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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当代，一批大城市、受过较高教育、有较稳定收入的年轻人正在建构一种“非婚生活方式”，他
们以独立生活为基础、以浪漫关系为亲密关系的前提，开创和实践新的社会生活空间。这种生活方式充满弹
性和个体自主性，带有个体对浪漫情感的想象，构成了在传统、理性和市场化时代的个体浪漫主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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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和理论回顾

2012 和 2013 年，“北京市社会建设专项资

金”支持了一项由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主办，

为北京市大龄未婚人群提供免费婚恋咨询、指导、
培训服务的公益活动，我们参与了项目的全过程。
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婚姻伦

理上的文化冲突。项目以传统的婚姻伦理为价值

取向，强调婚姻的重要性，并为未婚青年创造有利

的交往环境。但在实践中，传统的婚姻伦理遭遇

挑战，一些未婚青年提出，“我只是想交朋友，还

不打算结婚。”“我不想结婚!”“老师，您应当帮我

们争取不结婚，但要孩子的权利!”
这迫使我们思考现代青年是如何看待婚姻

的，晚婚和不婚到了怎样的状况? 从大数据可以

看到一些总量的变化。
1990 年，我国人口普查表明，年龄到 30 岁的

妇女有 99%已经结婚，某些队列的已婚率甚至高

达 100%①。结婚是大概率事件，绝大多数成年男

女都会结婚②。这种已婚率奇高的状况正发生变

化，且变化是多方面的。一是初婚年龄上升。人

口普 查 数 据 表 明，平 均 初 婚 年 龄 由 1990 年 的

22. 79 岁上升至 2010 年的 24． 85 岁，累计上升

2. 06 岁。但存在一定的性别和城乡差异，城市男

性初婚年龄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由 1990 年时的

24. 36 岁上升至 2010 年时的 26． 92 岁，累计增加

2． 56 岁; 城市女性初婚年龄也呈现持续增加态

势，由 1990 年时的 22． 78 岁提高至 2010 年时的

25. 07 岁，累计增加 2． 29 岁。二是已婚率有所下

降，到 2010 年，年龄 24 － 29 岁的女性中已婚有配

偶的比例是 77． 36%，女性已婚率最高的是 40 －
44 岁组，达 95． 66%。三是大龄未婚者以男性为

主。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30 － 44 岁大龄未

婚者中男性所占比例达到 75． 7%，且 45 岁以上

男性 的 未 婚 比 例 占 全 部 未 婚 者 的 比 重 达 到

90. 2%。大龄未婚女性只占全部大龄未婚者的

24． 3%，大部分分布在城市和镇，其中 65． 25% 的

未婚女性居住在城镇③。
根据 2010 年 CFPS 婚姻模块的回顾性信息统

计，不同出生年代人群 18 － 40 岁进入初婚的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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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的情况是: 婚姻在中国依然是一个普遍现象，

无论出生于哪个年代，在 40 岁以前，超过 80% 的

人都至少经历了一次婚姻④ ( 谢宇、胡婧炜、张春

泥，2014) 。但这一比例已经比 1990 年时下降了

许多。我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无论是男性还是

女性，从 1982 年以来，各个年龄组的未婚比例均

有不同程度的增加。20 岁 － 24 岁以及 25 岁 － 29
岁这两 个 年 龄 段 上，未 婚 比 例 增 加 最 为 显 著。
2009 年的数据显示，男性在 25 岁 － 29 岁仍处于

“未婚”状态的比例高达 35． 2%，女性达 18． 3% ;

对比 1982 年，此 年 龄 段 的 男 女 未 婚 比 例 仅 为

16. 7%和 5． 3% ; 从同一时间点的分性别比较来

看，男性和女性的未婚比例变动存在差异。在各

个年龄段，基本上都是男性未婚比例高于女性。
在 30 岁以后，各个年龄段中，男性未婚比例显著

地高于女性，45 岁后，女性未婚比例已非常低，男

性仍保持非常高的未婚比例⑤。同时有数据表

明，我国青年同居现象增长，在 2000 年后，婚前有

过同居的比例上升到 32． 6%，但这种同居很可能

是婚前的过渡态或准备阶段，而非替代婚姻的生

活选择⑥。
可以说，我国已经出现晚婚状况，传统的婚姻

生活方式的状况发生了变化。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皆出现了青年人晚婚晚

育以及不婚不育的问题，社会学理论中最有解释

力的是现代化( 性) 理论，即强调迈向个体化的社

会转型是历史的必然。传统正在消失，人们正从

“为他人而活”转变为“为自己而活”，“家庭作为

需求 共 同 体”正 转 向 具 有“选 择 性 的 亲 密 关

系”⑦。至少有三个相互联结的概念常被用作理

论解释，即个体化、反身性和去制度化。“个体

化”是指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与人类再生

产相关的种种规则与文化基础、制度、结构和传统

皆渐渐趋于弱化，人们越来越能够主导自己的私

人生活。“反身性”强调个体是反思性的，在反身

性理论中，自我被理解为私人的个体性经验⑧。
特纳最早提出了“自我反身性”问题，他区分了冲

动性自我与制度性自我。制度性的自我是可获得

的、被培养的、可达到的，最重要的是结构化的。
但是冲动性自我是被个体发现的、较少地与结构

化的社会现实相连的。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传统制度的衰退伴随着自我形态的转变，自我转

向了更少的制度约束和更多的冲动性⑨。“去制

度化”指的是传统制度的衰退，包括家庭结构变

化，离婚、同居与非婚生育的增加。这三个概念是

互为说明的指向一种个体化的、具有反思性的和

去制度化的现代生活。吉登斯称其为“反身性的

现代化”，强调个体化的社会怀疑制度与传统，私

人生活作为“计划性筹划”的私人生活发生深刻

变化，人们自发地决定未来方向。出现了“纯爱”
关系，即亲密关系建立在个人满足基础上，共享各

方利益。⑩但吉登斯也指出，这存在本体论安全问

题，个体选择威胁了个人生活的连续性与秩序，削

弱了人们赖以建立社会关系的确定性基础瑏瑡。经

验性研究得出了复杂结论。较传统关系，“纯爱”
关系的个体体验了更多的快乐和自治，但没有吉

登斯所说的本体论风险瑏瑢。对英国跨国婚姻的研

究发现，个体化理论不能解释个体在选择潜在伴

侣时感受到的民族、种族与宗教的作用，人们的婚

姻决定总是在弥合自己的愿望与父母和社交网络

的期待，个体化理论或社会责任理论都不能完全

解释贯穿于代际间的家庭价值与实践。个人位于

个体—社会所组成的连续体中，协调双方利益，通

过行动重新塑造了可被后代继承的传统。瑏瑣这些

研究展示了个体化、反身性和去制度化下私人生

活的变迁，对理解现当代中国人以婚姻伦理为基

础的私人生活的变迁有重要意义。
对中国婚姻变迁的认识至少有三种观点，第

一种观点可称为“婚姻家庭核心价值论”，强调种

的延续的功能主义观点，这一观点是主流，它强调

婚姻家庭中国人的重要生活方式。费孝通先生早

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生育制度》中指出，家庭是

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婆媳之

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婚姻本质

是社会性的，其意义在于确立双系抚育模式。种

族要延续、社会要继替，就一刻也不能停止对新一

代的抚育。由于社会分工是基于男女两性的区

别，因此能够承担抚育作用的最小单位必须是一

男一女所组成的家庭。第二种观点可称为“婚姻

家庭的矛盾论”，强调我国正处于传统、现代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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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等多种状态兼具的时期，家庭观念和功能出

现了弱化，出现了个体化内在的矛盾性问题: 一方

面有一些力量驱使着中国人的个体化，另一方面

人们又离不开家庭这样的传统结构。在婚姻上，

人们一方面坚守自己的理想、对主流规则或者传

统规则进行反抗; 一方面又面临着妥协和从众瑏瑤。
第三种观点可称为“奋斗的个体化”观点，阎云翔

认为，当代中国的个体是一种类似于罗斯的“事

业自我”的“奋斗个体化”，这是自我驱动的、深谋

远虑的、坚定的主体，他们希望遵照个人计划改善

生活，想方设法过“属于自己的生活”，强调了新

型自我形成的主观领域。瑏瑥这些研究展示了在婚

姻等私人生活方面出现的种种变化，虽然主流依

然在强调婚姻家庭的核心价值，但私人生活的个

体化的趋势已经显现。
我们研究的是对现阶段存在的年轻人不结

婚，不想结婚，但又不是“不婚主义”的一种生活

方式的理解，为这种生活方式命名，分析其特点、
类型、影响因素和社会意义。

研究方法采用质性研究，在以人口普查数据

为背景的情况下，我们于 2013 年 12 月 － 2014 年

6 月在北京进行了 10 个访谈( 5 男，5 女) ; 2013
年 12 月 18 日在北京做了一个未婚青年座谈会，

讨论主题是“想找个什么样的对象，过怎样的生

活?”，到会 18 人; 参与观察了 4 场交友活动。我

们的问题是: 那种到婚龄不想结婚，但追求着自认

是好的生活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怎样的? 他们有怎

样的婚姻伦理? 以及这种行为的社会意义? 因样

本有局限性，它主要反映的是大城市那些具有较

高学历、较稳定工作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这一

研究的意义在于，探索我国私人生活的新的社会

空间和其发展的可能边界，并透视私人生活领域

变革具的更加深远的制度变迁。

二、非婚生活方式与婚姻伦理的再创造

( 一) 私人生活的新空间———非婚生活方式

传统社会，人们几乎总是在家庭中生活，从父

母家庭到自己的家庭，婚姻成为一个连接点使个

体生命周期与家庭生命周期有了内在联系。我们

研究发现，在学历较高、收入较为稳定的一些人中

出现了以单身方式离开父母家独立生活生活的阶

段，它拓展了传统私人生活的空间，我们称其为

“非婚生活方式”阶段。我们调查中遇到的人，几

乎都以独立的方式居住。40 岁的老周，他每天回

家给母亲做好一顿饭，然后再回自己的“一个人

的窝”。50 岁的老陈，他父母家在北京，有房子，

但他依然到外面自己租房住。他有女伴，但女伴

也有自己的居所。34 岁的阿红，博士毕业，她一

直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自觉很快乐。
“非婚生活方式”是指过了法定婚龄、没有结

婚、但又未和父母同居的生活方式，包括独身、同

居、临时性亲密关系等的生活状态。这是年轻人

脱离父母家庭，“过自己的生活”的状态，年轻人

在决定是否结婚、何时结婚、和谁结婚等问题前，

已有一个阶段的独立生活的经验，而这些经验直

接影响了他们的婚姻伦理。所谓的婚姻伦理正是

人们对是否结婚、何时结婚、和谁结婚的态度，它

影响着人们的婚姻选择。这是私人生活空间的拓

展。非婚生活方式是一直存在的生活模式，只是

规模不同，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好转，生活空间的

加大，大城市中的年轻人以租房等方式获得了独

立生活的可能性。
( 二) “非婚生活方式”的特点

首先，处于“非婚生活方式”的人对两个人生

活在一起的婚姻持怀疑态度，以独立生活为一种

审美，以此来寻找自我和肯定自我。
1979 年出生，本科学历，做销售工作的小海

( 男) 说:

“我觉得找对象首要的问题不是知道对
方是什么人，是要知道自己想找什么样的人。
至少你得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大概是什么人，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样
状态的人融入你的生活的时候，你的生活会
变得更好。你要知道她，她为什么会和你好。
如果没有这些话，光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的话也没什么用。因为我们认识人很快，基
本很短的时间你就对一个人有个比较深的了
解。还是要首先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
么样的?”
1975 年出生的小谢 ( 女) ，有自己稳定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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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交过 7 － 8 个男朋友。她说:

“我从来都是取悦自己。物质算什么
啊。我又不是不能挣钱。男人要是不能养活
自己的话他就没有自尊。一个没有自尊的男
人真是太可怕了。作为我来说，找一个心仪
男生确实不是难处，难处是沟通，沟通最重
要。因为我对男人的要求呢共计有两点，一
是他能养活他自己以及他的原生态家庭无需
我养，二是善良，就这两点。善良就是说遇到
问题的时候他肯站到对方的角度去考虑。”
小刚( 男) 明确表达“不想结婚”的人，他 1980

年出生，是独生子女，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销售工

作。他谈过 8 个女朋友，最长的有 4 年。他说:

“我可以不结婚啊! 我为什么一定要结
婚啊? 我这样和父母讲的时候，他们就说，那
你老了怎么办呢? 谁来照顾你呢? 爸妈总归
要先走的啊。我说我不想结婚，是我现在的
想法，也许再过几年，我的想法变了，我又结
婚了。或者说当我需要或是想找个伴的时候
我就结婚了。因为结婚，它不完全是跟爱情
有关，甚至是说可能关系不大，我就觉得说就
想找个伴，大家搭伙过日子啊，互相照顾一下
啊。我觉得很多婚姻的目的是这样的。”
29 岁的小静( 女) ，硕士毕业，现在一家互联

网公司工作，她说:

“我感觉我属于那种还没有想明白为什
么要结婚的那种人，我爸妈就特别担心，我朋
友也特别担心，就说你为什么想一个人呢，然
后我就说我觉得现在一个人的状态挺好，我
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要变成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呢? 就是为什么呢 ( 笑) ? 我觉得还不如一
个人呢( 笑) 。我就不知道像我这种状态的
人会不会比较少，还是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这
方面的想法。因为我一想到要结婚，要照顾
另外一个人，要跟另外一个家族来处理各种
关系，我心里有种恐惧 ( 笑) 。我现在想改
变，预备着要去找一个对象。我爸妈不太逼
我，觉得你已经长大了，你自己的选择，你自
己负责就好了。”
小林( 男) 硕士毕业，工作一年，正准备考博

士，他说:

“我觉得 28、9 的年纪正好比较尴尬，内
心还有坚持，但是外在的一些世俗看法也对
自己有所改变，自己内心和自己外在并不是
完全匹配。你一般在跟人去交流的时候，比
较容易吸引的是和你有共同看法的人，但是
你本身对你自己的一些东西都不太满意，你
吸引的这些也就不是你内心真正想去吸引或
接触的人，然后就很难去产生深刻的共鸣。
所以我现在是顺其自然，如果过几年内心足
够强大了，能够坚持过来再说，如果坚持不下
来那就完全随世俗大流走吧。其实内心还是
有坚持，坚持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对象，也包括
坚持要纯真、善良这些，但是现在社会上还是
相对比较难做到。”
对婚姻生活的怀疑或对自我的怀疑，皆是站

在个体立场上来思考婚姻，个体化的思维和生活

经验成为非婚生活方式的基础。
第二，处于非婚生活状态的人对亲密关系有

更为开放的态度，对浪漫爱情充满执着的追求。
25 岁的在读博士小越( 女) 说:

“我比较浪漫吧。我现在是寻找爱情还
不是寻找老公。我不想把两者分开，但是有
时候会想将来会不会在一起啊。就是想我喜
欢他，但是我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和他在一
起。我们这级有 4 个女博士，我们 4 个都是
单身，我们住得很近嘛，常常会坐在一起聊
天，就觉得其实不找也无所谓，不找我们有事
干，我们有很多事可以干，就是我们有自己的
追求，但是有时候一个人就觉得，哎呀也挺无
聊的，偶尔会觉得一个人也挺无聊的，渴望跟
一个人交流一下，就是这样。”
小刚( 男) 虽然宣称自己不结婚，但又多次表

达对爱情的重视，他交往过 8 个女朋友，还有过与

女友长达一年的同居。他说:

“感情是第一位的，感情是双方之间的
互相产生的那种很奇妙的感觉，并且是双方
非常有这种默契。这世界上真正了解爱情或
者是说配谈感情的人非常非常地少。绝大多
数的人，只是在出于一种需要，可能自己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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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搞清楚说真的喜欢对方还是说只是说我需
要你。比如说人都有生理需求和情感需求，
这个很正常。大家都喜欢去找个伴。我还是
向往那种动心的。”
小佳( 男) ，大学毕业，在一家国企大公司从事

销售，他坚持或渴望找到自己“命中注定”的人:

“其实，我有一种不太想结婚的感觉，可
能一个人生活惯了吧，越来越独。周围也是
朋友比较多，有时候参加活动就显得形单影
只，人家都是一对一对的，但是他们都会觉得
你怎么不找呢，其实我觉得没有也挺好。但
是家里总是说，从你的年龄、父母的年龄和你
未来子女的乱七八糟说一通，自己就意识到
不结婚可能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就慢慢想要不要去拓展一下这方面……，很
多我们同事啊，包括朋友就开始介绍，然后开
始去相亲，然后经历过几次相亲之后，我发现
是这样的啊，简单的说就是我看上的人家看
不上我，人家看上我的我看不上……其实说
白了，大家都认为注定有一个人是属于你的，
你可能是还没有找到那个人。”
小丽( 硕士毕业，1984 年生，女) 说:

“我感觉那种高大，其他的就是没有什
么硬性条件。其实好像就是自己有条件的
话，如果真的遇到了对的那个人，可能这些条
件也都不复存在了。之前可能想了很多，但
你真正遇到了，你之前想的都不重要了。就
是假如说我真的遇到对的那个人，他不高，但
我真的有了感觉的话，我也能接受。感觉我
就是偏理想，就是要找感觉的那种节奏。我
一直相信会有那么一个人在等我。”
处于非婚生活状态的男性更多地走进亲密关

系，有些男性还与几个女性保持亲密关系; 女性的

表达要么比较神秘，要么就完全杜绝亲密关系，两

性差异比较明显。
第三，处于“非婚生活方式”的人，处于多种

压力之下，内心非常矛盾，但依然具有对传统婚姻

伦理的不妥协。
一方面，处于非婚生活方式中的人会不断面

对父母和亲人的压力，在父母眼中，结婚是正常的

生活，只有结婚了才会有好的生活。小丽，女，28
岁，硕士研究生毕业，河南人，在北京租房住。在

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收入可观。她说:

“我也想尽快找到男朋友，父母会催的。
也不说父母该不该催，但现在给我的感觉就
是相亲是当作一个任务在执行。这不是我自
己想要的、要享受的人生经历，恋爱该是自然
的过程，要求去相亲，感觉很不开心。我现在
就感觉也挺对不住父母的，因为他们很辛苦
去为你这个事去操心嘛，虽然是个人的事情，
但是他们催你的话，我自己会很难过的，就觉
得是不孝的一个表现。但又不想凑合。”
在父母眼中，代际之传承是顺理成章的事。

1979 年出生，有着本科学历，做销售工作的小海说:

“我父母觉得，一个年龄就干一个年龄
的事儿。他们特别希望能够带个小孩。带自
己的孙女或者孙子，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这个
年龄段该干的事。所以呢他们也希望自己的
儿子在这个年龄段干自己的事儿———结婚生
孩子。他们当然着急。他们觉得你这个年龄
段没有做你年龄段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我毕
竟三十多岁了，结婚生孩子是个比较正常的
年纪嘛。但是没有遇到我也不能凑合呀! ”
另一方面，他们还会面临亲朋好友的压力，好

友们会从内心帮其计算婚姻的得失。特别是女性

还会 面 临“剩 女”这 一 社 会 舆 论 的 压 力。阿 梅

( 女) 生于 1981 年，正在读博士后，她说:

“很多人问我，前两天我们高中的校友
聚会上大家还说‘你怎么还不结婚’，然后就
问我‘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我有个同学，我
们俩高中的时候关系很好，她去开车接我，她
就说‘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我说‘我还没
有遇到，就是一看到就觉得哎呀我们两个挺
合适的啊’。然后她就说‘你好抱梦想，哪有
现在还做梦的呢，你都这么大年龄还在做梦，
你是小女孩啊’。她就举她自己的例子，她
在某市，已经做得不错，后来就选了现在的老
公，她说‘我就找了比较现实的、比较可靠
的’。可能她认为经济最重要吧，她本来的
家庭条件很好的，但是她还需要这个。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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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最大的爱好是什么、追求什么’，她说
‘最大的爱好就是不动产，比如房子啦’。我
就想，她这样直接讲也挺有意思的啊。不过
在我个人看来，每个人的标准可能也不一样。
……真的! 我对学历不看重，关键是刚才说
了的感觉，就是你越想找感觉越找不着那感
觉( 笑) ，不过我相信冥冥之中肯定有那一位
( 笑) 。”
小美( 女) ，1981 年生，某学校的老师; 独生

女，却离开父母自己单独住。她说:

“不是我不想结婚，不是我愿意走到今
天这一步，走着走着就这样了。其实内心是
特别矛盾的，找个经济能力强的嫁吧，你要警
惕‘小三’; 找个经济能力不太好的吧，可能
你还要养他。想想自己一个人过也挺好的，
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就这样过吧。”
以小美为典型，我们问那你找个条件相当的

就嫁了吧，她笑笑说，“不，哪怕就是自己这样过

下去。”我们称这样的充满矛盾的坚持为“不妥

协”，不放弃自己对生活的要求，要过自己认为是

美好的生活。
( 三) 一种新型生活伦理的雏型———个体浪

漫主义

非婚生活方式对社会生活有怎样的意义呢?

吴飞指出，中国人很清楚，结婚是为了延续家族，

对祖先和后代负责，它和中国人以家族为核心的

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1950 年的《婚姻法》强

调的是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人们很清楚为什么结

婚，就是为了追求自由爱情，建立幸福美满的家

庭。2011 年 7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完全丧失了任何理

念，放弃了婚姻的价值追求。追求效率和理性的

《婚姻法》的操作，使婚姻生活越来越变成冷冰冰

的契约，家庭不再有任何美好和高贵的价值可

言瑏瑦。
可归纳出三种婚姻伦理。第一种是传统式生

存型婚姻伦理，强调婚姻是建立亲属关系和完成

人生生育使命的重要方式，社会由此得以世代传

递。在这一婚姻伦理中“和谁结婚”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一定要结婚”，并尽早结婚。第二种是革

命式浪漫型婚姻伦理，强调婚姻中情感因素的重

要性，“和谁结婚”变得重要。当“想和某人结婚”
却遇到阻力时，在我国这些阻力具有封建的性质，

而“自由恋爱”相对于传统具有了革命意义。第

三种是现代式理性型婚姻伦理，对是否结婚、何时

结婚、和谁结婚等问题上充满理性计算，情感作为

婚姻的必要条件，但又加入了大量的可计量的物

质因素。
正是现代式的理性型婚姻伦理中的物质主义

和传统式的生存型婚姻伦理中的家庭压力的合

力，共同作用了现代年轻人对“非婚生活方式”的

选择，暂时不结婚和独立居住的行为具有文化象

征意识，对世俗的不妥协正是无意识的反抗。正

是这种反抗和无法为自己的生活命名的困境和现

实实践，表明社会生活的新空间已经存在，并可能

会更加拓展。对来自以家庭压力的反抗加剧了个

体生活的意义，对物质条件的理性计算更衬托出

浪漫爱情的意义，因此，可将这种“非婚生活方

式”的生活伦理称为“个体浪漫主义”。即其生活

伦理的基础是个体的，家庭或家族的生育义务在

次要位置; 而浪漫主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独

立生活本身具有了区别于传统生活方式的独特意

义，是具有浪漫和审美属性的; 另一方面，对婚姻

中理性交换的置疑，使其对“命中注定之人”的等

待超越了世俗。

四、结论与理论讨论

当前一批大城市、受过较高教育、有较稳定收

入的年轻正在建构一种“非婚生活方式”，他们以

独立生活为基础、以浪漫关系为亲密关系的前提

反抗社会主流婚姻价值观，开创新的社会生活空

间。这种生活方式充满弹性和个体自主性，带有

个体对浪漫情感的想象，构成了在一个理性化和

市场化时代的个体浪漫主义的生活。在这种描述

和归纳中还有许多待讨论的问题。
首先，将“非婚生活方式”视为“个体浪漫主

义”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困境，因为它无法将这种

生活方式中内涵的矛盾与冲突展示出来，开创新

的社会生活空间以及和这种生活方式相关联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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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受到了话语与叙述的限制。利奥塔尔在《后

现代状态: 关于知识的报告》中讨论了前现代、现
代和后现代知识间的区别。知识的特性发生了一

系列的历史变迁。在前现代社会，叙事类知识大

行其道，叙事被当作知识，并以此来反映社会规范

的行为; 现代性特征就对叙事性知识发起攻击; 而

后现代则将知识视为试验性的、多元的、不确定

的瑏瑧。处于“非婚生活方式”状态下的群体虽然可

能是少数人，但是他们以行动实践来探索新的知

识，他们“去制度化”的努力虽然具有暂时性，但

对制度与传统的挑战却是具有创新社会生活空间

的意义。
第二，这种新的社会生活空间是否具有边界?

作为个体行动来说，创新社会生活空间的可能性

受限于人们的经济状况和性别身份。即它是具有

阶级、性别和年龄之差异。从阶级的角度，这种生

活方式带有小资产阶级的审美需求，是具有较高

学历、较稳定工作的一批人寻找自我和更满意的

生活方式的追求和努力。它代表着社会生活空间

的拓展只可能对那些具有经济条件的人开放。研

究还发现，在底层社会，以婚姻建立亲属网络是建

立支持系统和抵御风险的重要手段。从性别角度

看，男性对“非婚生活方式”的选择带有某种优越

感，他们更能以主体身份表达其选择，更能动地追

求个体性的私人生活，在“非婚生活方式”中男性

的亲密关系显得更为自由，有个别男性会养育未

婚生育的子女。而女性对“非婚生活方式”的选

择带有很强的无奈感。一方面，有些女性带有对

传统婚姻生活的恐惧，相信传统式的生存型婚姻

就是要求女人不断做出牺牲的陷阱; 另一方面她

们又坚信浪漫爱情的存在，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似

乎回到了传统叙事。在亲密关系上女性表现出更

多的矛盾状态。这表明在对传统反抗的过程中，

传统的性别关系对两性的束缚是不同的，女性更

多受到束缚影响了其创新社会生活空间的范围。
第三，现有的“非婚生活方式”是否能够迈向

吉登斯提出的“纯爱”关系呢? 似乎并不肯定。
吉登斯论述的“迈向亲密关系的变革”是建立在

社会普遍民主和性别平等基础上的。而我国现阶

段性别关系还呈现出不平等的状况，社会对男性

的“非婚生活方式”持观望与同情态度，而对女性

的“非婚生活方式”则有更多的负面评价。在这

一意义上说明，人们的“非婚生活方式”更多的是

个体对传统和理性计算生活的反抗; 而不是对平

等的性别关系和民主伙伴的追求。
第四，“非婚生活方式”直接挑战或受限于我

国与婚姻制度相联系的生育制度。有些人提出了

“非婚生育”的要求，这一要求随其年龄的增长而

更为明显。我国的婚内生育制度是直接导致“剩

女”问题的原因，因为女性在考虑结婚与否的问

题时，生育年龄是其必须考虑的，所谓的“最佳生

育期”对女性产生很大的压力。从制度的角度有

必要反思“婚内生育权”问题，这亦是人权要求。
甚至有必要调查和分析现存的女性在生育后提出

离婚之现象的问题。
从传统到现代从来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婚

姻制度具有其制度刚性。而“非婚生活方式”所

呈现的反抗并非为了颠覆婚姻制度，只是在婚姻

制度的霸权与压迫下寻找更好地安置“自我”。
可喜的是，新的社会生活的空间已经被打造出来，

人们追求自我认定的“美好生活”的想象具有实

践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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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and Ｒedefine a Better Life

Tong Xin ＆ Ma Dan

Abstract: Intimacy is the shift from tradition-driven life pathways to more fragmented and un-
predictable ones in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metropolis society． Some of youth are redefining what
is a better life in the process of the marketization and individualization． With " unmarried lifestyle"
to create a new ethics of life． It includes three aspects of life ethics and issues: intergenerational in-
heritance on existential for Chinese; revolutionary and romantic emotion，and economic rationality of
market exchange． It is various and complex life practice，with the gender and class differences．

Key words: marriage ethic; unmarried lif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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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ganized Mobilization: A New Paradigm of Community Building

Ｒen Keqiang

Abstract: In the circumstance of transformation from an acquaintance community to a stranger
world，the co-organized mobilization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mobilize government，communities，
garrison units and mass organizations，social organizations，media and residents． The practice of es-
tablishing civilized city in XW District has demonstrated that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of
grass-roots level，community organizations ，garrison units and mass organizations，social organiza-
tions and media，etc are involved with co-organized mobilization and that the strategies of mobiliza-
t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pressure mobilization，publicity mobilization，activities mobilization and
elite mobilization． Devolution of powers，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 organizations，especially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re necessary in effective co-organized mobilization．

Key words: stranger world; co-organized mobilization; community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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