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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与羁绊: 白领未婚女性婚恋选择的
二重性矛盾研究

■ 陈 雯 韩若辰
(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社会和文化教研部，江苏 南京 210009)

【摘要】白领未婚女性的婚恋选择与婚配模式是管窥社会现代化进程和青

年民生幸福的重要参考。基于对来自深圳、杭州、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就职于

大型外企、国企、民企的二十多位青年白领未婚女性近两年的访谈发现: 白领未

婚女性的婚恋选择深受富足成长经历、良好教育水平、体面职业和充裕物质生

活的影响，呈现美好的追求、理想的期待、独立的个性、自主的选择和主体性建

构等独立性特征; 其婚恋选择依然深受来自家族至亲、伙伴同辈、舆论媒体乃至

社会制度的影响，呈现典型的约束性和妥协性特征; 内在主体层面的独立性追

求和外在社会层面的约束性羁绊相互交织渗透，造成白领未婚女性婚恋过程存

在主体力量之间、价值取向之间、着力方向之间、根本动因之间的矛盾斗争、冲
突风险以及融入和适应、叛逆和反抗、疏离和边缘的三重结果表现。构建婚恋

领域进步文明、开放多元、异质包容的健康观念和制度、政策设计，成为化解白

领女性婚恋选择矛盾风险，提升婚恋家庭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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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生命带有社会世界的印记，剧烈变迁的时代尤其如此。42 年前“以经建设为中心”的

改革开放开启的剧烈自觉内生型现代化［1］催生中国经济崛起、社会转型和生活巨变。宏观整体

的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化模式显性可见地彰显国家民族的文明进程与现代化质量，现实具体

的阶层重塑、群体变迁及代际、性别等多主体、多领域隐性无声地静悄悄变革，成为新时代不断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和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和现实议题。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婚恋选

择”成为衡量社会开放程度和文明进程的风向标。在 42 年的渐进式改革中，国家逐步放松对社

会的控制，产生“自由流动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的空间”［2］，催生出白领、中产阶层及自由工作

者等新生群体; 而教育普及、代际变革、性别平等、女性独立及家庭现代化等方面亦伴随“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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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的改革进程向纵深发展。有目共睹的是，白领女性正以其知识智慧、创造精神、服务意识

等独特优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那么，白领女性能否顺利实现公( 主要指接受较

高教育和职业发展) 与私( 主要指婚恋家庭和社会生活) 并进，是否已实现婚恋选择和婚育家庭

的主体化与现代化，能否同样引领积极健康文明的婚恋养育新风? 这不仅密切关系到青年女性

自身的主观幸福感、社会化质量、生命历程，还将深刻影响生育率水平、家风动向、共同体质量及

社会整合程度等宏观议题。笔者对来自深圳、杭州、南京、上海等地就职的 20 名白领未婚女性

成长、恋爱、婚姻经历持续近两年的深度访谈，为本项研究探寻都市青年女性婚恋选择的特点规

律提供了实证资料。

一、研究综述

一个世纪以来，国外学界持续关注择偶过程、婚配模式及生活经历对婚恋家庭选择和结果

的影响并达成以下共识: ( 1) 婚恋过程及模式选择深受文化制度、观念习俗与社会发展阶段影

响，婚恋匹配程度预示社会结构的开放性，经济社会的现代转型推动婚恋模式从传统到现代的

本质变化［3］。( 2) 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结构论、文化论和理性选择论共同支

持的同类婚模式。家庭、阶层、出身等先赋因素在婚恋匹配中逐渐弱化，教育、职业成就等自致

因素和社会变革推动阶层间通婚，即异质婚模式［4］。( 3 ) 择偶过程与婚配模式中，“同类匹配”
“资源交换”和“择偶梯度”理论比“需求互补”被更多地验证［5］。即婚恋双方社会地位较大相

似，拥有相似社会身份、同属相同社会群体，即阶层的同质性匹配。( 4) 跨越城乡、地区、国籍的

流动和移民作为重大人生经历深刻影响恋爱选择、婚姻模式与家庭稳定性，城市化、现代化与信

息化催生人的个体化与独异性，单身、不婚、同性婚姻和传统的婚姻主流、同类婚配一样不可忽

视地并存于日益彰显的低欲望、独异性社会［6］。
婚恋家庭成为国内社会学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恢复重建以来的重要研究领域和议题之一。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 1) 阶层内婚制，即“同类匹配”、婚恋选择的同质性依然延续并

占据主流。青年主体的个人自致性匹配提升，双方家庭背景的先赋匹配式微，而教育匹配的同

质性上升迅速，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显著强化，择偶模式发生同质性回潮［7］。( 2 ) 浪漫爱情伴

随国家现代化历程日渐彰显，青梅竹马、白头偕老、终身婚姻等价值认同和情感诉求正逐渐取代

以往的经济动机、阶层匹配，占据现代社会婚恋选择的重要地位。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倒 U 型拐

点同步形成，婚恋选择的经济重要性下降，“爱情是婚姻的基础”的自由恋爱观深入人心，工业化和

城市化加剧的地域、地位流动加快婚恋选择的自由程度和开放程度［8］。( 3) 流动和教育已经并将

继续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男高女低的“婚姻梯度理论”，城乡各个阶层女性在婚恋选择上均不同程度

地呈现出情感自立、精神自由的独立追求［9］，一方面，现代教育、城市打工和电视传媒对曾为留守

女童的青年女性民工追求自由婚姻影响深刻，华中乡土派已对“重返光棍”的农村剩男、“抛夫弃

子”的年轻妇女、“闪婚闪离”的结婚模式、婚变及临时夫妻泛滥等问题［10］有过丰富的描述和深刻

解析。另一方面，城市大龄青年、“80 后”“90 后”女硕士、高学历女青年、都市白领女性的婚恋价值

观、择偶偏好、大龄未婚问题、婚恋压力、原因分析和趋势预测［11］成为研究的新潮与热点。
以往研究侧重对婚恋观念、行为与模式的描述和归纳，深度机制的解释剖析略显薄弱，也未

能把婚恋选择这一社会生活与广泛深刻的传统文化和现代转型之间的复杂交织规律机制解释

到位，尚有深入研究探讨空间。遵循社会科学关注人类作为身体的、精神的和心灵的综合体规

律，进而整体性、系统性地关注白领女性生命历程中社会化特征和影响的研究相对欠缺。本研

究结合社会转型、性别平等发展，探讨白领女性婚恋选择的内在机制规律与衍生的矛盾风险。

·911·



二、个案跟踪访谈

在“全面两孩政策下的亲职抚育困境与社会支持体系建构研究”“新时代我国发展型社会

矛盾的趋势特征与破解机制研究”等课题支持下，2018 － 2020 年，研究者在深圳 IT 企业 H、上海

外企 L、杭州民企 A、南京国企 G 开展调查，观察、访谈、结交多位青年白领，深入了解三十多位

白领未婚女性婚恋选择的生活史。笔者对其中 20 位女性进行跟踪研究，获得其婚恋选择和生

活变动的一手资料，个案详情见下表。
访谈个案情况表

序号 个案编号① 教育程度 岗位 婚恋状况 回访次数

1 小月 SHL25 本科 行政 单身，恋爱 0 次 1
2 小梅 SHL32 硕士 管理 订婚，恋爱 3 次 2
3 小静 SHL26 硕士 行政 结婚，恋爱 1 次 2
4 小燕 SHL33 硕士 专技 订婚，恋爱多次 2
5 小云 SHL36 硕士 管理 单身，恋爱多次 3
6 小红 SZH26 硕士 管理 恋爱 2 次 3
7 小萌 SZH35 硕士 管理 恋爱 1 次 1
8 小君 SZH32 博士 专技 订婚，恋爱 3 次 3
9 小雁 SZH29 本科 行政 恋爱 1 次 1
10 小会 SZH34 博士 专技 已婚，一子 3
11 小松 NJG30 硕士 管理 恋爱 5 次 2
12 小茹 NJG27 硕士 管理 恋爱 1 次 2
13 小倩 NJG25 本科 行政 单身恋爱 1 次 1
14 小伟 NJG35 博士 专技 已婚，两子 3
15 小天 NJG30 硕士 管理 恋爱 3 次 2
16 小青 NZA29 本科 行政 已婚，一女 2
17 小蓓 HZA31 硕士 专技 结婚，恋爱 1 次 3
18 小茜 HZA34 硕士 管理 结婚，恋爱多次 2
19 小华 HZA30 博士 专技 结婚，恋爱 1 次 2
20 小娟 HZA27 硕士 专技 单身，恋爱 0 次 1

三、独立性: 白领未婚女性婚恋选择的主体觉醒

在惊叹这群精英女性的精湛业务、知识才华和创新智慧的同时，笔者发现她们在婚恋情感、择
偶婚配、家庭生育等生活领域不一样的秘密和特征。这些新的观念、行为和特征已经并将持续在

社会公私领域掀起一场不再“静悄悄”而是狂风巨浪式的革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 一) 富足地长大: 少子化家庭结构下的代际互惠与资源优势

改革 42 年来，无论持续近 40 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还是开启近 5 年的全面两孩政策，人口政

策的两次重大调整重塑中国社会的生育观，衍生家庭结构的少子化和小型化。近 3 年中国家庭

发展报告显示，家在变小( 平均规模降至 3． 35 人) 和孩子变少( 单身、两人家庭增至近 40% ) 势

不可挡。包括“80 后”“90 后”“00 后”在内的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代出生并成长于日渐富裕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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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环境，不仅享有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营养健康水平、家庭资源投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松
动了传统自上而下的代际关系和养育方式，父母和子女之间更加亲密平等，子女的个性需求和

自主意识得到更多的尊重，亲子关系经历颠覆与重构［12］。新生代集体展现的个性、自我、变革、
创新等心智品质不断绽放。

( 二) 良好的教育: 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建设的助力和滋养

伴随科教兴国战略和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确立，包括普及化的初、中等教育和大众化的高

等教育在内的大众教育及其所提供的专业技能为新兴中产阶层职业的兴起创造了重要社会条

件［13］，女性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增长的最大受益者。“学历水平和专业技能是我们筛选简历的首

要条件，面试阶段女孩子反而更有优势”①，在上海知名外企从事 5 年人力资源工作的小梅坦

言，公司招聘最重视的因素就是业务精湛和教育经历。她自身入职时也得益于头顶海归名校双

硕士的光环。开放、灵活、创造力、业务素养、战略眼光等人力资本是外企、民企人才选拔的关键

标准。在本研究重点跟踪访谈的 20 位白领女性中，除 4 位行政类岗位是本科学历以外，其余 16
名均是国内知名院校硕士博士。

( 三) 体面的工作和生活: 主体性与个性化的推力

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为女性在职业选择、经济收入和生活消费领域全面赋能。从就业结构和

职业选择看，我国职业性别结构自改革以来发生巨变，包括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在内

的白领职业，至 2010 年呈现高层级职业女性快速增长、且职业层级越高女性比例增长越快的态

势。1982 － 2010 年，中高层白领负责人女性增幅高达 14． 7%，专业技术人员的女性比例上升

12． 8%，办事员女性比例增加 8． 5%。
从经济收入和生活消费看，伴随改革的纵深推进，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女性教

育回报率始终高于男性［14］，女性中产阶级正以“她经济”掀起消费新趋势和经济新动能。
2014 － 2018 年，中国女性总体支出高达 6 700 亿美元，增长了 81%，2019 年市场规模高达 4． 5
万亿元，2． 9 亿 25 － 40 岁时尚女性人口决定着近 75%的家庭消费，为中国乃至全球消费结构和

投资方向注入新奇和活力。
“注重生活品质”“出国旅游度假”“独立购买住房汽车”“社交丰富”“做好随时炒掉老板的

准备……”，在个案访谈中，无论是 25 岁初入职场、月薪近万的行政专员、总裁助理，还是入职

10 年、年薪数十万、上百万的部门经理，都市白领女性正集体展示出积极进取、热爱生活、重视

尊严、追求人格独立的精神面貌。
( 四) 理想化的婚恋期待: 情感至上的现代特质

在富足家庭养育、良好国民教育、体面职业生活三重合力的支持和影响下，以“80 后”“90
后”为典型代表的新生代白领女性正集体展现出情感至上的理想化、主体化婚恋追求。首先，

基于独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白领未婚女性的婚恋期待呈现朴素的情感至上的理想化特

征。入职不久、26 岁的个案中的小红要求:“男朋友必须长得帅，对我好，我也喜欢!”和她同一

公司入职 10 年仍然单身的部门经理小萌坦言，仍在耐心等待自己的初恋和灵魂伴侣。
其次，受益于优质现代的高等教育和自我成长，白领女性在婚恋选择中表现出典型的独立

性与主体性特征。个案中的小君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换了三任男朋友，她甩掉了妈妈给她安排相

亲的“钻石王老五”，甩掉了世纪佳缘网站推荐的企业老板。在研究者第三次回访时，她和第三

任男朋友已相处半年、感情稳定，两人在共同参与的城市志愿者活动中相识结交。对于前两段

放弃的感情，小君坦言并不排斥相亲，及时止损是因为她在相处中感受到强烈的压迫感和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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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动提出分手。个案中的小静在第二次回访时已结束 7 年恋爱长跑步入婚姻，但她坚决反

对和父母、公婆任何一方共同居住，因为“不自由、怕麻烦……”。

四、约束性: 白领未婚女性婚恋选择的社会羁绊

( 一) 亲缘群体的过度关注与理想期盼

亲缘群体的影响和约束首先来自父母双亲对子女恋爱婚姻在情感上的过度关注、理想期

盼、心理上的焦虑强迫以及行为上的主动参与甚至过度干预。少子化的家庭结构和提前空巢的

生活状态推动父母双亲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关注、焦虑并参与子女的恋爱感情、结婚居住、生育

抚养甚至吵架离婚［15］等生命重大事件的全部内容，其中，城市独生女的相关经历尤为典型，如

26 岁的独生女小静，最大的苦恼就是深爱的初恋没达到母亲的预期:“妈妈嫌我眼光差，不能接

受( 他) 江西农村的出身，家里还有哥哥没正式工作，警告我以后他父母生病花钱养老俩兄弟会

有很多麻烦，让我离这样家庭的人远一点，尽快处理好感情!”
其次，亲缘群体的关注和影响也来自父母双方家族构建的庞大亲属网络。如果说长辈群体

的唠叨因为联系偏少可以自我消化，那么同辈亲属的交往与影响则如影随形。仍是单身的个案

中的小倩被大姨小姨轮番上门说教，吓得不敢回家; 已有男友的个案中的小茹则因家族怀疑自

己的眼光而产生动摇，因为三个堂弟一致咒骂男友“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 二) 同辈和参照群体比较力量的内卷与妥协

作为重要社会关系的同辈群体和参照群体以其态度和标准，深刻影响白领女性婚恋选择的

心理状态、自我评判及社会行为。高等教育的获得、职业技能的拓展、经济能力的提升、消费生

活的自由多重力量，为都市白领构建了一个包括发小、同学、朋友、闺蜜、同事、公众人物、明星名

人甚至网络社区等在内的丰富、异质、复杂、庞大的提供规范、比较和参照的社会交往网络，集体

地或个性化地、显性或隐秘地施展着“魔力”。
毕业工作 8 年、经济较为宽裕的小燕说:“我自己也很想结婚，有伴侣有孩子，我身边一起入职

的男同事都有孩子了，平时一起喝茶的姐妹们也都名花有主。为了多认识男生，我参加了校友会

的篮球队……”可以说，情感婚恋、家庭生育等社会化议题并非孤立的私人空间，职业与生活中的

密切接触强大地影响着思维习惯。同样是延迟婚恋，自诩为“女汉子”的小燕一边暗自焦虑，一边

乐观应对领导的提醒、男同事的玩笑、闺蜜和朋友的催促; 而内向自卑的小娟则选择跳槽躲避:“独

身不婚舆论压力太大，我跳槽换了一家公司，换个新的环境氛围，除非遇到白马王子……”。
( 三) 大众传媒多元渲染的推波助澜

面对“时空压缩”的社会巨变、面对婚恋家庭的传统与新风、面对新生代青年的独异与脆

弱、面对女性群体的成长与困惑，主流意识形态有时也会助长女性的依附性价值观。
早在 2007 年，“剩女”作为汉语新词正式公布，然而最大的真相和现实却是，中国城乡各年

龄阶段、学历层次的女性数量、比例和结构均短缺而非“过剩”。大众传媒通过迎合消费社会甚

至低俗文化混淆视听，削弱白领女性主体认同的集体自信。毋宁说消费“剩女”作为被夸大和

被建构的伪命题［16］，“灭绝师太”“白骨精”“老姑娘”等话语表达经媒体渲染加速传播，无一不

在彰显讽刺着社会应对女性群体成长加速认可与接受的局促，反映了女性自我成长的矛盾、艰
难与迷茫。

信息化、智能化助力主流媒体渲染婚恋情感、家庭婚姻与就业经济并行不悖的社会生活主

体性与理想化。时尚的相亲类节目、婚恋网站、全民热追的家庭伦理剧，抑或频繁更新的微信推

文甚至权威头条的结婚离婚数据，很多都在渲染强化结婚的主流与实用。访谈中所有个案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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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女”等标签深恶痛绝，但亦明确表示不想成为“剩女”。
( 四) 相关制度的宏大滞后及其文化冷漠与再造

首先，一些刚性、规范化的法律制度不能及时地跟进、有效地施力于急速社会变迁尤其是复

杂嬗变的世俗社会生活，诸如情感关系、恋爱择偶、婚配机制等微观的非物质性社会事实，其中，

《婚姻法》的修改和社会影响就很显著。纵观新中国五次《婚姻法》的颁布或修订，婚姻自由、女
性解放、性别平等的主旨精神贯穿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白领女性的整体性阶层成长在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此制度保障; 无论 2011 年关于“婚前买房归属权”的司法解释，还是 2017 年关于

“彩礼返还”的司法解释，中性与公平的初衷本质上是对父权制度下男娶女嫁的传统遵循，亦与

独立自由的现代婚姻相悖，男方购房与女方彩礼的文化沿袭加剧了婚姻的功利、实用与复杂。
白领女性谈婚论嫁时对此感受深切，甚至遭遇“不买房被指责抠门，买房被指责强势”“不要彩

礼父母骂，索要彩礼男友骂”的两难尴尬。
其次，一些隐性、生活化的相关制度未能伴随国家性别平等国策推进和女性整体性发展得

以进步革新。世界经济论坛以卫生、教育、职场和政治为主要指标的《2020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

告》显示，彻底消除性别差距全球需要 99． 5 年，中国需要 109 年，经济领域的性别差距在扩大，

社会缺乏提供家庭照料服务是限制女性职业机会的重要因素，但“支持性别平等对于建立强

大、团结和具有风险抵御力的社会至关重要”。提及家庭和职业，访谈中的女性更多表现出“先

赚够了钱再生孩子”的孤注一掷，乃至“为了工作和收入放弃结婚生育”的妥协式独立，乐观积

极表示工作和家庭兼顾的凤毛麟角。

五、矛盾与风险: 持久过程与“漫长革命”

( 一) 从主体觉醒到社会羁绊: 一个二重性矛盾

历经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性别平等不懈推进，中国女性获得整体性长足发展。“80 后”
“90 后”“00 后”新生代女性得益于少子化家庭结构获得充裕物资和亲情养育等资源优势，得益

于国民教育体系发展获得学历知识、思维认知提升等人力资本优势，得益于国家飞跃发展获得

灵活职业选择等自由自主优势，在恋爱情感、亲密关系、婚姻家庭、生育养育等个体社会生活中

较大程度地展露出美好的追求、理想的期待、独立的个性、自主的选择，这就是本项研究所发现

和揭示的白领未婚女性婚恋选择的独立性特征和价值取向。
历经漫长的现代化历程，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举世瞩目，但一些文化旧俗依旧残存。在情

感恋爱和婚姻家庭建构过程中，男强女弱或男弱女强的性别秩序隐忧、婚恋情感的功利实用价

值诉求、结婚主流与女性婚姻价值的舆论引导，乃至双薪家庭参与的社会支持体系的匮乏薄弱

等观念认知、话语体系、行为表达，都在通过家族至亲、伙伴同辈、舆论媒体乃至社会制度播撒至

女性群体、男性群体及其建构的社会，这就是本项研究所发现和强调的白领未婚女性婚恋选择

的约束性特征和面向。
在实力和能力上已获颠覆性历史进步的白领女性依然在婚恋选择上遭遇父权延续、传统陈

规、社会偏见等多重桎梏。从主体力量看，一个生命历程和社会化过程与国家发展同步彰显释放

强大内在主体力量，驱使追求情感自主和婚恋自由的青年女性群体，依然受制于结婚主流、嫁娶风

俗、婚育持家等外在社会力量的制约和浸没; 从价值取向看，一群深受白头偕老、终身婚姻［17］、理
想爱情文化观念熏陶的青年女性却依然要面对功利实用、经济至上、门当户对、稳定安逸等匹配模

式和婚恋效益等传统执念的现实干扰; 从着力方向看，一个由家族、同辈、媒介、制度多维构建的多

元外力却依然能以其理性、客观乃至冷漠荒谬的婚恋渲染影响、干扰、施压甚至动摇精英、高知、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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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青年女性的思考模式及行为选择; 从根本动因看，一个曾经阻碍中国进步、使之从辉煌的过去降

格为难以与西方竞争，并以其固有的封建保守性与现代青年的自由创新多有抵触的父权制与功利

婚姻等传统文化，却在 21 世纪不仅为城市婚恋模式注入诸多本土特征，也为青年群体的社会适应

融入、顺从妥协提供了基础，这就是本项研究所揭示和强调的矛盾与悖论。
( 二) 冲突与风险: 矛盾的结果和表现

内在主体觉醒的独立性和外在社会压力的约束性，在本质上是一种内在理想与外在现实的

冲突，是传统恪守与现代多异的冲突，是婚恋要价与情感无价的冲突，是女性个性成长与家庭约

束的冲突，是主流推崇性别平等与支持体系滞后的冲突，是社会整体性飞跃与女性全面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冲突。那么，独立和约束的二重性矛盾又将如何统一整合?

1． 适应与融入: 向主流妥协、顺从

面对坚固的结婚主流与家庭制度，白领女性经常选择妥协顺从社会规则，适应和融入社会期

待与要求。研究后期发现，许多个案的婚恋状态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单身 10 年的名企经理小萌

已与一位“钻石王老五”频繁约会:“母亲重病让我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不能继续这么自

私了……”; 自诩寻找 8 年、“三管齐下”( 指亲属介绍、朋友撮合、网络征婚等方式) 、约会百人的小

燕，也在校友的牵线下找到了满意的白马王子并谈婚论嫁。因此，态度与行为从单身、真爱、不婚、
不育的坚持到约会、恋爱、结婚甚至闪婚的转变是白领女性适应社会要求的首要转变。

遵循结婚仪式、开启婚姻生活、备孕生育、联合育儿、扩大家庭甚至中断职业、回归家庭等，

也是白领女性向主流与传统妥协顺从的重要表现。谈婚论嫁的小华在婚礼仪式举办地陷入痛

苦，夫妻二人都想在杭州西湖畔举办一场浪漫独特的西式婚礼，但双方父母都坚持两边老家各

办一场，给亲戚朋友一个交代; 婚后就开始用各种补品备孕的小茜则一肚子苦水:“全家人都在

催我，强调我是错过最佳生育年龄的高龄产妇，婆婆已经搬到上海同住，每天做各种补品送到公

司，私下跟我强调他儿子是单传……”。
2． 叛逆与反抗: 向主流宣战、重塑

历史和现实一再显示，已在经济实力、社会能力和主体意识强大支撑下较大程度地“自我

选择、自我负责”的白领女性，向传统宣战、与社会抗争、顺应成长规律、积极自我救赎，乃至开

启自主重塑。
一方面经常表现为观念认知、话语表达、行为举动层面狂风骤雨式的对立抗议、冲突斗争。

小娟提起与父母在恋爱结婚上的分歧时放声痛哭:“我说自己才 27 岁，工作很忙，没结婚怎么

了? 但是爸妈都很着急，接受不了我晚婚。上次回家俩人一起破口大骂，说我要事业没事业，要

家庭没家庭，害得他们在亲戚朋友那里都低人一等，我气得直接摔门走了，现在他们电话视频我

都直接掐断……”即将装修婚房的小梅则和母亲就装修风格是简欧还是现代争吵不断:“我住

的房子怎么装修她都要控制，还威胁我要是不听话就还她的首付，气死我了!”对于奉子成婚的

小蓓，则明确拒绝婆婆照顾月子，已经预订好月子中心。另一方面，白领女性的叛逆经常表现为

逃避、博弈、自主及重塑等无声的反抗。“我不会让任何人打乱节奏，遇到喜欢的，闪婚都没问

题; 要是不喜欢，再等几年也没关系，我觉得自己永远年轻……”研究中，既有类似对恋爱婚姻

内心笃定、岁月静好的耐心等待，也有全款购房投资婚房的另一种“安全感”与“从妻居”新风，

还有在和男友商量婚后家务分工、育儿分工细节，以及取消婚礼、先试婚再结婚，婚后丁克 5 年

再决定生育的反传统共识。
3． 疏离与边缘: 对主流漠视、再造

在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支撑下，个体化时代与独异性社会日益彰显，站在时代前沿的白领女

性的婚恋选择除了上述妥协与抗争，正不可阻挡地呈现出难以预测的非主流、边缘化表征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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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社会影响。
研究发现，不断成长却婚育未满的精英女性正在积极为自己寻求新的支持和突破口。大龄

的小云“谨慎保守地”选择赴美冻卵:“我去年在美国出差时做的冷冻卵子……”小雁却选择了

非婚同居的边缘方式解决个人的情感归宿:“他来中国时我们就住在一起，他回日本我们互不

打扰，他在日本有太太和两个孩子，但每年处理中国业务时间较多，一个人很孤独，我们也是真

心相爱的!”冷冻卵子、临时夫妻、同性伴侣、终生丁克……，未婚的白领女性正以诸如此类的多

种反传统、另类甚至病态扭曲的方式与主流观念渐行渐远，以疏离维持私人生活的平衡。

结语: 现代社会催生的个体化、独异性与阶层分化，正将情感恋爱和婚恋家庭的异质性复杂

性推向纵深。一个数量庞大、贡献卓越、地位突出、潜力巨大的白领女性群体，却依然在情感恋

爱、婚姻家庭、生育养育等生命历程重要事件的独立追求、自主选择过程中遭受多重外在的社会

力量的约束和羁绊，这考验着社会整体的文明与现代化质量。身居繁华都市、占有优势社会资

源、享受优质城市生活的白领女性婚恋选择研究成为我们管窥全球化背景下婚恋变化和现代社

会变迁的一个重要领域。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17 年 4 月 14 日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 － 2025 年) 》，在第

四项青年婚恋领域中，明确了文明健康婚恋观、高水平婚姻家庭和生殖健康服务的发展目标。
2020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041 条明确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的基本原则和婚

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因此，破解白领未婚女性婚恋选择的二重性矛盾、提升婚恋家庭

的现代文明、提高社会共同体的整合凝聚、关注女性群体成长发展等重要议题，须从构建婚恋领

域的进步文明、开放多元、异质包容的社会建设体系和政策设计同步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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