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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始于择偶。择偶是缔结婚姻、建立家庭的

第一步，择偶对婚姻的意义受到普遍关注。White
对离婚原因的综述中指出“择偶是反映婚姻如何建

立的信息，对婚姻发展有预测作用”[1]。Eastwick和

Finkel发现伴侣与理想择偶标准的匹配程度影响亲

密关系的质量[2]。

Buss最早通过跨文化研究发现择偶的性别差

异，男性关注生理吸引力，女性重视经济能力和情感

联结 [3]。乐国安、风笑天在对中国青年的研究中验

证了Buss的观点[4-6]。然而随着时代变迁，中国青年

的择偶标准发生巨变[7-13]。社会学研究指出，我国择

偶观在上世纪末经历了“政治本位”、“知识本位”、

“经济本位”的阶段变化 [13] ，部分研究者认为物质条

件已逐渐成为择偶的门槛[12，14]。心理学研究发现中

国青年对不同择偶标准关注度的变化曲线不同，品

德关注度越来越高，事业关注度在下滑后有所上升
[11]。当前中国青年择偶标准是否仍存在性别差异和

“物质化”需要进一步探讨。

九十年代中择偶“物质化”和离婚率上升成为重

要的社会现象，研究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紧密联

系。White指出过度关注经济水平等外在可变因素

体现了不稳定的婚姻基础，对婚姻发展有负向预测

作用 [1]。叶文振认为“拜金”导致脆弱的感情基础，

以致婚姻生活缺乏情感活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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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偶研究的关注点从“特质”向“结果”的转变，

促使心理学领域开始探讨择偶对婚姻的影响机制
[16]。研究者认为择偶标准是对配偶的期待模式，配

偶满足期待的程度才是影响婚姻满意度的因素[17]，

Hackel与 Rubel的研究发现期待得到满足的个体对

婚姻质量有更高的评价[18]。然而，期待满足程度是

配偶与婚前期待的一致性大小，仅体现了择偶的积

极结果，不能考察配偶与个体期待不一致的部分。

研究发现，婚姻期待的消极结果也与婚姻质量有

关。李银河访谈北京离婚夫妻发现，41.9%的人认

为离婚原因是婚姻基础不好，配偶并不符合自己的

标准[19]。Ruvolo等人发现配偶的期待受挫可以预测

夫妻双方的低婚姻满意度，且对妻子的预测作用更

大[20]。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将引入“期待未满足”

作为择偶期待的消极结果，分析其对婚姻满意度的

影响。

纵观以往研究存在这样一些问题：首先，分别探

讨择偶标准的重要性和期待满足程度对婚姻满意度

的影响，尚无研究比较二者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作

用大小，也未考察消极择偶结果对婚姻满意度的影

响。其次，研究对象多为大学生或婚龄多年的夫妻；

大学生择偶理想化，自我报告的择偶标准与真实的

择偶过程并不一致[21]，且尚处未婚，不能分析其择偶

标准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已婚多年的夫妻对配偶的

期待产生变化，自我报告的择偶标准同样不能反应

择偶过程。本研究基于中国文化背景重新编制择偶

标准问卷，选用刚经历择偶阶段的新婚夫妻作为研

究对象，分析我国新婚夫妻择偶标准重要性和婚后

期待满足、未满足的特点，并探讨择偶标准与婚姻满

意度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通过网络宣传、社区合作和熟人介绍三种方式

分别招募 211对、62对和 5对北京市新婚夫妻，278
对夫妻均为初婚，目前尚无孩子或孩子尚未出生。

研究发放 278对夫妻问卷，收回 278对，筛选出

婚龄在36个月内的新婚夫妻268对。其中5对夫妻

至少有一方在因变量（婚姻满意度）量表中出现矛盾

答题，属于无效问卷，最后有效问卷263对。丈夫的

年龄为 29.62±3.27岁，妻子年龄为 28.13±2.53岁。

婚龄在一年内、一至两年、两至三年的夫妻分别有

149对、74对和40对，结婚时间为13.57±11个月。

1.2 研究工具

1.2.1 择偶标准量表 《新婚夫妻择偶标准问卷》

由道德品质（5项）、生活品味（5项）、社会经济地位

（7项）和发展前景（3项）四个因素，共20项常见的择

偶标准组成，每个项目包含重要性和期待满足两个

维度。“重要性”维度指向择偶过程中对配偶的期待，

“期待满足”维度是配偶符合婚前择偶标准的程度，

均采用四点正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择偶标准的重

要性和期待满足程度越高。分别对择偶标准重要性

和期待满足分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允许项目

的两个残差相关。“择偶标准重要性”和“择偶标准期

待满足”分量表模型的GFI、NNFI、CFI、IFI等拟合指

数分别在 0.93~0.97、0.90~0.93 之间，χ2/df 分别为

1.93（χ2=241.76，df=125）和3.35（χ2=469.57，df=140），
RMSEA分别为0.04和0.06。除样本量较大使“择偶

标准期待满足”分量表的χ2/df偏大外，其余拟合指数

均在良好范围内，说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本研

究中，丈夫和妻子在择偶标准重要性的社会经济地

位、发展前景、道德品质和生活品味四个维度及总量

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在 0.74~0.86，0.58~0.82之
间；在择偶标准期待满足的四个维度和总量表上的

Cronbach α系数分别在0.73~0.92，0.67~0.88之间。

1.2.2 婚姻满意度量表 采用Norton等人编制的

《婚姻质量问卷》（Quality of Marriage Index，QMI）修

订版。量表共有6个项目，前五题是七点计分，第六

题采用十点计分对婚姻关系进行总体评价。所有题

目均为正向计分，总分越高，婚姻满意度越高。本研

究中，丈夫在该量表上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4，妻
子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6。
2 结 果

2.1 新婚夫妻择偶标准重要性、期待满足和期待

未满足的特点

将择偶标准重要性和期待满足的分数标准化，

二者标准分之差表示择偶标准期待未满足的程度；

分数越高，择偶标准期待未满足的程度越高。

表1中Tukey事后检验表明，丈夫和妻子的择偶

标准重要性的四个维度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

（丈夫：3>4>2>1，χ3- 4=0.62，χ4- 2=0.38，χ2- 1=0.21，P<
0.001；妻子：3>2>4>1，χ3-2=0.32，χ2-4=0.38，χ4-1=0.35，
P<0.001）。夫妻均认为道德品质和社会经济地位分

别是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择偶标准，妻子认为配偶

的发展前景比生活品味重要，丈夫反之。使用配对

样本 t检验分别比较四个维度的夫妻差异，结果表

明妻子均在P<0.001水平上显著高于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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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在道德品质期待满足上的得分均最高，其

次，妻子依次是发展前景、生活品味和社会经济地

位，丈夫依次是社会经济地位、生活品味和发展前

景，事后检验表明，夫妻的道德品质期待满足均与其

它维度存在显著差异（丈夫：3>1=4=2，χ3-1=0.21，χ3-

4=0.31，χ3-2=0.31，P<0.05；妻子：3>2=4=1，χ3-2=0.34，χ
3-4=0.38，χ3-1=0.44，P<0.05）。配对样本 t检验结果显

示丈夫只在社会经济地位的期待满足中显著高于妻

子（P<0.001）。
丈夫的发展前景、生活品味以及妻子的生活品

味期待未满足得分为负数，表明该标准已经达到最

初的期待水平。配对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四个维度

的期待未满足均不存在显著的夫妻差异，Tukey事
后检验说明夫妻不同因素的期待满足均不存在两两

差异。

重要性

期待满足

期待未满足

丈夫

妻子

t1
丈夫

妻子

t2
丈夫

妻子

t3

社会经济地位

2.36±0.19
2.70±0.12
-8.07***
3.34±0.11
3.15±0.21

4.31***
0.005±1.51
0.009±1.44

0.01

发展前景

2.56±0.14
3.42±0.01
-17.21***
3.23±0.03
3.25±0.07
-0.36

-0.002±1.34
0.006±1.23
-0.06

道德品质

3.56±0.22
3.74±0.17
-5.81***

3.55±0.24
3.59±0.22
-1.37

0.006±1.20
0.000±1.15

-0.08

生活品味

2.95±0.22
3.05±0.44
-2.72***
3.24±0.12
3.21±0.13

0.55
-0.006±1.45
-0.005±1.31

0.03

F
242.82***
271.37***

20.57***
42.70***

0.003
0.006

事后检验

3>4>2>1
3>2>4>1

3>1=4=2
3>2=4=1

注：t1、t2、t3分别为择偶标准重要性、期待满足和期待未满足的夫妻配对 t检验结果；对择偶标准重要性和期待满足的Tukey事后

检验中，1=社会经济地位，2=发展前景，3=道德品质，4=生活品味；*P<0.05，**P<0.01，***P<0.001，下同。

表1 新婚夫妻择偶标准重要性、期待满足与期待未满足的特点的描述统计（χ±s）

表2 新婚夫妻择偶标准重要性、期待满

足、期待不满足程度与婚姻满意度的相关

2.2 新婚夫妻择偶标准重要性、期待满足及期待

未满足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表 2显示，丈夫和妻子的择偶标准重要性与双

方婚姻满意度的相关均不显著。丈夫和妻子的择偶

标准期待满足均与其自身的婚姻满意度显著正相

关，期待未满足程度与其自身的婚姻满意度显著负

相关；妻子的择偶标准期待满足与未满足程度分别

与丈夫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和负相关，同时，

丈夫的社会经济地位、道德品质和生活品味的期待

满足与妻子婚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丈夫的道德品

质和生活品味的期待未满足与妻子的婚姻满意度显

著负相关。

2.3 新婚夫妻择偶标准期待满足、期待未满足对

婚姻满意度的预测

相关结果表明择偶标准重要性与婚姻满意度无

关。因此以夫妻的婚姻满意度为因变量，夫妻择偶

标准各维度的期待满足和未满足为自变量，采用逐

步进入的回归分析进一步比较期待满足和期待未满

足对婚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大小。

表3显示，以丈夫婚姻满意度为因变量，丈夫生

活品味期待满足（β=0.23，P<0.01）、妻子道德品质期

待满足（β=0.23，P<0.01）、丈夫道德品质期待满足

（β=0.21，P<0.01）和妻子道德品质期待未满足（β=-
0.17，P<0.01）进入预测模型，并且期待满足正向预

测、未满足负向预测丈夫婚姻满意度，总解释率为

38%。以妻子婚姻满意度为因变量，妻子道德品质

期待满足（β=0.52，P<0.001）、妻子发展前景期待满

择偶

标准

重要性

择偶

标准

期待

满足

择偶

标准

期待

未满足

丈夫

妻子

丈夫

妻子

丈夫

妻子

社会经济地位

发展前景

道德品质

生活品味

社会经济地位

发展前景

道德品质

生活品味

社会经济地位

发展前景

道德品质

生活品味

社会经济地位

发展前景

道德品质

生活品味

社会经济地位

发展前景

道德品质

生活品味

社会经济地位

发展前景

道德品质

生活品味

丈夫婚姻满意度

-0.1
0.02
0.04

-0.02
-0.06
-0.04
-0.01
0.02
0.29***
0.28***
0.50***
0.45***
0.26***
0.25***
0.48***
0.24***

-0.29***
-0.19**
-0.39***
-0.32***
-0.23***
-0.23***
-0.42***
-0.16*

妻子婚姻满意度

0.02
-0.01
0.05
0.06

-0.11
0.02
0.11

-0.01
0.16*
0.12
0.31***
0.31***
0.42***
0.42***
0.64***
0.37***

-0.117
-0.09
-0.22***
-0.18**
-0.36***
-0.32***
-0.45***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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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β=0.14，P<0.05）、丈夫生活品味满足（β=0.11，P< 0.05）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总解释率为41%。

变量

丈夫生活品味期待满足

妻子道德品味期待满足

丈夫道德品质期待满足

妻子道德品质期待未满足

R2

丈夫婚姻满意度

b
2.28
2.78
2.28

-0.72
0.38

SE
0.66
0.79
0.70
0.26

β
0.23**
0.23**
0.21**

-0.17**

变量

妻子道德品质期待满足

妻子发展前景期待满足

丈夫生活品味期待满足

—

R2

妻子婚姻满意度

b
8.69
1.42
1.49

—

0.41

SE
1.00
0.59
0.72

β
0.52***
0.14*
0.11*

表3 婚姻满意度对择偶标准期待满足、期待未满足的线性回归分析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新婚夫妻在择偶标准重要性中既

有一致性又有差异。夫妻均认为社会经济地位是最

不重要的择偶标准，这与前人研究中指出的“我国青

年择偶物质化”并不一致。此外，该研究发现发展前

景比社会经济地位更重要，说明“物化”是对择偶外

在标准的错误解读，个体关注的是配偶事业前景和

改善生活的能力，并非当前所占有的社会资源，由此

可见，当前的择偶标准并非坐享其成的享乐主义。

丈夫关注配偶的生活品味，妻子关注配偶的发

展前景，这与Eastwick和 Finkel等人的研究结果一

致[22]。Winch的“需求互补理论”认为择偶时主要考

虑各种需求的相辅相成[23]。我国传统的性别分工为

“男主外，女主内”，男性投身工作，对配偶的家务操

持能力需求高；女性则通过配偶的发展前景弥补自

身事业能力的欠缺。此外，Arthuraron和Elainen等

人用自我扩张模型（self-expansion model）解释这一

现象，认为个体通过与自己不相似的人发展伴侣关

系将其资源、观念和认同方式等纳入自我以寻求更

大的自我扩张[2]。

本研究表明择偶标准的重要性与婚姻满意度无

关，期待满足正向预测婚姻满意度，期待未满足负向

预测婚姻满意度。这一结果说明择偶标准通过夫妻

双方期望-满足的互动模式影响婚姻满意度[24]。研

究中进入回归模型的预测变量除妻子道德品质期待

未满足之外，均为不同维度择偶标准的期待满足。

因此，择偶期待的积极结果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比

消极结果更强。

预测模型中共同因素影响夫妻的婚姻满意度的

结果体现了婚姻关系中的主客体效应。如妻子的道

德品质期待满足同时正向预测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

度，当丈夫满足妻子对配偶的情感联系、内涵素养的

要求时，妻子的婚姻满意度提高，同时在婚姻中表现

出更多的包容、牺牲等积极行为，从而提升丈夫的婚

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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