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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约会到同居:“他的”和“她的”同居决策比较*

———基于“90 后”流动青年同居者的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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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未婚同居现象在中国日趋增多，但对于年轻人如何从约会发展到同居、性别是否以及怎样影响同居的动机与意义

还缺乏研究。本文通过对 94 名正在同居和近期经历同居的“90 后”乡－城流动青年的深入访谈，从性别视角探讨了影响年轻

人从恋爱交往向同居转变的因素。研究发现，流动青年受访者的同居，无论男女大部分发生在有结婚意图甚至是订婚之后，但

在同居决定如何受结婚目标推动上出现了明显的性别特征，女性更多地因道德规范压力，男性更多地出于经济和时间成本。

同时，一些流动青年的同居决策也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如为了相处或居住上的便利以及意外怀孕的发生，往往会推动男女加

快向同居的转变; 经济层面的考虑对同居决定的影响则因性别而异，女性更有可能出于经济需要而加快同居，而男性更多地因

经济紧张而推迟同居。总之，传统性别文化规范和农村婚姻市场变动延伸到同居，并影响流动青年男女的同居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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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married cohabitation is increasing markedly among young people in China． However，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they transi-

tion from dating to cohabitation，whether and how gender affects the meanings and motivations associated with cohabitation． Drawing on

data from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94 rural-city floating young adults who were born“post－90s”and have current or past experience of

cohabitation，this exploratory study investigates the factors behind the transition from romantic relationships to cohabitation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We find that majority of the interviewees，regardless men and women，chose cohabitation after they had marriage intentions or

even engagement． However，strong gender differences emerge in the decision to live together that was driven by the goal of marriage be-

tween women who were more constrained by the rules of ethics and men by the cost of financing at the time． We also find that some re-

spondents cohabited for practical reasons，such as the convenience of getting along or housing，unplanned pregnancy often expedited the

transition to cohabitation for men and women who already planned to marry． The impact of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on decisions to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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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it was clearly gendered，with women more likely to accelerate cohabitation because of financial necessity，while men more likely to de-

lay cohabitation because of financial constraints． Overall，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traditional gendered culture norms and the changes

in the rural marriage market both help shape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their decisionson entering into cohabitation．

未婚同居现象快速增长是近年来中国婚姻家庭

领域的显著变化之一。新近的全国性调查数据显示，

在 2000－2009 年进入初婚的人群中，有 28%的男性和

26%的女性在婚前与配偶同居; 而在 20 年前，即在

1980－1989 年进入初婚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仅为 4%

左右［1］(PP3－16)。日渐增多的未婚同居现象引起了国内学

界的关注，一些研究讨论了未婚同居在中国兴起的社会、

文化和制度原因［2］(PP44－49)［3］(PP8－15)［4］(PP95－98) ; 另一些研究直

接或间接地考察了青年人对同居的态度［5］(PP1－8)［6］(PP20－26)、

初婚前同居的发生水平与影响因素［1］、婚前同居对

个体心理和婚姻家庭的影响［7］(PP36－40)［8］(PP13－22) 等。然

而，中国年轻人如何从约会交往发展到同居? 在什

么样的条件下会走向同居? 性别是否以及如何影响

同居决策? 对这些问题尚缺乏探讨。

本文从性别视角出发，理解影响年轻人从交往

向同居过渡的各种因素，“他的”和“她的”同居决

策是否以及如何不同。本文基于对正在同居和近

期经历过同居的“90 后”流动青年的深入访谈，试

图从同居者认识和解读自我的同居过程出发，探讨

年轻人同居的动机、意义以及其中的性别差异，以

增加对未婚同居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对婚姻和家庭

影响的理解。

一、研究回顾

( 一) 未婚同居:“他的”与“她的”不同

未婚同居曾被认为是一种相对平等的生活安

排。这一观点最早由美国学者菲利普·布卢姆斯坦

( Blumstein，P．) 和佩波尔·施瓦兹( Schwartz，P．) 在其

经典著作《美国的夫妇们》( American Couples: Money，

Work，and Sex) 中提出，根据对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

调查所获资料的分析发现，同居伴侣在价值观念和行

为表现上要比已婚夫妇更为性别平等［9］(PP876－905)。此

后的一些实证研究也有类似发现，如基于定量调查

的结果显示，持有平等和非传统家庭角色观念的年

轻人更有可能选择同居而非结婚作为他们的初次伴

侣关系［10］(PP873－893)［11］(PP609－634)。一些间接证据也表明，

与已婚夫妻相比，同居伴侣表现出较少的性别角色

分工，在经济上更倾向于共同负担开支而非“男性养

家”模式［12］(PP587－607)［13］(PP333－356)。

然而，其他经验性证据表明，同居不一定是一种

平等关系，“他的”同居与“她的”同居也有很大不

同。例如，不少研究发现，在同居伴侣中，只有男性

一方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显著影响

结婚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同居对男女的经济要求是

不对等的［14］(PP331－341)［15］(PP833－846)。此外，同居关系中的

家务劳动同样存在性别间不对称现象。研究大多发

现，同居者与已婚人士并无多大区别，同居男性做家

务的时间与已婚男性一样少，而女性在两种关系中

承担着绝大部分家务［16］(PP327－347)。有研究追踪了男女

进入同居关系之后家务劳动时间的变化，发现男性

在同居后减少了家务时间，而女性在同居后的家务

时间则会增加，这表明进入同居会导致做家务行为

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具有和婚姻相似的性别差异

模式［17］(PP700－711)。
20 世纪末以来，同居发展成为欧美社会大多数

年轻人“标准的”生活经历［18］(PP211－251) ，但同居过程的

性别化特征仍然明显。一是在进入同居之前，虽然

男性和女性都可能认为同居是“测试”双方是否合

适的机会，但女性更有可能是在有结婚意图之后通

过同居来进一步检测这段关系，对她们而言，同居意

味着更大的关系承诺和结婚可能。相比之下，男性

更倾向于将同居理解为一种真正的“测试”机制，与

承诺和婚姻没有直接的关联［9］［19］(PP553－560)。二是在保

持同居关系期间，女性要比男性面临更大的结婚规

范压力，尤其是在她们怀孕之后［20］(PP311－328)［21］(PP701－732)。

此外，同居伴侣依然固守着一些传统的性别规范和

期待，如同居者的结婚意愿和男性伴侣的养家能力

有直接关联［22］(PP680－696) ，大多数打算结婚的同居伴侣

认 为 男 性 应 该 主 动 求 婚，而 女 性 应 该 等 待 求

婚［23］(PP482－506)。这些迹象都表明，男女可能会因不同

的动机或目标而同居，同居的意义和体验也可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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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别差异。
国内对青年人同居性别差异的了解主要依赖

问卷调查中有关同居态度的数据。已有的调查结

果一致 表 明，男 性 对 同 居 的 接 受 度 比 女 性 更 高。
2002 年对上海、成都20－30 岁未婚青年的调查显

示，59% 的男性赞同“如果打算以后结婚的话，婚前

同居没什么不对”，女性对此表示认同的比例只有

42%［24］(PP12－22)。另外，男性对“单身男女即使不想结

婚也可以同居”的赞同度高于女性［5］。从社会变迁

的视角来看，中国青年男女在同居态度上的差异，并

未随同居现象上升而变得不再明显。一项利用中国

综合社会调查( CGSS) 2005 年和 2015 年数据的研究

显示，无论是在 2005 年还是在 2015 年，青年男性都

要比女性对未婚同居持更加宽容的态度［6］。
少量研究探讨了同居动因与体验的性别差异。

许传新等认为，大多数男女都期望通过同居找到理

想的终身伴侣，但男女双方为此付出的“成本”不

同: 女性在同居中要付出自己的贞操、性恩惠，以及

承受道德舆论的压力; 男性则没有社会所公认的必

须付出的代价［2］。不过，这些推断至今尚缺乏经验

资料的支持。虽然有几项实证研究探究了同居者个

体决定同居时所考虑的因素以及同居体验，但并未

关注性别差异。例如，罗媛等对 4 名同居女性进行

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女性进入同居的最大动机是结

婚，但婚前同居行为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冲突，容

易导致同居女性产生情绪和心理障碍［7］(PP36－40)。由

于该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女性，故无从得知男性的同

居动机与体验，以及是否与女性不同。新近一项对

35 名有未婚同居经历青年的质性研究发现，大都

市高学历的城－城流动青年同居者中存在三种同居

动机倾向: 以性、物质、情感方面的暂时满足的工具主

义动机，因崇尚爱情而抗拒婚姻制度的“不婚”的理想

主义动机，以及遵循传统角色规范但由于种种结构性

压力而被迫“等婚”的规范主义动机［25］(PP123－129)。尽管

样本同时包含了男性和女性，但该研究并未考察这

三种同居动机倾向背后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
( 二) 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未婚同居与性别差异

不少经验研究表明，“先流动，后婚恋”的新生代流

动人口有婚前同居经历的比重显著高于“老一代”［3］，

他们为什么同居以及同居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日渐引

发关注。一些研究通过对诸如“怎么看待不结婚先同

居”“是否接受与对象同居”“试婚有助于婚后的适应”
等问题的调查，以观念态度层面的看法来推测流动青

年男女的同居动机和意义［26］(PP125－128)［27］(PP71－75)［28］(PP39－45)。

该类调查结果表明，流动青年女性比男性对待未婚

同居的态度更为保守。也有研究通过对流动青年婚

恋状况和心态分析来推测他们的同居动因，研究认

为大多数流动青年的同居是出于排解在异乡打工过

程中的 生 活 无 聊 与 孤 独，满 足 性、陪 伴 和 心 理 需

求［29］(PP106－111)［30］(PP54－60) ，但这些研究都没有关注男女同

居动因的差异。
总的来说，目前尚缺乏详细探讨新生代流动人

口同居动因和意义的经验资料，也不清楚男女是否

受到不同的动力和目标驱使。不过，一些间接研究

结果暗示着男女在进入同居时考虑的因素或许有所

不同。例如，乡村社会对男女两性道德的双重标准

依然明显，并对新生代流动女性在婚前性行为和未

婚先孕等行为方面有重要影响［31］(PP41－46)。这意味着

在从恋爱交往向同居转变时，流动青年女性更有可

能受到道德规范压力的约束，使她们对同居持谨慎

态度，重视关系质量和承诺，将同居与婚姻紧密相

连。另外，在人口迁移流动和性别结构失衡的双重

冲击下，不少地区的农村男性，包括流动青年男性在

内，面 临 着 日 趋 严 重 的 婚 姻 挤 压［32］(PP21－30)［33］(PP67－76)。

农村婚姻市场的变动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流动青

年男性的婚恋实践，让他们在进入同居关系时重

视这种关系是否可能走向婚姻。此外，“宿舍”是

流动人口群体较为普遍的居住安排［34］(PP33－39) ，如果

搬离宿舍在外租房同居，房租是一笔无法忽视的

新增开支，按传统性别角色分工规范，男性通常负

有主要责任，因此，房租压力在流动青年男性的同

居决定中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总之，

未婚同居作为一种亲密关系实践，会受到人们所

处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情境的制约，流动青年的同

居动因和对同居的意义界定可能会因性别差异有

所不同。
二、研究资料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青年同居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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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访谈，让他们讲述自己的同居经历和决策过

程，特别是他们“何时”和“为何”决定同居。本文

重点关注同居决策过程的性别差异模式，为控制其

他一些关键的人口经济特征的影响，将研究对象限

定为流动青年群体，而且是农业户口、未受过高等

教育( 本科以下学历) 的乡－城流动青年，也即学界

普遍界定的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群体。本文还将“90
后”作为目标对象，因为这个年龄群体正处于择偶、
成家的关键时期，也是最易选择初婚前同居的人群。

本文分析基于对 94 位“90 后”男女流动青年同

居者一对一的深度访谈展开。访谈对象中，37% 当

前正在同居，48% 已经由同居进入初婚，还有 15%

为同居后分手且目前单身。访谈的内容包括与伴侣

的结识途径，恋情发展经过以及如何搬到一起居住，

同居的原因以及影响他们做出同居决定的因素，同

居前后对于恋爱关系未来发展的讨论。调查研究

还涉及其他一些议题，包括成长背景、流动和工作

经历、恋爱经历，也包括父母等家人对被访者婚恋

的态度、家乡的婚配习俗与现状。这些更广泛的问

题为个体的同居决策提供了补充信息，有助于对调

查结果的解释。调查于 2017 年 6 月至 2019 年 4
月进行，调查地点包括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杭州、苏
州、南通，珠三角地区的深圳、广州、河源，以及北京

和长沙共 9 个城市。访谈由本人或本人与课题组

成员共同进行。访谈时间一般为 1－2． 5 小时，大部

分为 1． 5 小时左右。每场访谈都进行了现场录音，

然后录音被逐字转换为文字。
表 1 列出了深入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样本包

括 46 名男性和 48 名女性，年龄为 20－29 岁，男女的

平均年龄基本相当，分别为 24． 1 岁和 24． 2 岁。受

访者来自全国 18 个省份( 未在表 1 中列出) 。大多

数受访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和大专，而男性样

本以初中和高中为主。受访男性以从事制造业居

多，包括生产线工人和技术工人; 受访女性则以商业

服务业居多，包括从事商场销售和收银、美容等工

作。受访者普遍为初次同居，男性有 2 次同居行为

的比例稍高于女性。进入当前 /上次同居时的年龄，

男性最小为 17 岁，女性最小为 15 岁; 平均年龄为男

性 21． 6 岁、女性 21． 2 岁。

表 1 样本的人口经济特征和同居经历分布情况

单位: %

男 女 总体

人口经济特征

调查时平均年龄( 岁) 24． 1 24． 2 24． 1
年龄范围( 岁) 20－28 20－29 20－29
受教育程度

初中 37． 0 20． 8 28． 7
高中 /中专 /技校 34． 8 50． 0 42． 6
大专 /职高 28． 3 29． 1 28． 7

职业

生产工人 56． 5 14． 6 35． 1
技术工人 15． 2 2． 1 8． 5
商业、服务业人员 23． 9 60． 4 42． 6
行政文员 2． 2 20． 8 11． 7
自雇 2． 2 2． 1 2． 1

未婚同居经历

同居次数

1 次 87． 0 95． 8 91． 5
2 次 13． 0 4． 2 8． 5

进入当前 /上次同居时年龄

平均年龄( 岁) 21． 6 21． 2 21． 4
最小年龄( 岁) 17 15 15

样本量( N) 46 48 94

三、结果分析

在访谈中我们直接询问了受访者当初出于什么

原因或考虑而决定同居，除此之外，受访者在回顾恋

情发展经过时，通常会描述与伴侣在何时以及在什

么情况下开始同居，在回答父母等家人对其婚恋的

态度、家乡的婚俗习惯等其他问题时，不少人也提及

这些因素与自己的同居决策之间的关联。

通过整理与提炼受访者在被直接询问和在其他

内容访谈中所提到的原因，我们发现，推动“90 后”
流动青年从约会向同居转变的因素大体上可归纳为

六大类: 进一步发展关系、订婚、相爱、便利、经济考虑

以及意外怀孕。近六成受访者至少提及两个因素，约

五分之一的人讲述了三个原因。在下面的分析中，我

们将直接引用受访者那些具有很强代表性、相关性的

描述来阐述相关主题。在每段引文后面的括号内用

字母和数字来表明受访者的性别( M = 男，F = 女) 、出
生年份( 1990－1998) 和样本编号( 01－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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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以结婚为目标的同居: 进一步发展关系

尽管同居之前的交往时间长短不一，仍有超过

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自己的同居以结婚为前

提和目标，无论是在直接被询问还是在回答其他内

容时，他们言语间多次阐述了同居决定与结婚意图

之间的联系。不少人的表述直截了当:“有结婚的想

法，有结婚的打算，才会这样”( M－1997－67) ;“奔着

结婚去的”( F－1998－62) 。有些被访者讲述了从约

会向同居转变的过程，从其话语中可以看到，经过早

期的交往，认定对方是合适的结婚对象，之后才决定

开始共同生活。
2014 年过了年家里催婚，我想还是要找一个自

己喜欢的，当时他跟我表白也有一段时间了，对我也

挺好的，我想着就他了吧，这样才答应他住一起的。
( F－1993－40)

谈了一段时间感觉挺好的，自己也不小了，可以

考虑结婚了，就和她说搬出来住。( M－1994－43)

既有研究表明，把同居视为通往婚姻路径的同

居者，进入同居时对关系的承诺水平有可能不同。
一些人倾向于把同居理解为“婚姻的前奏”，认为对

方是未来结婚伴侣时才开始同居，同居意味着一种

更大的关系承诺，也是进一步发展承诺水平和关系

质量的途径［35］(PP668－678)。另一些人则倾向于将同居视

为“试婚”，与婚姻并没有明确的联系，进入同居之

时没有认为对方是未来伴侣，而是把同居作为一种

检测双方是否合适和确定关系是否应该更进一步发

展的方式［36］(PP1009－1037)。新近研究还指出，当今西方社

会的年轻人在对伴侣承诺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就开始

了同居［37］(PP511－534)。相比之下，中国青年人的同居似

乎更 多 地 表 现 为“婚 姻 的 前 奏”。赵 璐 对 高 学 历

城－城流动青年同居者的研究表明，超过半数的受访

者进入同居时对未来规划性高，同居等同于“等婚”
状态［25］。本文的调查同样显示，大多数乡－城流动

青年男女同居者是在认定对方是未来结婚对象之后

才考虑搬到一起住，希望通过朝夕共处更了解彼此，

进一步加深感情，而不是通过同居来确认对方是否

为合适的结婚对象。
把同居视作“婚姻的前奏”的男女受访者，在讲

述过程中经常会提到“自己也不小了”“好些同学孩

子都有了”“家里早就催了”之类的话语，对自己到

了适婚年龄表示出高度认同，有时甚至是一种焦虑，

期待经由同居顺利地走向婚姻。这表明，对社会规

范的“年龄到了”的敏感和顺从，很大程度上促使流

动青年把同居与婚姻明确相连。
除了普遍感受到的结婚规范压力之外，受访者

也讲述了一些具有性别特征的因素，让他 /她们选择

在有结婚打算之后才开始同居。在访谈中，女性倾

向于强调和证明自己不是“随便”“开放”的人，而是

较为“传统”“保守”，因而只有在认为交往对象是未

来结婚对象时才愿意同居。
我觉得太早跟他生活在一起不好。我该怎么说

呢，太早了还不是很了解，也不知道是不是适合自

己。可能我思想里还是比较传统一些，虽然说现在

很开放了，但女孩子嘛，不能让人觉得你太随便了，

还是讲究一点好。( F－1994－91)

女性通常还认为，过早地开始同居会失去男方的

尊重，不管是在以后的谈婚论嫁中，还是婚姻生活中。
如果一开始就住一起，他就不会那么重视你，很

容易就到手了嘛，以后办婚礼还有结了婚以后，可能

就不是很尊重你，有些家里还会说是你自己贴上来

的，所以女孩子要自爱一些。( F－1996－32)

这些关于女性应该“讲究”“自爱”的评论暗示

着，流动青年女性的同居决策受制于道德规范压力，

“随便”与人同居的社会污名和被男方( 及其家庭) “看

轻”的风险，让她们更倾向于在确立稳定的恋爱关系，

下一步( 很可能) 要走向婚姻的情况下向同居过渡。
男性的考量与女性有很大不同。不少男性指出，

房租、共同生活的花费这些同居后马上面临的经济成

本，使他们很难把同居视为可以自由、随意进入的关系。
如果女孩子不是真心跟你谈，没结婚想法，同居

也没什么意思，毕竟住一起很费钱，像租房子、吃饭

啊，这些基本上都是男的来出。我们也就是普通打工

的，工资一般般，不像是收入高的，可以不在乎这些。

要关系到了那一步了，才会考虑的。( M－1994－73)

此外，对时间成本的担忧也让一些男性更倾向于

认定对方是未来结婚对象的情况下开始同居。在他

们看来，进入一段没有结婚可能的同居关系，会“耽

搁”自己的婚配期，从而面临“娶妻难”风险，尤其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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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提到老家“女孩子少”或是“村里有不少男的没成

家”之类话语的男性，对同居的时间成本更为敏感。
追的时候你可以随便，但要说同居，那肯定要想

得多一点，至少要看到对方也有这个意思了。现在

好多女孩子只想在外面谈着玩，结婚还是要听父母

的，回老家相亲结婚。同居对她们来说又不会影响

什么，但男的不一样，如果对方没那意思，你钱花了不

说，要是同居个一年两年再分手，你时间也耽误了，年

龄上去了再找就很难，也没什么挑的了。现在女孩

子少嘛，好多的地方都女孩子少。( M－1996－77)

可以看出，男女对交往到何种程度进入同居的看

法，部分支持了许传新等的观点，道德规范压力在女

性的同居决定中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男性很少有这

方面的顾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男性在同居中“没有

社会所公认的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的调查表明，大

多数流动青年男性十分清楚同居给自己带来的经济

成本和时间成本，这让他们与女性一样，更倾向于在

有明确结婚意图之后而不是在交往的更早阶段同居。
( 二) 订婚后同居: 向正式婚姻过渡的阶段

令人意外的是，我们的调查发现，不少流动青年

是在有婚约的情况下开始共同生活的，同居是向正

式婚姻过渡的阶段。受访者提到的婚约缔结形式有

正式的提亲、下定或是订婚，也有非正式的双方父母

对婚事的认可，如“订婚后她就从她姐家搬出来了，

我们另外租房子住。”( M－1990－11) “两边父母都同

意了，我们就在一起了。”( F－1991－39)

这些在同居之前有订婚经历的受访者，其婚恋

实践既不同于农村社会青年的传统婚恋模式，也在

很大程度上有别于近年来在乡城流动青年群体中涌

现的“返乡相亲”婚恋模式。首先，大多数人与伴侣

是自我结识，两人有可能是同学、同乡、同事、网友，

或是在各种社会交往中认识，他 /她们主动或是在家

人催婚情况下把恋情告知家人，才有了双方父母出

面操办的提亲、下定或订婚。其次，少数人的婚恋与

“返乡相亲”模式在形式上虽有相似之处，例如，双

方结识是经由家人、亲朋好友或媒人介绍，第一次见

面发生在返乡后，但因为当今网络社交工具发达，让

他 /她们的婚恋实践更接近于自由恋爱。比如，介绍

形式通常是提供一个手机号码，实际上是由两人在

外自行联系，而返乡见面、定亲只不过是先前网络约

会进展顺利的结果。
我们是自己认识的，在苏州这边……刚开始接

触也没有多久，因为我父母也是催我结婚，后来也就

一个多月吧，他们要我去相亲什么的，我说不用了，

我跟他们说不去了，我有了，就跟他们说了……后来

就双方父母见见面，聊一聊，因为她妈妈在这边，我

父母也在这边，也方便……她妈妈一直说要先定亲

什么的，后来就按她们那边的习俗搞了个订婚仪式。
( M－1990－11)

介绍的是我们亲戚，是我爸的表弟给介绍的，就

是把我的号码给了他，后面他加我微信，正好都在北

京，就这样聊起来了……当时离得有点远，我这边下

班晚，周末也忙，他也走不开，就是微信上聊，一个月

不到吧，就到过年了，正式相亲见面是过年回家的时

候，因为父母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聊着还行吧，这

样才安排了正式见面的。( F－1996－93)

国内有观点认为，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同居是受

城市的现代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击而发生的行为，

还认为同居是一种有悖于农村传统社会规范的现

象［3］［38］(PP42－49)。然而，我们的资料表明情况或许并非

如此，一些受访者明确表示，他 /她们在订婚后同居

是按照家乡习俗，也获得了父母家人的赞同。
( 你们什么时候住在一起的? ) 订婚后我就在他

家啦。( 订婚后就住他家? ) 是呀，订婚了就得住过

去的，不能回娘家的。( F－1991－72)

同学给了我她的手机号，先微信联系的，我当时

在新疆，不在这边的，过年都回家了才见的面……去

年年后我和她一起过来这边，前面一直住宿舍，大概

11 月份吧，才住到外面的……国庆节我们回了一趟

老家，正式把亲定下了，我们老家的观念还是比较保

守的，订婚之后才能住在一起。( M－1993－81)

不过，这些流动青年愿意遵守家乡的习俗，把同

居推迟到订婚之后，并不意味着他 /她们也会推迟性

关系。在订婚后同居的男女受访者中，除了少数人

经历了非常短暂( 最短的只有 10 来天) 的“( 网下)

相识－定亲－同居”过程，其余都表示自己与伴侣在

同居之前已经发生了性行为，或是一起过夜，与同居

“也没什么区别”:“休息天一般我会去她的宿舍，去

93



旅游的时候都是住在一起，其实和同居也没什么区

别，只不过没有天天在一起。”( M－1993－81) 由此来

看，同居前就经常有性行为，也可能是他 /她们不急

于进入同居的原因之一。
在受访的样本中，尽管女性受访者更多地提到

她们是在订婚后才同居，但从她们的陈述来看，不少

人的订婚实际上是由男方( 包括男方父母) 积极推

动的，再次印证了男性和女性一样，都期望在关系具

有更高承诺水平的情况下进入同居。性别差异主要

体现在对于订婚后住在一起的评价。男性一致认同

订婚后的同居是具有社会正当性的安排，并且欣然

接受:“我们早就定亲了，她过来了当然是住我这里，

没想过要另外给她找地方。”( M－1995－38 ) 还有男

性表示:“定礼下过了，亲戚朋友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不在一起才不正常吧。”( M－1990－11)

相比之下，女性虽然也认可订婚后同居的家乡

风俗，但一些人同时表示，有时这种社会正当性让她

们倍感压力。当她们不想在定亲后立即进入同居生

活时，外部压力让她们难以拒绝: “如果你们在一个

地方打工不住在一起，他们就会说，男方家会说，这

女孩子是不是想要退亲啊，到后面自己的父母也会

来劝。”( F－1993－31) 有些女性即使在订婚后基于一

些理由推迟了同居，然而一旦“没有理由了”，同居

就成为必然接受的选择。
我们相完亲没过几天就定亲了，后面都回到北

京，他就说让我住过去，但我觉得两个人还不熟不了

解，不想这么早就在一起。怕他有想法，我就说我住

的地方离上班近，他那里太远了，而且我是跟同事合

租的，突然说不租了也不好。就这样没有马上搬过

去，只是休息的时候会过去玩一下。
( 后来是什么时候搬过去的呢? )

去年跟我住的那个同事，她怀孕了，要回家结

婚，结婚的话就不跟我合租了，我就自己一个人……
他又说了让我住在他那，有个照应。这样没有理由

了，然后也熟悉了嘛，就过去了。( F－1996－93)

( 三) 相爱了就同居: 恋爱的“必要步骤”
不管是抱着结婚打算进入同居，还是订婚后同

居，这两种情形下的同居者都认为同居与婚姻有明

确的联系。调查中我们发现，有小部分受访者的同

居决定与婚姻承诺无关，他 /她们把相爱作为同居

的最大动因，认为恋爱中的男女住到一起是理所当

然的事情: “答应做我女朋友之后吧，就很自然地

住一起了”( M－1990－22) ; “没什么考虑，恋爱了不

就是要住一起了嘛”( M－1993－59) 。
从由约会向同居转变的节奏来看，出于相爱动

机的同居者与许多抱着结婚意图而开始同居的青年

并无多大区别，从结识 /表白到确立恋爱关系，再到

步入同居，关系进展速度都有可能非常快( 从一两个

月到半年之内不等) 。然而两者之间存在的明显不

同是，前者仅仅把同居视为恋爱的“必要步骤”，住

到一起来虽然也是因为感情，出于一种浪漫爱，但是

同居的发生不是一段关系的转折点，也不意味着更

大的关系承诺，没有人在进入同居时联想到以后的

结婚( 虽然最后有很大可能进入婚姻) ; 而后者则坚

信婚姻是同居关系的目标，是“奔着结婚去的”。
那时候她在东莞那边，我就说两个人关系定了

嘛，就让她过来。因为她在那边也差不多，在哪上班

都一样。……当时没有想别的，没有想以后要怎么

样，就是比较好玩嘛。( M－1995－52)

先是微信上聊了几天，然后他从深圳过来看我，

都看对眼了吧( 大笑) ，就说不走了，正好我们厂也

在招人……开始没想过嫁给他，就觉得自己出来上

班了，可以交男朋友嘛，一般都是出来了就好交男朋

友。( F－1995－02)

在我们的样本中，男性受访者提到相爱是同居原

因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女性。但是进一步的分析显示，

在把相爱动机和同居关系开始时的年龄关联起来时，

因相爱而住在一起的流动青年，进入同居时的年龄基

本上都没有超过 20 岁( 仅 1 位男性被访者是 22 岁) ，

最小的只有 16 岁，“还小”“还早”“年轻”之类的词语

是他 /她们频繁提及的当初没有考虑结婚的原因。
刚从学校出来，都很年轻嘛，一般是想着先玩个

几年，结婚啊成家啊这些事情还早着呢，玩个一两年

再说吧。( M－1995－52)

那会儿我才十五六岁，还那么小，哪会想到要结婚

什么的，就是喜欢他，想跟他在一块儿。( F－1997－16)

这或许表明，尽管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受爱情

的激发而同居，但这种性别差异更多地发生在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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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轻之时。随着开始同居时的年龄增长，男性和女

性一样，结婚动机占居主导，正如前面的分析，时间

成本成为男性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年龄摆在这里呀，到年龄了肯定是希望结婚才

会走到这一步。不像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时候，喜

欢了就在一起，不喜欢了分开，因为还年轻嘛，不会

耽误什么。( M－1994－43)

此外，有一位男性被访者提到，婚姻机会多会增

加男性在“随便谈谈看看”的恋爱中发生同居行为

的可能性，而不需要以结婚为前提。
就是随便谈谈看看，有感觉了就在一起。我身

边朋友都这样，接触了感觉好，一般就会住一起，不

会说要很认真很正式的那种才这样，男的不会在意

那么多的，女孩子可能要保守些……不担心找不到，

周围女孩子有很多，外地女孩子一般都喜欢找江浙

这边的，我们这里男孩子结婚不急的，想找都找得

到，晚点没什么。( M－1993－83)

这位男性被访者的言论似乎表明，男性对同居

的态度更趋开放和自由，“不会在意那么多”。然

而，真正要体现在行为上离不开对现实情境的评

估———“周围女孩子有很多”，有充足的婚姻机会。
( 四) 影响同居决策的现实因素: 便利、经济考

虑、意外怀孕

大多数被访者在访谈中会直接或间接地表示，

同居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诸多现实原因的影响，

并因此而加速或是推迟了同居。大体上，流动青年

同居者提及的现实因素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便利、经
济考虑和意外怀孕。

首先，在关系之外的同居考虑因素中，“方便”
“不麻烦”“省事”———我们称之为便利的原因，是受

访者最常提及的推动向同居转变的现实考虑。被访

者强调同居带来的便利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同居使两人的见面和相处更为方便，有更

多的时间在一起。

很多时候我休息的时候他上班，他休息的时候

我上班，两个人就偶尔见见，后来我们租个房子就方

便多了。( F－1992－29)

我上班的话不可能周末休息，很少，一般是轮休，

常规的法定节假日我们也没有，前面不在一起时见面

比较少，因为时间上没那么方便。( M－1993－37)

见面和相处上的便利在受访流动青年的同居决

定中如此突出，并不令人意外。在我们的样本中，仅

少数人的工作时间属于“朝九晚五”“做五休二”，其

余像制造行业的受访者，包括生产线工人和办公室

行政人员，经常因为赶工期或赶订单，需要连续多天

加班至晚上十点、十一点; 而服务行业受访者，如美

容美发师、餐饮服务员、商场营业员，往往正常下班时

间就在晚上九点、十点，周末和节假日的工作更为忙

碌。工作时间长、倒班、加班、周末不休息的情况，使

流动青年情侣们很难在下班之后进行正常的约会，同

居就成为与恋人见面和相处最为便利的途径。值得

注意的是，在赵璐访谈的高学历城－城流动青年群体

中，为了见面相处的便利并没有被视为同居中的一

个重要考虑因素［25］，这表明受制于现实情境，未婚同

居发挥的功能可能会因不同青年群体而有所不同。

二是同居可能带来居住上的便利。因为流动、工
作变动而带来的居住变动和需求，比如，一起外出打

工、一方前往另一方的工作地以及辞职后从宿舍搬

离，在流动青年中都是较为常见的生活经历。在这些

情况下，同居很可能是满足居住需求的便利途径。
过年的时候都回来了嘛，就一起商量找工作，谈

着谈着就说愿意到一起去嘛，就一起出去了……当

然是一起租房子……更方便一些。( M－1997－28)

我之前在机场那边做事，那边不做了，宿舍也就

不好住了，他就说让我搬到他那里去，因为另外找也

很麻烦的。( F－1998－62)

其次，一些男女受访者表示同居的决定受到了

经济因素的影响，但对于经济原因如何影响到同居

进程，男女的陈述表现出明显差异。女性被访者更

有可能因为经济上的考虑而加速( 至少是按正常节

奏) 同居，对这些女性而言，同居有时是一种经济上

的必要，原因在于她们或是辞职后再找一份新工作需

要时间，或是就业机会不足，甚至是暂时不想工作，同

居让她们免于担忧无收入来源之后的生活问题。
从下沙那边辞职之后过来就住一起了，因为这

边那时候没有那么发达，找工作的话，只有电子厂什

么的，工作时间也很长，很辛苦，而且我体质不是很

好。我过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一直都没有怎么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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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他养我的。( F－1991－25)

男性则恰恰相反，他们常常出于经济考虑而推

迟同居。对流动青年男性，尤其是“住宿舍”的男性

而言，在同居之前往往会评估和权衡自己是否负担

得起在外租房的费用。因为工作不稳定、房租较高

而工资相对较低或者是希望节省开支，一些男性会

选择推迟进入同居。
我们前面没住一起，大概有两年多吧，都是住宿

舍。( 为什么呢? ) 那时候我自己有创业的想法，这

样的话可以给我省下一笔资金，我可以作为一个启

动资金……一直到了 2013 年的 5 月份吧，那个时候

我们才决定租房同居的。( M－1990－46)

我那会工作不是很稳定，因为想趁着年轻多积

累一些经验，不同的工作都去试一试嘛，住宿舍没有

那种压力。( M－1995－84)

虽然有少数男性被访者提到同居有“省钱”目

的，但他们强调的是为了减少女友的花费，而不是自

己的:“她当时和别人合租，我就说让她搬过来，因为

她没必要再花那个钱。”( M－1995－07) 此外，男性普

遍持有负担同居生活的开支是男性责任的观念，“不

用她的钱”“当然我来付”“男人养家很正常”，几乎

没有人明确表示期待女友共同负担房租和生活费用

( 尽管同居期间很多人的女友实际上分担了部分开

支) 。显然，男女受访者关于经济考虑的言论表明了

一种性别角色分工的规范: 同居过程中应该由男性

承担主要( 甚至全部) 的经济责任。有关性别角色

态度的研究表明，丈夫承担主要养家责任的传统性

别分工规范在中国社会持续存在［39］(P123) ，我们的调查

结果似乎意味着，这种性别分工规范同样存在于同

居关系之中。
最后，有少数女性还讲述了意外怀孕对同居选择

的推动。在怀孕之前，这些女性或是因为“还算不上

正式的交往”而没想过同居，或是因为一些现实条件

的限制，诸如“住外面太贵了”“我俩上班不在一个

区”“他当时和父母住在一起”，而与男友分开居住。
直到发现怀孕之后，她们与伴侣随即进入共同生活。

他父母也在这里，他当时和父母住在一起，我觉

得这样住过去不太好……我怀孕了，他又说让我住

过去，他父母也劝我住过去。( F－1993－09)

前面也想过租房子，但我俩上班不在一个区，那

会他也没车，地铁至少 2 小时，还要再转公交，想想也

没那个必要。……知道我怀孕以后吧，他立马在网上

搜我这边的房源，然后就找到了这个房子。( F－
1992－94)

尽管在我们的样本中，没有男性受访者提到他

们的同居受到怀孕事件的推动，但这些女性的话语

表明，意外怀孕通常会激发男女双方的同居动机。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现实因素，无论是便利、经

济考虑，还是意外怀孕，并不是单独对同居决策发生

影响，也不是推动同居的首要动因。在提到现实因

素的男女受访者中，有超过三分之二把结婚意图和

订婚视为同居的第一位原因。例如，离开原来的打

工地去往对方工作的城市 /区、一起外出或是为了有

更多见面和相处时间而租房同住，通常有一个前提条

件，即认为对方是未来结婚对象或者是两人已订婚。
我们的关系就是很稳定了，是想朝着结婚的方

向走的，要不然的话不会想着一起过来的。( F－
1991－33)

都觉得对方是过日子的人，才会希望在一起多

接触。( M－1994－80)

意外怀孕之后的同居，更是因为有婚事已定这

个前提条件，先住在一起是出于孕期照料: “知道怀

孕的当天就告诉父母了，两边家里都知道了，然后就

说赶紧结婚。”( F－1992－94) “就是决定结婚要这个

孩子，我才住过去的……我那时反应很大，住宿舍不

方便。”( F－1996－05)

四、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未婚同居现象在中国社会显著增加，但

对于年轻人为什么同居，恋情进展到何种阶段开始

同居，同居之前考虑的因素有哪些，性别是否以及如

何影响年轻人的同居决策，研究还非常有限。本文

基于对 94 名具有当前和过去同居经历的“90 后”
乡－城流动青年的深入访谈，从性别视角分析了同居

者从恋爱向同居转变的过程，对年轻人同居背后的

动机、意义及其性别差异进行了初步探讨。
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受访者的同居发生在恋情

发展到有结婚打算甚至是有婚姻承诺( 订婚) 之后，

同居是为了进一步增进感情，是为结婚做准备的一

24



个阶段，而不是通过同居来挑选合适的结婚对象。
这一结果与赵璐对高学历城－城流动青年的研究结

论基本一致［25］，同居者普遍感知且认同结婚规范压

力，把同居视为婚姻的前奏。但是，我们并不认为，

乡－城流动青年有把同居当作“延迟传统婚姻规范

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倾向，他们在有结婚打算后先同

居而不是立即结婚，不是出于希望“拥抱同居生活的

状态”，而是因为结婚不是“想结就能结”的，从有结

婚打算到婚礼举办，中间有一系列准备工作要做。
对乡－城流动青年而言，结婚前的准备除了两人情感

上的、年龄上的( 等待达到“领证的年龄”) 之外，可

能更为重要的准备工作是: 婚事取得父母同意，双方

父母就彩礼金额、房子买在哪里等问题协商一致，男

方完成彩礼支付和婚房准备，这些工作都需要时间

来完成，且花费的时间长短不一。但同居不需要这

些条件，因而很容易在有结婚打算之后就开始。当

然，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对婚前性行为日趋宽容的态

度，促进了乡－城流动青年把同居视作结婚准备过程

中预期的一部分，开始时间的早晚只不过基于现实

情境而定。
研究还发现，虽然乡－城流动青年男女都更倾向

于在有结婚意图和结婚计划之后同居，背后的制约

机制除了共同面临的结婚规范压力之外，也还存在

一些性别化的因素。对女性来说，从约会向同居的

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道德规范的约束，她们面

临“随便”与人同居的社会污名和在未来的关系发

展过程中被男方( 及其家庭) “看轻”的风险，因而通

过在同居之前确认对方的承诺水平，或是获得父母

对恋情的支持，来提高同居行为的社会合法性和正

当性。对男性来说，同居决策则往往还受到经济成

本和时间成本的制约。一方面，传统的性别角色分

工规范延伸到同居关系之中，男性被认为应当承担

主要( 甚至全部) 的经济责任，例如负担房租和日常

花费。受制于经济成本，男性尽量避免在没有结婚

可能的情况下进入同居，甚至在有结婚承诺之后，他

们还可能因为工资不高或不稳定、房租太贵、希望节

省开支等经济原因，推迟从宿舍搬离到外面租房同

住的时间。另一方面，农村婚姻市场的变动和男性

遭受婚姻挤压的境况影响到流动青年男性的同居决

策，他们更有可能担忧一旦恋爱对象无意与自己结

婚，同居将“耽误”他们的婚配机会，加大成婚难的

风险。在本文的研究中，那些感知到老家“女孩少”
和“单身汉多”的男性，特别是其中年龄稍大的男

性，对时间成本的担忧使他们只有在认为恋情稳定

地朝结婚方向发展时才有动力进入同居，以进一步

推动关系向婚姻转变。
最后，尽管研究结果是基于选定的乡－城流动青

年同居男女，但样本同时包括了正在同居、已由同居

进入初婚以及同居后分手三类同居者，因而，本文的

初步探索有助于更为深入地理解年轻一代流动青年

的同居发展过程，以及可能存在的性别化特征。研

究的结果表明，乡城流动青年普遍将同居视为“婚姻

的前奏”，要进一步判断他们的未婚同居行为对其家

庭形成的影响，未来需要关注以结婚为目标的同居

是否会走向婚姻、在何时以及何种条件下会走向婚

姻以及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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