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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再婚人口的性别差异看城市女性的再婚困境
——以北京为例①
高颖

张秀兰＋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随着我国婚姻解体数量的增多，再婚也日益普遍。基于北京市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婚姻登记数
据的计算结果表明，北京近年来失婚女性的再婚率只有男性的４０％左右。通过对再婚人口的婚次、年龄、
教育程度和户籍等方面的特征及其匹配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到女性在再婚过程中相对男性处于明显的弱
势地位，而“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则是造成城市女性再婚困境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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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转变，离婚率连年上升，与之相伴的再婚现象也

日益普遍。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我国的离婚量从１９９０年的８０万对上升至∞ｌＯ年的２６７．８万对，二
十年间增长了３倍多；与此同时，再婚人口数也从１９９０年的７８．２４万人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２８１．１万人
（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１）。可见在我国的再婚人口与离婚人口的增长之间存在着较为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事实上，再婚和离婚的同步增加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趋势。美国自１９３０年代以来，离婚者取
代丧偶者成为再婚人群的主体，绝大多数夫妇中至少有一方为再婚。且离婚的人群中约有３／４的人
会再婚（Ｇｌｉｃｋ，１９８４）。再婚为被动失婚者（丧偶）抚平心灵创伤、主动失婚者（离婚）追求新的幸福提

供了可能，从而在稳定家庭结构、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近年来的再婚行
为具有怎样的特点？再婚人群具有哪些结构性特征和差异？女性和男性再次步入婚姻的机会是否均
等？这些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本文将以首都北京为背景，从宏观水平和
微观结构两个层面对近年来的男女再婚状况进行考察和差异分析。
一、针对我国再婚人口的相关研究及述评

针对我国再婚人口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与离婚相联系的再婚后的社会评价、婚姻关系的稳定性以及家庭角色的调适等等。这
类研究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结合具体的事例从制度和逻辑的层面加以解读，比如针对我国１９８０年
代以来婚姻重组的趋势探讨再婚对于家庭关系、情感需求和保障需求的影响（金一虹．２００２）；一些研
究特别关注了女性的再婚，比如第一部《婚姻法》的颁布和１９８０年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变革对于女性
再婚的影响（张淑梅，崔春英，１９９１），从女性视角分析再婚过程中将要经历的压力、困境和调适方法
（周江，李骏，２００２）等等；还有的研究结合近年来出现的“搭伴养老’’现象，从社会、家庭和个人等角

①本研究得郅北京市民政局计算机信息中心的数据支持，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７１１３３００３）和
高校９８５科研经费的资助。

州收稿日期］２叭２—０８—２４
【作者简介］高颖，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淘：人口流动、城市化。张
秀兰，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保障、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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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专门分析了老年人再婚难的问题（姜向群，２００４）。这些研究让我们对特定时代背景下特定再婚群
体的婚姻和生活状态有所了解，但对于再婚群体的结构和特征还难以在总体上有所把握。
第二类研究旨在了解潜在的再婚者在择偶标准上的特点，普遍采用的方法是以征婚启事为分析
对象并对未婚者和有婚史者加以区分和比较。有研究发现，再婚择偶者相对于大龄初婚者更为看重
对方的责任心和经济条件，对于年龄、外貌、婚史等的要求相对较低（许传新，王平，２００２）；也有研究

针对初婚和再婚择偶市场的对比分析指出，再婚人群中的女性会比男性更早进入择偶市场，在再婚
择偶市场中，高学历男女的比例显著低于低学历者（乐国安等，２００６）。不过，择偶标准仅仅表明了一
种婚前意愿，现实的婚姻缔结过程中往往需要做出适当调整；因此，以已婚者为研究对象对于我们ｒ

解再婚群体的真实状况和特征显然更具意义。
第三类研究是基于大样本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但时间点、面向的地区和群体均有所不同。曾毅
等利用１９８５年开展的第一期生育力调查数据对上海、陕西和河北的女性再婚水平、模式及影响因素
进行了定量分析（曾毅，王德明，１９９５）；张智敏等利用１９９５年全国ｌ％人口抽样调查的湖北数据对
再婚和初婚育龄女性的特征进行了比较（张智敏，陈贤寿，２０００）；基于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
有针对离婚和丧偶人口以及男性和女性的再婚差异的分析（石人炳，２００５），以及再婚人口的各种社
会特征和影响再婚的因素（杨记，２００７）；此外还有基于１９９８年的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

专门对丧偶和再婚的老年人进行的分析（郑真真，２００１）。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了解再婚群
体的特点，但是从中也不难发现，基于不同数据的分析结论存在一定差异；这是因为我国幅员辽阔，
在人口流动程度尚不足以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婚姻市场的情况下．不同地区的婚配状况可谓各有特

色，经济发展水平、城乡人口比例、人口迁移特点等等均会影响到婚姻市场的结构，进而影响到再婚
群体的择偶行为和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特定地区的研究或许要比掩盖了地域和城乡之间差
异性的全国水平的分析更有现实意义。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既有研究基本上是基于２０００年及以前的数据，而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和
文化观念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无疑会对人们的婚姻观念和决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
对近年来的情况进行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再婚人口的主要特征及性别差异

本文用于定量分析的数据来自北京市婚姻登记业务数据库，涉及北京市辖域内的１９个婚姻登
记处（包括１个市级和１８个区县级的婚姻登记处）所采集的信息，共包含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的１１４６２０９条结婚登记记录，其中夫妇双方至少有一人为再婚的有２４２，３９１对

（占比２１．１５％）。另外由于涉外婚姻较为特殊，在分析中选取夫妇双方均为中国国籍（含港、澳、台）的
记录进行分析。
同大部分研究所选用的人口普查数据或针对特定群体的抽样调查数据相比，婚姻登记数据的特
点在于相对全面和准确．也更加适合动态研究的需要。普查数据或抽样调查数据通常是对调查时点
的横断面状态的扫描．也就是说。某一婚姻状态的人口数量是过去多年的离婚、丧偶和再婚水平变动
的累积结果，因此难以准确刻画再婚行为的动态变化；而婚姻登记数据准确记录了各个时点的再婚
者的相关信息，有助于我们客观、动态地把握现实情况。此外，该数据库中包含了最近８年在北京进
行婚姻登记的所有再婚者的完整记录，避免了抽样调查中常见的样本偏差问题，从而为我们准确了

解再婚者的总体状况提供了重要保证。
（一）北京近年再婚人口的总体情况

基于婚姻登记数据的统计，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北京再婚男性总共１９７０５３人，其中丧偶再婚者１９８５５
人（占比ｌｏ．１％）．离婚再婚者１７７１９８人（占比８９．９％）；女性方面，再婚者总共１７３８６１人，丧偶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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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离婚再婚者分别为１８４９０人

表１

北京市近年男女再婚人数的变动

单位：人

（占比１０．６％）和１５５３７１人（占比
８９．４％）。

表１具体显示了不同婚前状
态的男女再婚者的数量在近８年

中的时序变动情况。从中不难看
出，尽管在个别年份出现波动。但
总体上再婚者数量是逐年增多
的，且男性始终多于女性。此外不

论男女，离婚再婚者均占绝对主
体，这与近年来离婚量的逐年上
升密切相关。

数据来源：北京市婚姻登记数据库。
表２北京市近年男女再婚率的比值及变动

单位：人、％

数据来源：２００４、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的男女丧偶和离婚人数来自２００５、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全国人
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一一各地区分性别、婚姻状况的人口”，２００５年的男女丧偶和离婚人数来自２００６年的《中国

人口统计年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一各地区分性别、婚姻状况的人口”；再婚率的比值结合表１的数字计算
得到。

在表１的基础上，同时结合不同婚姻状况的人口基数，表２进一步计算了男女的再婚率之比②。
由表２可见，从“存量”的角度讲，北京自２００４年以来各年份中的男性丧偶和离婚人数均小于女性．
但再婚人数却都高于女性（参见表１）；因此，男性总体的再婚率为女性的２．４倍左右，特别是丧偶再
婚率，近乎女性的３倍，且在时序上基本保持稳定。这一结果意味着北京男性的再婚可能性要大大高
于女性。
上述结果与基于“五普”数据分析的全国水平的情况恰好相反。从２０００年全国整体状况来看．女
性的再婚可能性远高于男性（石人炳，２００５；杨记，２００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村女性的高再婚率
所致；而北京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２０１０年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７８．７％。远高于３４．２％
的全国平均水平（光明网，２０１２），因此北京的再婚人口性别差异必然表现出相异于全国总体的特征。
北京男女再婚状况的差异显示，女性在再婚市场中明显处于“劣势”地位，而曾毅等针对上海、
陕西和河北三地的女性再婚问题的研究也表明，以城市人口为主体的上海女性的再婚率在三省市中
是最低的（曾毅等，１９９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女性的再婚困境。针对再婚人口相关特征以及
②由于宏观统计数字中的丧偶和离婚人数均来自入口抽样调查数据，不确知总体的丧偶和离婚人数．因此无法
计算出准确的男女各自再婚率的数值，但是可以计算出二者再婚率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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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匹配特点的分析将有助

表３再婚者的婚次匹配分布

单位：％

于我们对这一现象的理解。

（二）再婚人口的婚次匹配
对于再婚男性和女性而言，
在再次择偶的过程中，初婚者和
再婚者均是潜在的婚配对象：但
从表３所示的婚次匹配的分布

数据来源：基于北京市婚姻登记数据库计算。下同。

结果来看，显然具有相同婚姻状

态的男女进行匹配的频率更高一些，郎再婚者主要是内部之间进行婚配。
另一方面，再婚者的婚次匹配表现出了一定的性别差异．再婚女性与初婚男性的婚配比例

（２５．７２％）明显低于再婚男性与初婚女性的婚配比例（３４．４６％）；这一点在离婚再婚的人群中表现更
为突出，“离婚男性＋初婚女性”的组合所占比重比“离婚女性＋初婚男性”的组合高出１０多个百分

点。这表明再婚女性相对于再婚男性在婚配中处于一定的劣势地位，男性的婚姻经历对其再婚的影
响要小于女性。

（三）再婚人口的年龄结构

．

表４再婚者的年龄分布

单位：％

相对于初婚人口，再婚人口的平均
年龄通常要偏大一些。根据近８年的婚

姻登记数据计算，北京市丧偶男性和女
性的平均再婚年龄分别为５５岁和４８
岁，离婚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再婚年龄分
别为４１岁和３８岁：表４具体显示了再
婚男性和女性在不同年龄区间的分布
情况。

由表４可见，男性再婚年龄的分布
相对于女性要“滞后”且更加分散。对于
丧偶再婚者，男性以４０岁以上为主，特
别是６５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了很高比

重；而女性主要集中在３５—５９岁的区间，老年女性的比例显著下降。对于离婚再婚者，男性集中在
３０—５４岁的区间，女性则集中在２５—４９岁的区间；在高年龄段的分组，男性再婚者的比例明显高于女
性。

结合表５所示的分别从男女再婚者的角度计算的平均夫妇年龄差③，可以更好地理解表４所显
示出的男女再婚者在年龄分布上的差异。从再婚男性的角度看，随着男性年龄区间的提高，平均夫妇

年龄差也在直线上升，特别是６５岁及以上的男性再婚老人，平均要比妻子大１３岁多。反观再婚女
性，随着女性年龄的提高，平均夫妇年龄差大致表现出先减后增的趋势；尽管夫妇的年龄匹配同样呈
现“男大女小”的模式．但年龄的差值相对小了很多，基本在３岁上下波动。由此可见，相对于初婚男

性。再婚男性在婚配过程中表现出了更强的“年龄向下婚”的倾向④，即选择年龄大大低于自己的女
性为伴侣：这样，年龄偏大的、特别是５０岁以上的中老年丧偶／离婚女性就在婚姻市场中处于非常不

③夫妇年龄差以“丈夫年龄一妻子年龄”计算，在数据库中处理为“妻子出生年份一丈夫出生年份”。
④基于数据库的计算表明，北京市近８年初婚夫妇的平均年龄差为１，７８岁，初婚男性和再婚女性组合的平均年
．龄差为Ｏ．１６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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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地位。年龄匹配的性别

表５不同年龄段再婚者的平均夫妇年龄差

单位：岁

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

北京市近年来处于丧偶和离
婚状态的女性数量始终多于
男性的原因。

（四）再婚人口的教育程
度

理论分析和跨文化实证
研究的结果表明，教育程度
低的女性在失去配偶后倾向
于再婚，而教育程度高的女
性由于就业和收入相对稳定

而倾向于保持独身状态：而
男性方面的情况则
恰好相反（Ｓｍｉｔｈ

ｅｔ

表６处于不同婚姻状态的男性和女性的教育程度分布

单位：％

ａ１．，１９８４；石人炳，
２００５）。针对北京市

离婚人群的学历水
平的分析结果印证
了上述观点。
在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年间．北京共有
２１１３６８对夫妇登记
离婚（离婚后复婚，然后又离婚的情况只计人一次），其中有１７７１９８位男性和１５５３７ｌ位女性在８年
中有过再婚经历，其余的人尚未再次走人婚姻。表６显示了离婚后曾经再婚者和离婚后保持独身者
在学历水平分布上的对比情况，可见男性和女性呈现出了完全相反的模式。对于男性来说，离婚后再
婚者的学历水平明显向高学历方向倾斜，有６５％以上的人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比离婚后独身者的
相应比例高出２５％；女性方面则正好相反，离婚后再婚者的学历水平明显向低学历倾斜，具有大专
及以上学历者的比例仅３６％，而离婚后保持独身的女性中，这一比例是６６％。基于双样本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ｍｏｖ检验的结果进一步表明，不论男性还是女性，离婚后的再婚者与保持独身者在学
历水平分布上的差异是显著的。由此可见，教育程度对于男性和女性再婚的影响是反向的。
（五）再婚人口的户籍特征
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的人口流动性大大增强，到２０１０年已达到全国２．２１亿的规模（国家人口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２０１１）。人口流动规模和速度的加快改变了城市的人口结构，北京作为一个典型的外
来人口流人地，其婚配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人口流动的影响。根据婚姻登记办法的规定，在北京进
行婚姻登记的夫妇中只要有一方具备北京户籍即可，因此数据库中的夫妇不乏本地人口（有北京户
籍）和外地人口（无北京户籍）的组合，夫妇的户籍组合也有３种可能：北京男＋北京女、北京男＋京外
女、京外男＋北京女。

从表７所示的再婚人口及其配偶的户籍分布可以看出，虽然男女再婚者均以本地人口为主，但
男性中本地人口所占的比重明显更高；而在配偶选择方面，再婚女性更加倾向于与本地男性婚配．再
婚男性则有近４０％选择了外地女性成婚。可见北京本地女性在再婚市场中处于“被挤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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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显示了北京市近８年来再婚男

表７再婚人口及其配偶的户籍状况分布

单位：％

性和女性的夫妇户籍组合的分布情况，可

见随着外来人口流人的增加，本地人口之
间的通婚比重在逐年下降；另一方面，本
地再婚男性与外地女性的通婚比例要大

大高于本地再婚女性与外地男性的通婚
比例。表８的结果进一步表明，北京本地的再婚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受到了不小的挤压。
表８再婚男性和女性的夫妇户籍匹配情况的分布

单位：％

三、对城市女性再婚困境的分析
基于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婚姻登记数据的计算，北京市近年来离婚和丧偶女性的再婚率只有男
性的４０％左右；在北京这样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女性在再次婚配的过程中明显处于更加不利的地
位。这种再婚困境可以从两性的个体差异和匹配特点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从个体比较的角度讲，在失去配偶的情况下，女性通常比男性受到的打击更大。美国在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的一项调查就表明，被访的离婚妇女中有３７％的人有低度精神创伤，２ｌ％和４２％的人分别有
中度和高度精神创伤，且她们从创伤中恢复的时间也相对男性更长（古德，１９９３）。另一方面，尽管我们
在法律上始终倡导婚姻自由和平等，社会文化和舆论对于离婚也更加包容，但对离婚者的偏见与歧视
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且对离婚女性尤甚，诸如“寡妇门前是非多”之类的说法即反映了失婚女性的尴尬
和孤立。此外，受我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主流家庭分工模式的影响，男性通常占有更多的社会
资源，其社会关系网络往往比女性的规模大且异质性高；这一特点在女性有了孩子之后往往更加突
显。这样，不论是失婚后所面临的压力还是再婚前所拥有的机会，女性相比男性均处于下风。
更重要的是，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匹配行为，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从婚姻匹配的视角可以更
好地理解城市女性的再婚困境。婚姻匹配理论中有“同类匹配”和“婚姻梯度”之说，一方面人们倾向
于选择与自己条件相当的异性进行同质结合；另一方面男性往往选择各方面条件略低于自己的女性
为伴侣，即“男高女低”的向下婚模式（Ｂｅｒｎａｒｄ，１９８２）。上述匹配特征在北京近年再婚人口的婚配中
得到体现，而这种匹配模式对于女性再婚更为不利。
就再婚市场中的人口性别比来看，离婚产生的可再婚男女数量是一样的，而由于男性的死亡率

通常高于女性从而使丧偶女性多于男性（从北京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来看近年来一直如此），因此再
婚市场中的女性求婚者通常多于男性，即女性处于受挤压的状态；另一方面，初婚市场和再婚市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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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再婚人口的性别差异看城市女性的再婚困境

非分割的，可再婚的男女均可到初婚市场寻找伴侣，但男女的机会却有所不同。就本文所分析的北京
的情况来看。再婚男性与初婚女性结合的比例大大高于再婚女性与初婚男性结合的比例，这意味着
再婚女性在整体婚姻市场中受到进一步的挤压。

从年龄匹配的角度看，男性再婚者的夫妇年龄差大大高于初婚者，也高于女性再婚者，即再婚男
性更倾向于在低龄女性中选择配偶。由再婚者的年龄区间分布可见，再婚男性的年龄分布明显要比

女性均匀，女性的再婚年龄区间则相对集中，说明女性在再婚过程中面临着更大的“时间”压力。
教育也是婚姻匹配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对于男女在再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却是相反的。良
好的教育水平通常意味着较好的社会地位、稳定的工作及收入，这些对于男性而言往往是“加分”条
件：而受男性普遍的“向下婚”择偶心理的影响．较高的教育程度则成为女性再婚的障碍，使其再婚
时的选择余地缩小。而且就女性自身而言，特别是现代观念和独立意识较强的城市女性，高学历者通
常经济压力也比较小。这些女性在考虑再婚时往往更加慎重，她们很可能错过了再婚的时机，或者干
脆放弃再婚。
最后，在我国当前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外来人口的增多也对北京这样的人口流人地
的婚姻市场产生了很大影响。毕竟户籍在我国现阶段仍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大城市的户籍，因其与
丰富的公共资源、更好的社会福利等相联系而日益成为婚配中的优势条件。从北京再婚人口户籍匹
配的情况不难看出，在婚姻梯度的作用下。较高比例的本地再婚男性选择外来女性为伴侣，但只有很

小比例的本地再婚女性与外来男性结合；显然，北京本地的女性在再婚过程中进一步受到了外来女
性的挤压。

婚姻解体后是否选择再婚一方面取决于当事人的自身条件和个性、观念，另一方面也受到特定
地区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婚姻匹配特点的客观影响。从本文对北京再婚人口的性别差异的分析可以
看出，城市失婚女性面临着很大的再婚困境，再婚市场的男少女多本就使之处于不利地位，而双方在
婚次、年龄、学历、户籍等因素上又表现出明显的“男高女低”的婚配倾向，这对于初婚年龄偏大、学
历水平普遍较高的城市女性而言，无疑又进一步缩小了选择余地。
尽管再婚也可能产生新的问题．但作为对不幸婚姻的一种弥补方式．再婚可以说是社会进步的
积极产物；再婚过程中，城市失婚女性客观上处于相对弱势位置，但若能从主观上适当调整择偶观念
和心态。仍然拥有幸福新婚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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