱、婚姻行为的价

值取向，对青年的择偶行为、婚姻生活起着决定性的导向作用，

影响其一生的发展与幸福。

2、研究当地青年的“婚恋观”，实则更多给当代青年本身提

供理论意义。通过研究当地青年的“婚恋观”，是对这一部分的

伦理学“空白”的补充。

3、研究当地青年的“婚恋观”，实则更多给当代青年本身提

供现实意义：通过研究当地青年的“婚恋观”，既是鼓励当代青

年勇于追求自己的情感生活，又能帮助当代青年在情感困惑中

及时走出，以及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和人生观，与此同时也有利

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稳定。

四、调研方法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通过搜集以及参考有关当代青年婚恋价值观的相

关调查，结合当代青年对恋爱与婚姻的态度的实际情况编制调

查问卷。通过对石龙镇人民发放纸质问卷的形式以及向其它地

区发送电子版问卷采集数据，并使用“问卷星”站内的分析软件

进行数据分析。另外我们还通过实地考察、对妇联相关工作人

员进行无结构访谈等方式获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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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对当代青年的婚恋价值观进行实地调查；发放线上问卷、

在石龙镇派发纸质问卷并对妇联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无结构访

谈。

(三)被试

1、自填式问卷被试

本研究通过分层随机抽样方式，针对不同婚恋状况的青年

进行调查，其中分为单身状态、恋爱状态、已婚状态和离异状

态。由表 1 问卷回收情况可得，本次抽样调查男女人数分别为

234 和 424，样本性别比约为 1:1.81。共回收了 658 份调查问

卷反馈数据，回收率高达 100%，可信度较高。

表 1 问卷回收情况

量表 回 收 问 卷

（份）

回收率（%） 男（人） 女（人）

人际问题 658 100 234 424

表 2 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单身（人） 恋爱中（人） 结婚（人） 离异（人）

426 155 70 7

2、访谈被试

本次调研我们采访了石龙镇妇联相关工作人员，了解了我

镇政府机构举办的联谊活动现状，进一步分析人们对政府机构

举办的联谊活动的满意程度以及不足之处，为了解当代青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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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价值观提供有效的数据分析。

(四)统计方法

运用“问卷星”网站和 SPSS 数据分析工具对问卷结果进行统

计分析。

五、调查结果分析

(一)调查问卷分析

1、当代青年择偶标准分析

（1）当代青年择偶时看重的条件

图 一 被调查者对所给出的择偶标准按重要性排序评分

由调查数据可见，三观和性格的评分都高于 5 分，分别为

5.85 和 5.66 分，远高于第三名外貌的 3.9 分。而可见当代年轻

人择偶最看重的是三观和性格，也就是精神上的契合，不再盲

目追求颜值和物质。这也体现出当代年轻人的思想进步和普遍

经济能力的提升。而第四名经济基础为 2.81 分，比外貌低 1.09

分，也可看出，虽然在当代年轻人的眼中，颜值已没那么的重

要，但是不可忽视的评判标准。再者是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

两者分值相差并不是很大，都不是重点择偶标准。而年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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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值最低的，为 1.86 分。说明对当代年轻人来说，年龄差距

不再是相爱的鸿沟，是当代年轻人思想开放的表现。

（2）当代青年对新定义下门当户对的态度

※门当户对：指的是家庭背景、经济条件、生长环境等，新世

纪的门当户对，还加入了教育程度、能力、才干等方面的内容。

选项 小计 比例

十分重要，不可或缺 181 27.51%

感觉对了就可以 413 62.77%

无所谓 64 9.7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658

图 二 被调查者对新定义下门当户对的态度

在新时代中，门当户对不仅仅指家庭背景、经济条件、生

长环境等相当，还加入了教育程度、能力、才干等方面的内容。

在这情况下，62.77%的人认为择偶的时候，只要感觉对了就可

以，门当户对并不是必要的。而有 27.51%的人认为在新时代下，

门当户对仍是十分重要的。有 9.73%的人表示对其无所谓。可

见大部分青年人不再将门当户对当作必要的择偶标准，更倾向

于追从自己的内心，感觉对了就可以。而近三分之一的人认为

门当户对是不可或缺的原因可能是新时代的门当户对更容易

遇到三观和性格切合的人。由第（1）可知，当代年轻人最看

重的择偶标准是三观和性格。除此之外还有可能认为门当户对

会减少婚姻中的家庭纠纷和财产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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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代青年所能接受的双方年龄差距

选项 小计 比例

同龄 53 8.05%

大 1-5 年 411 62.46%

大 6-10 年 79 12.01%

大 10 年以上 16 2.43%

小 1-5 年 89 13.53%

小 6-10 年 8 1.22%

小 10 年以上 2 0.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658

图 三 被调查者做能接受双方的年龄差距

显而易见，有 64.26%的人能接受比自己大 1-5 年的年龄差

距，可看出当代青年人择偶时更喜欢年纪比自己稍大的。而选

择大 5 年以上的人比较少远少于大 1-5 年的，可推断大 1-5 年

的年龄差距更容易被社会接受，也有可能仅大 1-5 年的对象相

对于 5 年以上的更好相处，更有共同话题。相对比自己年纪大

的，选择比自己年纪小的仅有 15%左右。而选择同龄的只有 8%

左右。再次可推断年纪大的对象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好处，或有

独特的魅力，才使当代青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年纪大的。

2、当代青年所希望的择偶途径

（1）从性别、年龄层面分析当代青年择偶途径的异同点

性别
交互比例

女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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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找 96.5% 96.2%

家人安排相亲 18.2% 12.8%

朋友介绍 46.2% 33.8%

线上婚恋平台或

社交软件
6.8% 12.0%

希
望
的
择
偶
途
径

联谊活动 29.0% 33.3%

表 3 性别与择偶途径的交互分类表

年龄
交互比例

20 岁以下 20—25 岁 25—30 岁 30 岁以上

自己找 98.0% 97.5% 89.8% 84.6%

家人安排相亲 9.2% 20.6% 32.7% 17.9%

朋友介绍 39.2% 43.3% 44.9% 46.2%

线上婚恋平台

或社交软件
8.9% 8.3% 8.2% 10.3%

希
望
的
择
偶
途
径

联谊活动 29.0% 33.6% 30.6% 20.5%

表 4 年龄与择偶途径的交互分类表

不同点：由表 3 可以看出，女生选择通过家人安排相亲和

朋友介绍选择自己的伴侣分别有 18.2%，46.2%，而男生则分别

有 12.8%，33.8%，较之前者分别少 5.4%和 12.4%，此外，选择

通过线上婚恋平台或社交软件寻找另一半的男生比女生多

5.2%。由此可以看出，男生的性格较外向，相对女生来说会更

主动去认识他人，而女生的性格偏内向，较为害羞，所以对于

选择另一半，部分女生会倾向选择通过他人去认识自己的另一

半。

通过表 4，我们可以发现年龄段在 20-25 岁，25-30 岁的青

年分别有 20.6%和 32.7%会选择通过家人安排相亲来认识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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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人数比其他两个年龄段多。因为 20-30 岁这个年龄段是大

部分青年考虑恋爱和婚姻的年龄，但有些青年却因各种原因导

致没有机会扩大自己的朋友圈，认识新的朋友，因此他们会选

择通过家人安排相亲来选择自己的另一半，20 岁以下年龄过小，

还未到考虑婚姻问题的年龄。此外，30 岁以上通过联谊活动选

择自己的另一半的人数相对其他三个年龄段的人数较少，这反

应出反映出 30 岁以上的人群可能觉得联谊活动找对象并不靠

谱，加上 30 岁以上的人士可能已经在年轻的时候去过很多这

些联谊活动都无果，所以就没有想再去的想法了。

相同点：由上表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个年龄段，无论男生

还是女生选择自己找对象的平均比例高达 93.8%，看出绝大部

分青年人想自己找到心仪的另一半。选择朋友介绍的人数相对

于选择家人安排相亲的少，可看出，在寻找另一半的途径上，

当代青年人更接受朋友的建议，而对家人的安排抱有一定的抵

触心理。另外，选择联谊活动的人数仅次于朋友介绍，可知道

当代青年还是愿意参与联谊活动去扩大自己的朋友圈或认识

自己的另一半。而选择线上婚恋平台或社交软件寻找另一半的

人数是最少的。在互联网时代，线上的交流多于线下的互动，

但选择线上婚恋平台或社交软件的反而最少，说明目前的线上

择偶不确定性太强，还存在网络诈骗等行为，使选择线上择偶

的青年人很少。

（2）当代青年的相亲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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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四 被调查者的相亲次数           图 五 相亲成功与否

从数据来看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相亲经历的，有少部分

的人是有过一两次的经历，而极少人是相亲超过四次的，所以

可以看出来人们对于相亲这种的方式应该还是不太喜欢的；从

有效的数据可以看出来成功率其实还是可以的，大概有四成的

人是成功的，所以这种方法还是很值得去尝试的，提高人们对

相亲的接受度，或者多举办一些交友会。

（3）当代青年对催婚或者被催找对象的态度

选项 小计 比例

可以理解 300 45.59%

无所谓 182 27.66%

十分抵触 176 26.7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658

图 六 被调查者对催婚或催找对象的态度

将近半数的青年觉得被催婚或是被催找对象，其实是一种

可以理解的现象，他们会试着去站在催促方的角度来看待这件

事。有 27.66%的人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带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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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态度一笑而过。剩下的人无法接受被催婚或被催找对象，

他们对此感到厌烦。

3、当代青年的恋爱动机和理想结婚年龄分析

（1）促使当代青年开启恋爱关系的因素分析

选项 小计 比例

找到心仪的对象 586 89.06%

到了合适的年龄 195 29.64%

受身边朋友的影响 114 17.33%

家庭压力 41 6.2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658

图 七 被调查者开启恋爱关系的因素

这题是一个多选题，有非常多的人选择“找到心仪的对象”

这个选项有不少的人是选择“到了合适的年龄”这个选项，所以

这可以说明大家还是更看重于自身的感受，但不能忽略的是有

一部分的人选择“家庭压力”的选项，这也可以看出现在催婚的

现象还是会经常出现。

（2）当代青年的理想结婚年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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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八 被调查者的理想结婚年龄

对于理想结婚年龄的调查从数据上看，超过五成的人认为

26～28 岁时最好的结婚年龄段，也有约三成的人选择 23～25

岁这个选项，所以可以看出很多的人都不会选择太早或太晚结

婚，基本上会选择在一个资金充足且相对稳定的时候结婚。

4、当代青年能够接受的婚恋方式

（1）驱使当代青年步入婚姻的殿堂的因素

选项 小计 比例

父母的催促 48 9.84%

双方的主观意愿感到时机成熟 454 93.03%

其他 31 6.3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488

图 九 被调查者选择结婚的因素

绝大多数的青年认为，当双方的主观意愿感已经攀升到成

熟的程度时，会促进双方进行结婚。其次，因为受到了父母的

催促，青年人们也会选择结婚。剩下的人有以下的想法：对对

象的感情太深、双方的经济情况较为稳定、在适合的时间遇上

对的人。

（2）当代青年选择不婚的原因分析

选项 小计 比例

不喜欢婚姻的拘束 30 65.22%

不喜欢处理家庭纠纷 34 73.91%

曾在感情中受过较深的伤害 6 13.04%

结婚成本高，经理压力大 20 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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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7 15.2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46

图 十 被调查者选择不婚的因素

超过半数的人厌恶在婚姻当中所受到的拘束；大多数人选

择不婚是因为不喜欢处理家庭纠纷；将近半数的人认为结婚的

成本较高，给双方带来的经济压力很大；占比最小的人群因曾

经受到了过深的伤害不愿意选择结婚，剩下的人认为：一个人

生活更舒适，没有结婚的必要、自身家庭创伤、同性恋在我国

无法进行结婚。

（3）当代青年选择未婚同居的原因分析

选项 小计 比例

提前适应婚后生活 46 75.41%

检验感情的真实度 54 88.52%

生活上可以互帮互助 36 59.02%

生理需求 22 36.07%

其他 7 11.4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61

图 十一 被调查者选择未婚同居的因素

将近九成的人认为，未婚同居可以检验他们和对象之间的

感情真实度。其次是希望未婚同居可以带给双方一个适应期，

提供双方了解同居时的生活情况。除此以外就是希望在生活上

互相帮助对方。有 36.07%的人觉得未婚同居可以满足双方在生

理上的需求。剩下的人认为：未婚同居可以让双方了解对方的

生活习惯，提前开始进行互相磨合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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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代青年选择当丁克的原因分析

选项 小计 比例

喜欢过有质量、自由自在的二人生活 48 76.19%

觉得生育孩子的成本高 42 66.67%

耗费精力，打乱事业节奏，更倾向于发展自身

的事业
42 66.67%

从思想和感觉上不喜欢小孩子 24 38.1%

其他 3 4.7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63

图 十二 被调查者选择丁克的因素

大多数人热爱有质量且自由自在的二人生活，其次同样多

的人认为生育孩子的成本高、孩子比较耗费人的精力，容易打

乱事业节奏，他们更希望将时间、精力放在发展自身的事业上。

也有不少的人认为自己从思想和自我感觉上不喜欢小孩。剩下

的人则有以下想法：他们可以选择领养小孩、不能接受生产过

程的疼痛、养育孩子的责任太大。

5、当代青年单身的主要原因分析

图 十三 当代青年单身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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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数据显示，享受单身状态和工作繁忙没时间比例较大，

工作繁忙没时间的原因现在的青年对自己的生活要求较高，都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赚取更多的财富，所以一心想着工作，

而享受单身状态是现在的年轻人渴望自由自在不想自己被约

束，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和美好。工作压力大和交际圈子小比例

紧跟上述两大选项，因为从调查人群年龄段分析多为 25 岁以

下，一部分正处于准备工作的阶段，要为找工作而烦恼，而交

际圈子小是因为大学以下年龄层多以学业为主，认识的人局限

于本班同学。性格内向和害怕与异性交流接触比例占少数，是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每天都围绕着手机，人与人的交流太少，久

而久之就会觉得与人交流有点别扭。

6、当代青年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分析

图 十四 被调查者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从数据来看很多人觉得时机到了发生婚前性行为是可以

接受的，这也可以说明现在社会逐渐的开放，而人们的思想也

是比较开放的，但也有不少的人拒绝发生婚前性行为，这个数

据体现的应该是现在人们自我保护意识较强，会为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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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

7、婚恋关系破裂的因素分析

图 十五 一段婚恋关系破裂的原因

根据数据显示，认为一段婚姻关系破裂的原因最多的是“婚

后三观无法磨合，矛盾加剧”、“ 对婚姻不忠诚”、“ 家庭暴

力”。可推断此三个原因是婚姻中最难让人忍受或是婚姻中最

普遍的矛盾。选择“婚后三观无法磨合，矛盾加剧”的人最多恰

恰验证了择偶条件最重要的是三观。而第二第三名分别是

“ 对婚姻不忠诚”和“ 家庭暴力”，表明当代青年人对出轨和家

庭暴力的容忍性降低，不再忍气吞声。再者是“婚后性格转变”

和“婚后矛盾解决无果”，说明婚姻是一个分水岭。婚后生活的

鸡皮蒜毛是与恋爱中的甜蜜是大不相同。而“金钱纠纷”表明利

益所激发出的人性的丑恶也是使婚姻破裂的原因之一。反而“疾

病原因”是选择人数最少的，只有 20.21%。可看出对大部分青

年人来说，疾病并不会影响双方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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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当代青年对近些年离婚率升高的看法

从收集的数据来看，当代青年对近些年离婚率的看法可以

大致分为以下五点：

Ⅰ. 一个家庭的破裂离不开夫妻不和，乃至于对生活的各方面

价值观产生不可逆的分歧。而物质社会的日益丰富，各个家庭

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自然会面对更大的财政压力，这个潜在因

素可能会导致离婚率升高。

Ⅱ. 随着法定结婚年龄降低，很多人相亲没多久或相处时间不

长就在一起，部分青年是迫于家庭压力，另一部分则是为展示

自己的一片忠诚就脑子一热选择结婚，这样的闪婚现象并不罕

见，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没有深思就贸然决定的话，婚后

问题慢慢暴露，觉得婚后生活不幸福不如意，导致加剧离婚率

上升。

Ⅲ.离婚率的上升是社会开放程度提高的体现，但同时必须警惕

离婚“思潮化”，部分青年出现对婚姻的严肃性的淡化的思想、

这是对伦理传统的冲击。因此婚姻法还待改进，应该给人民创

造一个更良好的环境来进行婚姻活动，肃清社会上的不良风气。

同时人民自身也还待改进，提升自身素养，清醒恋爱，谨慎结

婚，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Ⅳ. 外来文化的影响有关，年轻一代接受到外国自由恋爱观和

开放思维，认为不适合在一起就离婚，然后寻找下一个对象；

另外电视剧、电影关于离婚、背叛的题材也较多，网络媒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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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在增强；旧一代的传统婚姻观也在接触新文化后开始反思；

Ⅴ.尽管现在很多女性能够实现经济独立，不再像传统家庭那样

女性当全职家庭主妇，但是关于婚后的维护妇女儿童的法律没

有普及，很多妇女受到家庭暴力和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不知如何

维权，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或者离婚。

 

(二)访谈分析

1、关于联谊的策划进程和瓶颈

近期石龙镇举办了不少单身派对和联谊，给石龙的单身青

年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来相互认识和了解。据单佩青副主席说，

这些单身 party 的主办方，主要是三个单位来组织的。比如说

刚刚过去的 6 号的那一期单身 party，就是由工会，妇联还有

团委这三个部门一起策划的。而策划这些联谊活动的目的，单

佩青主席表示，是想给大家一个交流的机会。因为现在大多数

的青年都是在微博微信上交流比较多，在现实生活中交流比较

少。因为工作关系，导致他们跟外面接触比较少，所以想通过

这个方式让他们能多点沟通交流，无论在情感上或者在工作上

还是在结交朋友方面，能扩大自己的社交范围。而联谊的侧重

方面是在情感方面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单佩青副主席也提到，在联谊策划上也是有遇到过困难和

瓶颈的。比如说在活动的前一天，就会有一些参与者临时通知

我们没有时间过来参加派对，由于报名系统如果报名人数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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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的话是无法继续报名的，所以他们就要赶紧通知那些无法参

加派对的人在报名系统取消报名，再将活动重新发布出去，让

别人可以报名。

但总的来说，联谊的举办还是很顺利和成功的。由于今年

是举办的第二年，整合了以往的一些经验，报名的活跃程度已

经是非常高，就是一天的时间，限定的 60 个名额已经报满了。

也有人反映名额太少了。

2、关于联谊的活动内容与形式

主要是通过面谈、搞活动、做游戏这些形式。单佩青副主

席解释道，这些形式比较容易让他们融入环境，不会显得很尴

尬。而且因为是通过游戏，每个人都要由自己来进行自我介绍，

每个游戏都有分组的，就不会出现有些人会放不开，很尴尬然

后不讲话，连游戏都不积极参与的情况。当代的年轻人，都会

比较放得开，很少会出现坐在那里不参与活动的情况。

3、关于联谊的成员分配和配对进展

联谊中成员的条件、表现、发展和建议，对一场联谊有至

关重要的影响。单佩青副主席表示，策划联谊时是有平衡性别

比例的。因为避免出现派对上有一大部分是男生或一大部分女

生的情况，这样会造成出现有些人会很尴尬的情况，会让人感

觉派对上有那么多男生却只有几个女生坐在那里，有一种让人

挑选的感觉，这会令参与者内心不愉快。并且他们有设定年龄

条件，将条件发布在公众号上，参与者再通过公众号的链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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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报名。

对于活动参与者应该抱有什么样的心态来参加活动，单佩

青副主席说，第一他们应该持有认识多一点朋友的态度，第二

在基础上发展都是想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当问到参与活动的人的配对情况时，副主席表示这活动只

有两个小时，只能给对方一个初印象，很难说配对能不能成功，

只能说如果彼此初印象比较好的话，会对对方有好感，但碍于

了解不深，不会在活动上当场表示配对成功，都是在以后时间

里慢慢发展。

我们还了解到，活动的参与者都会加入一个微信群。并且

参与者都是表示比较喜欢这个联谊活动的，还有人询问第三届

单身 party 的举办时间并表示想继续参加。

4、关于联谊的不足和改进创新方向

这次的举办的联谊活动大受欢迎和好评，但是也有不足之

处。不足的地方是这次活动因为限定了年龄，对于某些大龄青

年，就无法参与活动。单佩青副主席表示，想多举办几场类似

的活动，分年龄阶段来设计。因为年龄不同，他们的需求以及

活动的形式都会不同。

我们也问道对于联谊活动对于有什么创新，副主席说有想

过在外面找一些组织，比如说到学校或其他地方参观学习。通

过几天的接触，这样会让他们对彼此的情况了解得比较深一点，

比只是一个晚上两个小时的活动，接触了解得更好。因为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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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的活动，对对方的了解是不够深的。联谊活动只是一个平

台，让他们有初次见面，建立起初次印象。如果是经费允许，

会带他们去游学或者旅游，起码两天，这样会让他们交流更多

更深一点。

5、关于当代青年人对婚恋观的看法和对热点问题的分析

单佩青副主席给我们讲述她所了解的情况。据她在现场的

了解，有很多参与者表示说希望另一半能和自己有相同爱好，

能有共同话题。除此之外，双方的三观是否相同以及双方之间

的经济水平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为如果两个人结婚，虽说

是两个人的事情，但这也是一个家庭的事情。比如说两个人有

了孩子，如果没有好的经济条件的话，又怎么去养育好孩子呢。

所以现在很多 90 后没有结婚，也是考虑到自己的下一代，是

想储存更多的资金去养育好下一代。

同时副主席也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她表示，无论时代如何

改变，解决住房问题是走进婚姻的基础。再者是需要对方有工

作，有工作代表着有经济来源，连收入都没有，孩子的教育都

无法解决。若是有工作，有紧急事情发生时资金方面也不会太

紧张。无论工作好坏工资多少，起码也能养活自己，然后才有

经济孝敬父母。不管是哪一时期，三观相同应该是最基本的。

如果对方和你没有一点相同的兴趣爱好，你也不会跟他（她）

在一起。现在都是自由恋爱，跟 40 年代的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不同了。她也提到，在以前 30 岁以后结婚算晚婚，跟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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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差不多，最适合结婚的年龄应该是 25 岁至 26 岁左右。大学

大部分会找到另一半，很多人一毕业也会结婚。对于女生最适

合结婚是 25、26 岁，男生可能会晚一点。

对于近年来 40 岁左右的年龄段的人群中，离婚率不断上升

的现象，单佩青副主席表示大多数原因是压力太大，比如说经

济压力。不是每个人到 40 岁就能支撑起一个家庭的。她说，

如果家庭有不可调节的矛盾而我又有孩子的话，其实得看是什

么矛盾，如果是家暴的话，我会选择马上离婚，有孩子也会这

么选择，孩子方面我会努力争取。而导致女社工离婚的主要因

素，除了家暴和经济压力，副主席觉得出轨也是一个主要因素。

而对于男社工，当代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慢慢提高了，一旦遇到

无法调节的问题的话，会选择离婚。而且现在的离婚制度比较

完善，女方可以达到经济独立，自身的离婚权利得到保障，所

以也会选择离婚这个方式。

最后，我们询问了副主席对于联谊与相亲的看法。若达到

适婚年龄，但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她会接受参加单身派对之

类的活动。因为平时缺少合适的途径，通过网恋来认识他人又

非常不靠谱，所以通过单身活动会较为可靠。而对于家里不断

安排自己去参加相亲活动，是会比较抵触的，不过实际还是得

看相亲对象。如果自己不喜欢相亲对象的话，结果只会不了了

之，相亲只是一个认识他人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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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调查结论与建议

调查结论

1. 以上问卷结论可以得出现在人们的受教育水平普遍

升高思想开放，向往或享受单身状态人较为普遍。人们普遍喜

欢自由自在的生活，更甚者认为一个人努力创造自己理想生活，

觉得一个人生活也很好，不喜欢处理家庭纠纷和被婚姻约束。

男生相较于女生，在婚恋观这个问题上的关注度和感兴趣程度

偏低。填写问卷人过半数有本科以上的学历，所以本次填写问

卷的人想法也较为开放，而且思想新颖，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考

虑自己的婚恋观，对婚恋观都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看法。

2. 造成单身率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压力太大，无充足

的时间去经营感情，交友范围较小。当今社会发展迅速，快节

奏的生活迫使当代青年需要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以此满足自

己的生活所需。工作给予了年轻人们许多烦恼与困扰，这也使

得当代青年无暇扩大交际圈以及经营一段感情。种种原因导致

很多的人认为单身会更好。

3. 生活方式的多样选择与自主性导致传统婚恋观淡化。

市场经济的转型，使青年人具有了自主选择婚否的物质条件，

因此，晚婚、不婚、未婚同居、丁克家庭、离婚、单亲、结婚

或再婚都成为人们自主选择的结果。多样化婚恋方式的选择本

质上是现代人的自主选择，更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反抗。当代

青年人在择偶时，可以发现标准不限定在了高颜值和经济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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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基础上，也不苛求门当户对，仅仅希望的是在灵魂上的共鸣，

只有遇上了自己认定是对的人，可以稍微抛弃年龄差距，在最

适合自己的年龄谈恋爱、结婚。虽然可能会受到一些环境的因

素、家庭压力等会促使一个人去谈恋爱、结婚，但是大多数的

青年人还是会按着自己的步伐来选择自己恋爱、婚姻。

4. “相亲”和“联谊活动”的参与度不同体现了当代青年自

主追求情感生活的态度。调查显示，实际参与过“相亲”的人数

并不多，而参加相亲的成功发展关系的更是少之又少；而通过

对联谊活动策划人的访谈，可以知道这类活动有着较好的反馈，

例如 60 个的报名名额，依然有人反映名额太少，此外在活动

的现场，参与者多数都积极参与，很少出现“冷场”的局面；出

现这两种局面，是来源于当代青年自主追求情感生活的态度，

了解到活动的详情，活动的内容形式往往以游戏，交谈进行，

在交流间互相认识，在活动结束之后，策划者会建立微信群，

让参与者私下可以更加扩大交流；而对于“相亲”的时候，若两

者之间出现沟通问题，一方面有可能造成各方的尴尬，其次有

可能加大一种“被催婚”的心理。

调研建议

（1）个人：

Ⅰ.培养阳光、向上的性格，既要积极交友，又要规范自己

的交际行为，这样才能不断扩大自己的交际圈。

Ⅱ.经营一段感情时，双方之间要学会互相尊重，相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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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感情诚信体系，尽量不要出现出轨等不忠行为，若感情

之间实在出现裂痕无法扳回，可两人协商和平、理智处理。

Ⅲ.在遭遇情感困惑时，应及时走出，例如可通过运动，和

朋友谈话宣泄，而不能把情感问题影响到实际的学习或工作，

若实在不行应寻找相关的心理辅导室寻求帮助。

（2）相关部门：

Ⅰ.青年心理看似“成熟”，但很多时候还是处于幼稚、意气

用事的状态，例如在情感生活下自以为很有把握，但往往就因

为这样而引致问题；青年情感上遇到困惑，除了自我疏导，但

也需要有人去引导。因此在情感问题层面，政府可以鼓励相关

部门开举相关措施，例如教育部可推行相关措施，在大学里面

开办相关课程、或者设立相关的心理辅导室帮助青年解决他们

所遇到的问题。鼓励学校组织举办相关的集体活动如运动会、

唱歌比赛等健康轻松方式调动人们互相认识的氛围。

Ⅱ.团委妇联工会群体组织以及社区居委会可以联手合作，

根据收集到居民的资料，创立相关公众号，发布关于正确对待

婚恋方面的推文，帮助他们保持良好心态解决疑惑。

Ⅲ.相关社会团体如婚姻中介所、青年婚恋服务单位等，也

可设立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帮助已经步入社会的青年解决关于

婚恋的问题，多组建各式各样新颖的联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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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

(一)自填式问卷

关于当代青年婚恋价值观的调查问卷

各位石龙镇市民

您们好：

为了调查当代青年婚恋价值观的基本情况，了解当代青年对恋

爱与婚姻的态度，现在我们进行关于当代青年婚恋价值观的调

查，恳请您用几分钟时间完成此问卷。您的个人资料将会被严

格保密，请您放心填写，感谢您的配合！

                                石龙镇大学生交流中心

                                     2019 年 8 月 5 日

1.您的性别是？

□男          □女

2.您的年龄是？

□20 岁以下  □20—25 岁  □25—30 岁  □30 岁以上

3.您的受教育程度是？

□中专以下（含中专）   □高中   □大专   □本科以上

（含本科）

4.您现在的个人婚恋状况是？

□单身  □恋爱中  □已婚  □离异

5.您选择另一半的标准是？

①外貌  ②三观  ③性格  ④经济基础  ⑤家庭背景  ⑥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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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度 

⑦年龄差距

请按重要性排序填写序号：       

6.如果选择结婚，您认为门当户对重要吗？

※门当户对：指的是家庭背景、经济条件、生长环境等，新世

纪的门当户对，还加入了教育程度、能力、才干等方面的内容。

□十分重要 不可或缺

□感觉对了就可以

□无所谓

7.您能接受双方之间的年龄差距是多少？

□同龄   □大 1-5 年  □大 6-10 年  □大 10 年以上  

□小 1-5 年  □小 6-10 年  □小 10 年以上

8.您希望选择另一半的途径是？（多选）

□自己找   □家人安排相亲   □朋友介绍   □线上婚恋平

台或社交软件   □联谊活动

9.您目前有几次相亲经历？ 

□没有相亲的经历  □1-2 次  □3-4 次  □5-6 次

有成功过吗？（指相亲后双方在一起一段时间。）

□有    □没有

10.是什么让您选择开启一段恋爱关系？

□找到心仪的对象    □到了合适的年龄   □受身边朋友的

影响  □家庭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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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1.您的理想结婚年龄是多少岁？ 

□20-22 岁  □23—25 岁  □26—28 岁  □29—31 岁  □32 岁

以上

12.您能够接受哪一种婚恋方式？ 

□结婚——跳 13.（1）

□不婚——跳 13.（2）

□未婚同居——跳 13.（3）

□丁克（不生育人群）——跳 13.（4）

13..（1）是什么因素驱使您步入婚姻的殿堂？（多选）

    □父母的催促   □双方的主观意愿感到时机成熟   □

其他        

   （2）选择不婚的原因是？（多选）

□不喜欢婚姻的拘束  

□不喜欢处理家庭纠纷  

□曾在感情中受过较深的伤害  

□结婚成本高，经济压力大

其他：

（3）为什么觉得未婚同居是一种有必要的行为以及是一种舒

适的状态？（多选）

□提前适应婚前生活

□检验感情的真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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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可以相互帮助 

□生理需求

其他：

（4）选择丁克的原因有：（多选）

□喜欢过有质量、自由自在的二人生活

□觉得生育孩子的成本高

□耗费精力、打乱事业节奏，更倾向于发展自身的事业

□从思想和感觉上不喜欢小孩子

其他：

14.您认为现在当代青年单身的原因是？（多选）

   □交际圈子小  □工作压力大  □工作繁忙没有时间  □

性格内向

   □害怕与异性交流接触  □享受单身状态

15.您对被催婚或者被催找对象持一种怎么样的态度？

□可以理解   □十分抵触   □无所谓

16.您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是？

□顺其自然  □无所谓  □拒绝发生

17.您认为一段婚恋关系破裂的原因是？（多选）

□家庭暴力  □金钱纠纷  □婚后三观无法磨合，矛盾加剧  

□婚后性格转变   □对婚姻不忠诚   □婚后矛盾解决无果   

□性生活不和谐  □疾病原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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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您对近些年离婚率升高的看法是？

                                                            

                                                            

(二)访谈问题

1.为什么想要策划联谊活动？

2.最开始举行联谊活动的动机是什么？

有没有遇到瓶颈，遇到瓶颈是怎么解决的？

3.联谊活动的主要形式是什么?

4.联谊活动中有什么难题？或者会不会出现尴尬的场景？如何

解决？

5.将来有什么创新的想法用到联谊活动中？

6.您认为参与者对类似的联谊活动应持何种参与态度？

7.活动的参与者是男士较多还是女士较多？大概年龄段是多

少？

8.您认为参与者对类似的联谊活动应持何种参与态度？

9.请问有跟进参加者的配对情况吗？配对成功率如何？

10.当前联谊活动的效果怎么样？或者参与者的反馈怎么样？

11.当前的联谊活动还有什么不足，而不足有什么方法去改进？

12.举行这个联谊有什么社会影响力？

13.你对现在青年婚恋观有什么看法或观点？

14.请问你对当代青年的婚恋观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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