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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婚恋观的现状及特点分析 

——基于对西北民族大学的调查 

温  蓉 

（西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内容提要]  运用简单随机抽样法，采用大学生婚恋观问卷对 381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大学生的恋爱动

机呈现复杂多元化趋势，注重情感体验；择偶标准综合化，注重人品与情感；结婚动机趋于多元化，晚婚趋势明

显；性观念趋于开放，对婚前性行为持宽容态度。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大学生的婚恋观呈现出传统性与现代

性并存，进步性、开放性与矛盾性并存；男女大学生的婚恋观存在一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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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婚恋观是人们价值观在婚姻、恋爱问题上的体现，是家

庭道德观的重要内容，指人们对婚前恋爱、婚姻生活以及婚

恋过程中性爱取向的基本看法。它是人们对待婚姻和恋爱的

内在标准和主观看法，不但直接影响个体对配偶的选择，还

会影响个体对未来婚姻、家庭的责任和义务的承担。 
大学生处于青春发育晚期，由于生理、心理的发展使他

们产生了恋爱的需要，对婚恋问题的关注和对恋爱甚至性的

尝试成了大学生在校生活的一部分。恋爱和婚姻已成为大学

校园里现实而又敏感的话题。21 世纪大学生的婚恋观不仅

折射出这个时代婚姻价值取向的基本特征，而且在某种程度

上也可以反映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民众的婚姻家

庭状况，揭示中国社会变化对个体发展的长期潜在影响。不

能因为绝大多数大学生在校期间还没有经历过正式婚姻就

无视大学生婚恋观的存在以及研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我国

社会转型进程中大学生的婚恋价值观研究是目前社会学、教

育学、人口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 
本文拟从社会学学的角度，选取不同性别、不同民族、

不同地域的大学生进行系统的调查，揭示当代大学生婚恋观

的现状和发展特点，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目前大学

生婚恋观的现状，把握大学生婚恋观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还

可以为引导和帮助大学生形成健康、积极的道德品质，促进

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理论指导，对加强大学生婚恋观教育

制定相应的对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研究方法 

以西北民族大学全体本科生为调查对象，采取简单随机

抽样法，共发放自填式问卷 4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81 份，

有效率为 95.3%。调查对象中，男生占 51.7%，女生占 48.3%；

一年级占 30.2%，二年级占 32.5%，三年级占 21%，四年级

和五年级占 16.3%；汉族占 42.5%，少数民族占 57.5%；来

自城镇的占 57.8%，来自农村或牧区的占 42.3%。问卷的调

查内容主要涉及恋爱观、择偶观、婚姻观、性观念等方面。

调查资料及原始数据输入计算机，运用 spss13.0 软件进行整

理和统计分析。 
三、大学生婚恋观现状 

（一）恋爱观：恋爱动机趋于复杂多元，注重情感体验 
从恋爱经历看，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的大学生中有

34.1%的人正在恋爱，有 36.2%的人表示 “曾经谈过，现在

暂时没有谈”，另有 29.7%的人表示从没有谈过恋爱。可见，

在大学中，恋爱现象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七成的大学生

有过恋爱经历，只有近三成的大学生没有恋爱经历，这也是

与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展同步的。      
从恋爱动机看，排列在前五位的分别是：“找学习生活

的伴侣”，“双方接触产生感情”，“寻求精神寄托”，“体验爱

情的美好”，“满足心理需要”。总的来说，大学生恋爱的盲

目性因素在减少，情感因素在大学生恋爱中所占的比重较

大，找学习生活的伴侣体现出实用主义，而体验爱情的美好

和寻求精神寄托反映了大学生恋爱中的精神需求；同时，也

有出于非爱情因素而恋爱的，如生理需要、排遣寂寞、排除

孤独、寻求刺激、好奇、从众等，也反映出有的大学生恋爱

动机并不纯，恋爱目的不明确。大学生的恋爱动机出现复杂

多元化的趋势，基于这样的动机，大学生们往往重视恋爱的

情感体验，看重恋爱的过程而不考虑恋爱的结果，调查中以

“寻觅结婚对象”为恋爱动机的大学生占一成。这在“你觉

得大学恋人是否最终可成为夫妻？”的回答中也得到了回

应，22%的人认为会，78%的人认为不会或说不清。同时，

调查结果显示，不同性别、不同民族的大学生的恋爱动机没

有明显差别。 
（二）择偶观：择偶标准综合化，“男才女貌”的择偶模

式被体现 
择偶标准是男女选择结婚对象的条件或要求，可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人们的择偶观。本研究设计了社会条件、经济

条件、生理条件、人品条件和感情条件等 5 个方面的择偶标

准，具体包括 24 个择偶条件。调查结果显示，24 个条件排

列在前十位的依次是：道德品质（79.6%）、两人感情

（67.6%）、性格脾气（66.3%）、气质修养（62.1%）、健康情

况（54.1%）、能力才干（52.5%）、相貌身材（49.9%）、文

化程度（43.5%）、生活习惯（38.5%）、兴趣爱好（35.3%）。

被试者还对自己所选的最重要的 5 个择偶条件进行了排序，

依次为：两人感情、道德品质、性格脾气、能力才干、相貌

身材。可见，当代大学生的择偶标准综合化，在要求具备情

感的基础上，既看重对方内在的品质性格，也注重外在的生

理条件，总体上感情条件、人品条件和生理条件重于社会经

济条件。从性别角度来看，男女大学生择偶时都很看重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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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情，对方的品质、性格与气质，都不看重对方的经济条

件和家庭背景等外在因素；但男生比女生更强调对方的品

貌，女生则比男生更看重对方的才能才干和健康。传统的“男

才女貌”的择偶模式还深深地影响着在当代大学生的择偶

观。此外，不同民族、家庭所在地大学生的择偶标准与总体

趋势有很高的一致性。 
（三）婚姻观：结婚动机多元，向往以爱情为基础的婚

姻，存在晚婚趋势 
关于结婚动机，在“真心相爱”、“经济利益”、“生儿育

女”、“到结婚年龄”、“对另一半的责任”、“生理和心理需要”

这 7 项中，选择最多的前三项依次为：真心相爱（73.4%），

对另一半的责任（32.7%），到结婚年龄（30.3%）。大学生

对于结婚的动机首先是出于情感的因素，再就是责任感，还

有社会文化规范要求。从性别看男女大学生的结婚动机有所

差别，出于真心相爱动机的女生占 71.2%，男生占 75.4%，

认为“理所当然到了结婚年龄”的女生占 35.3%，男生占

25.6%；出于对另一半的责任的女生占 27.2%，男生占 37.9%；

出于经济利益动机的女生占 10.3%，男生占 8.2%；出于心

理和生理需要动机的女生占 10.9%，男生占 23.1%。大学生

结婚动机开始趋向多元化，而考虑最多的还是情感因素，向

往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同时女生受传统社会文化规范的影

响比较明显；而男生的责任感、生理和心理需求较之女生要

突出一些。 
关于结婚时机，对在校结婚持宽容态度，但自我选择相

当现实，本调查显示，90%的大学生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在校

期间结婚，有 60%以上的大学生也表示不反对。关于大学生

理想的结婚年龄，调查显示，大学生理想结婚平均年龄为

27.8 岁，女生理想结婚平均年龄为 27.3 岁，男生理性结婚

平均年龄为 28.3 岁，大多数大学生择在 26 岁到 30 岁之间，

大学生极可能存在晚婚的趋势。 
（四）性观念：性观念趋于开放，贞操观淡薄，对婚前

性行为持宽容态度 
对大学生贞操观的调查结果显示，50.8%的大学生认为

贞操对于男女是一样重要的，35.6%的大学生认为贞操对于

女生更重要，1.6%的人认为贞操对于男生更重要，还有

12.1%的人认为贞操对于男女都不重要。从不同性别看，男

女大学生的贞操观存在一些差异，更多的女生认为贞操对于

女生来说比男生重要，更多的男生认为贞操对与男女生都不

重要。可见，传统的贞操观念在大学生中淡薄，同时贞操观

作为男女共同遵守的性道德准则则对男女大学生都还具有

相当的约束力；而传统的贞操观对于女大学生的影响更深。 
对于婚前性行为，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总体上对婚前

性行为持宽容的态度，六成的大学生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但

不提倡，31.5% 的大学生“抵制坚决不尝试”；但男女大学

生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男大学生对婚前性行

为持更加宽容的态度，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的只占

17．8%；女生则对此持更加保守的态度，认为在任何情况

下都不可以的占 46.2%。 
四、大学生婚恋观特点 

（一）现代性与传统性 
被调查大学生中 79.9%的人认为大学生在校谈恋爱应

该顺其自然；对于恋爱途径，89%的大学生人选择“自由恋

爱”，即自己认识后发展恋爱关系；大学生普遍认为情感是

恋爱，择偶，婚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同时注重恋爱、择偶

过程中的自主性；对择偶中的社会经济地位“女高男低”情

况，51.1%的大学生会视情况而定，19.5%的大学生表示无

所谓。大学生的恋爱观、择偶观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时代性和

现代性，有别于过去，不拘泥于传统。另一方面，男女大学

生择偶时，男生比女生更强调对方的品貌，女生则比男生更

看重对方的才能才干和健康，体现出传统的“男才女貌”的

择偶模式；对于择偶年龄，60.5%的大学生主张“男大女小”， 

76.4%的女大学生选择了男大女小；70.4%的大学生在选择

配偶时主张“父母意见和自己感觉综合”，而不是只顾自己

的感觉；74％的大学生对婚外性行为持否定态度；86.6%的

大学生对一夜情持否定态度。这表明在恋爱对象的选择，婚

姻和恋爱中的忠贞问题上传统的道德取向在大学生群体中

仍占主流，传统婚恋观念对当代大学生仍然具有深远影响，

尤其是民族高校大学生受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多。 
（二）进步性与开放性 
当代大学生在择偶标准的选择上，主要强调“品德”、

“感情”、“性格与气质”、“能力才干”等内在品质与素养，

而相对忽视“经济条件”、家庭背景”等外在因素。这反映

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改

变，由以往重视家庭门第和经济条件到现在强调个人因素，

尤其强调个性、品德、感情等，反映了择偶观念上的进步。 
18.3%的大学生认为婚前性行为“很正常，不必大惊小

怪”，12.2%的人认为婚前性行为是“个人行为，别人管不着”，

53.1%的人认为“可以理解，但不提倡”，7.2%的人认为“很

不道德，没有婚姻就不该有性”，6.7%的人认为“不成体统，

坚决反对”，还有 2.7%的人选择了其他，与其他学者几年前

研究结果相比，其宽容和认同程度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婚

恋中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有明显的下降趋势。此外，大学生

的恋爱动机复杂化，重过程而轻结果，对于恋爱与婚姻的关

系，近六成的学生并不认为二者间有必然的关联，认为“恋

爱不一定非要结婚，爱过即可”，而主张恋爱就应当结婚的

学生仅占 5%。本调查对象更倾向于将恋爱与婚姻分开对待，

恋爱的婚姻取向较弱。 
（三）矛盾性 
在恋爱与婚姻的一些问题上，社会转型时期大学生的态

度并不明朗，体现出矛盾性特征。比如，对于婚前性行为，

23.1%的大学生选择“接受并可能尝试”，29.9%的大学生选

择“接受但不尝试”，8.4%的大学生选择“不接受但有机会

愿意尝试”，31.5%的大学生“抵制坚决不尝试”，还有 7.1%
认为无所谓。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持态度宽

容，同时接受婚期性行为的可能性也较大。83.6%的大学生

认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同时也有 72.1%的大学生认

为“人不一定非得结婚”。这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多元文化

的交汇、新旧道德的冲突、中西价值的碰撞对个体社会化过

程的影响。 
（四）大学生婚恋观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结果中男女大学生婚恋观的差异表现为以下几

个方面：（1）在择偶标准上，男生比女生更强调对方的品貌，

女生则比男生更看重对方的才干和健康，体现出“男才女貌”

择偶模式；（2）男生对婚前与婚外性行为持更加宽容的态度，

在性的问题上存在双重标准现象，女生则较为保守。（3）女

大学生更重视恋爱中的忠贞性。（4）女大学生更重视选择恋

爱对象时征求家人意见的重要性。概言之，女大学生的婚恋

观更为传统。男女大学生婚恋观的性别差异，反映了中国传

统性别角色观念对个体发展的深远影响。 
概言之，本研究发现，社会变迁背景下当代大学生的婚

恋观正处于以传统为主体，由传统向现代过渡和转变的时

期，其婚恋观体现出了现代性与传统性，进步性、开放性与

矛盾性并存的特点；由于传统文化和社会变迁对大学生的影

响程度不一，大学生的婚恋观存在性别差异。高校教育工作

者应抓住时机，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对大学生进行婚恋观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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