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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本文从性别分工和比较优势分析了家庭的源泉和婚姻的本质袁从结婚的成本收益中得出男女结婚的均衡

条件遥与此同时袁从婚姻市场中挖掘出晚婚晚育尧低结婚率尧高离婚率尧高再婚率等现象的根源袁以及由此衍生出未婚同

居尧丁克家庭尧单身家庭尧单亲家庭尧重组家庭等多种家庭模式遥根据家庭模式的演变过程袁今后家庭模式将在经历高离

婚率尧再婚率的过程中袁最终走向真正的以爱情为唯一目的的婚姻自由阶段遥
关键词院婚姻曰家庭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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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遥

随着经济的发展袁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

逐渐上升袁中国离婚率尧再婚率持续增高袁晚婚晚育

现象愈来愈普遍遥 在显性的一夫一妻制的条件下袁
未婚同居尧单身家庭尧重组家庭等家庭模式日益增

多袁并由此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遥 本文基于中国的

现状袁借鉴恩格斯家庭的分类形式和贝克尔的婚姻

分析方法袁 对婚姻市场和家庭模式进行深入地探

讨袁以期得出不同家庭模式生成的根源袁预测中国

今后家庭模式的变化趋势遥
一尧从恩格斯到贝克尔的婚姻家庭理论

恩格斯在叶家庭尧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曳一书中

将家庭形式分为血缘家庭尧普那路亚家庭尧对偶家

庭尧以经济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尧婚姻自由的

一夫一妻制这 5 种家庭形式遥 [1]1992 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得者加里窑贝克尔首次用经济学分析方法给

出了社会性问题可以量化的范式袁从纯理性的角度

解释了一夫多妻制尧一妻多夫制尧多妻多夫制尧一妻

一夫制产生的根源遥 [2]

渊一冤恩格斯的家庭起源论

在叶家庭尧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曳一书中袁家庭形

式分为 5 种遥 第一种是血缘家庭袁这是家庭的第一

个阶段袁这一家庭形式仅仅排斥了子孙和祖先之间尧
子女和双亲之间互为夫妻的权利和义务遥 第二种是

普那路亚家庭袁相比于第一种家庭形式的进步之处

在于排除了姐妹和兄弟之间的这种关系遥 第三种是

对偶家庭遥 该家庭是群婚的一种特殊形式院女子过

着多夫制的生活而男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袁但是一

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袁而他对于这个女

子来说也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主夫遥 第四种是以经

济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家庭遥 由于财富大多集中在

少数男子手中袁并且这种财富须传承给男子的子女

而非他人袁因此就需要妻子一方的一夫一妻制袁而不

是丈夫一方的一夫一妻制遥 虽然一夫一妻制产生于

财产分配袁并且针对的是妇女而非男子袁但是个体婚

制仍然是伟大的历史的进步袁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

志之一遥第五种是婚姻自由的一夫一妻制遥这类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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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妻制趋向于两性平等袁男女结婚的目的纯粹是为

了彼此双方的爱恋袁这种形式是人类最理想的家庭

模式遥 上述 5 种家庭形式可以大致归纳为三种袁这
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

相适应遥 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袁对偶婚制

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袁以经济为基础的一夫一妻

制和婚姻自由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

的袁并且随着文明程度的递增而不断改进遥
渊二冤贝克尔的性别分工论

1. 家庭内的性别分工

虽然男女在很多方面具有互补性袁但是由于男

女之间天然的生理差异尧比较优势和后期的投资差

异等原因袁产生了男女在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遥
一方面袁 男女之间互补性表现在性别享乐尧孩

子生产以及家庭可能生产的其他商品上遥 互补性意

味着有男女双方的家庭比只有一方的家庭效率更

高袁但是由于需要两性生产某些商品袁所以互补性

就减少了时间和投资配置上的性别分工遥 另一方

面袁从生物学意义上讲袁由于天生的生理差异袁女性

在生产和照顾孩子方面具有天然的比较优势遥 当男

女在人力资本上投资相同时袁妇女一个小时的家庭

或市场时间并不能完全代替男人一个小时的时间遥
男女之间比较优势的生理差异袁不仅可以解释典型

居民户为什么要有两性袁而且还可以说明妇女为什

么总是把时间花在生儿育女和其他家庭活动上袁而
男人则把时间花在市场活动上遥

当男女双方的互补性较小尧比较优势差别较大

时袁他们对时间配置的差异就更大了遥 由于专业化

投资取决于时间分配袁男女的投资就更能扩大他们

的生物学差别袁从而产生更具差异化的比较优势和

男女在家庭内部更显著的性别分工遥
2. 婚姻的本质论

婚姻家庭的任何专业化袁 比如男女之间的分

工袁 都意味着为了完成某些任务而彼此相互依赖遥
在传统意义上袁妇女依靠男人提供食物尧住房和保

护袁 男人则依靠妇女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遥 因此袁
野结婚冶会使男女双方生活得更好袁在一个共同的家

庭里袁为了生产孩子尧食物和其他商品袁男女之间就

形成了书面的尧口头的或习惯的长期契约袁这就是

所谓的婚姻遥
从妇女在传统上较男人更多地把时间配置到

家庭部门这一现象可以得知院比较优势和投资差别

比互补性更重要遥 但是互补性并非不重要袁尤其是

在当代社会中袁妇女在家庭活动中的专业化日益减

少袁而男人则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家庭活动上遥
从 20 世纪开始袁伴随着服务业的迅猛扩张尧经

济的迅速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袁女性解放自身的

意识觉醒袁已婚妇女产生了增加收入的动力袁从而

促进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袁扩大就业范围遥 一方面袁
已婚妇女挣钱动力的增加提高了其照看孩子和从

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成本曰另一方面袁沉没成本的增

加减少了妇女对孩子的需求袁降低了生育率遥 这两

种变化都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遥
已婚妇女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使得家庭内部

的性别分工优势变小袁从而使结婚收益减少袁增大

了离婚的吸引力遥 这种解释也意味着离婚率的长期

显著提高袁而结婚收益的下降也大量影响了共同生

活的未婚男女和内当家家庭的实际增加袁随之产生

未婚同居尧丁克家庭尧单身家庭尧隐形一夫多妻制等

多种家庭模式袁从某种程度上说袁它甚至对最近几

年非法生育率和合法生育率的提高也有一定影响遥
二尧婚姻市场的经济学分析

渊一冤婚姻的本质

在传统观念里袁 男人在劳动市场上有比较优

势袁女性在家庭劳动上有比较优势袁而结婚和家庭

的组成来自于男女双方彼此之间的合作和专业化

分工遥 [3]男子在市场中投入劳动袁获得工资曰妇女在

家里照顾孩子和家庭遥 如图 1 所示袁女性用自己的

家务价值换取男性的劳动工资袁这是男女组成家庭

的根本原因袁也是为什么会产生野女主内袁男主外冶
习俗的根源遥 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袁女性在

市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袁无论是劳动参与

率尧收入还是地位尧声望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袁[4]从
而使男女之间比较优势分工的替代性降低渊正如图

1 中虚线所表示冤袁直至男女之间的比较优势替代性

消失遥 在不考虑养老尧育儿等社会性问题的前提下袁
男女之间似乎越来越没有结婚的必要袁这是近年来

结婚率持续下降而离婚率迅速上升的本质原因遥
渊二冤婚姻的时间成本

如图 2 所示袁最初男性在 t2 前和 t3 后进入市场

成为劳动力袁女性在 t1 前和 t4 后才成为劳动力袁因为

在这两个时期中男女的工资率超过家庭的边际生

产率遥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袁刚开始女性在劳动力市场

价值比男性小袁随着社会的发展袁女性的工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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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男女比较优势动态图

从渊1冤上升到渊2冤袁更加接近男性的工资率水平遥 但

是袁由于很多缺乏市场经验的妇女参加工作袁抑制

了妇女工资的暂时上升袁同时妇女还有做家务劳动

的义务袁所以女性的工资率低于男性的工资率遥 女

性结婚后袁承担更多照顾老人尧孩子等家庭责任袁占
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袁降低了自己在劳动市场的能

力袁甚至迫使自己放弃原有的交际圈袁因此当女性

的工资率愈来愈接近男性的工资率时袁女性结婚特

别是生育后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遥 如果结婚收

益或生育收益小于女性的市场收益袁那么越来愈多

的女性会选择晚婚尧晚育甚至于不婚尧不育遥 [5]同时袁
在家庭生活中谁去市场上工作而谁在家里做家务袁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男女做家务的比重袁这将会成为

一个难题袁并由此会引发大量的家庭矛盾和持续增

高的离婚率遥

妇女全部时间花在家务劳动上的边际成本

男女时间价值

女性工资率渊2冤
男性工资率

女性工资率渊1冤

4321

图 2 男女时间成本动态图

渊三冤婚姻市场均衡

婚姻市场均衡建立在效用最大化尧偏好稳定和

市场均衡三个假设之上遥 在婚姻市场上袁每个人都

有确定的选择偏好袁并通过比较成本和收益选择使

自己获益最大的结婚对象遥 结婚成本分为 2 类院一

是交易费用袁如寻找配偶尧了解对方尧领取执照尧举
办婚礼等曰二是机会成本袁指结婚对象不同存在的

收益损失遥 而婚姻收入则包括膳食质量尧一定数量

和质量的子女尧声望尧娱乐尧情义尧爱情尧健康等遥 婚

姻的成本要收益分析决定了婚配对象的选择袁因为

理性的经济人会算计婚姻的最高收入遥 在一个有效

率的一夫一妻制的完全竞争婚姻市场上袁一个男人

结婚的收益等于他保持独身的收入袁 即边际收益等

于边际成本遥 这时结婚的净收益为零袁也就是说袁他
自身的收入与结婚与否无关遥

三尧中国家庭模式的变迁

恩格斯所述的家庭模式大致分为多夫多妻制

渊群婚冤尧一妻多夫制尧一夫多妻制尧一夫一妻制 4 种

形式遥 下面我们用贝克尔理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的

相关数据袁得出中国家庭模式的大致发展趋势遥
渊一冤家庭模式的形成机制

在完全竞争的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市场

上袁均衡并非男女的人数相等袁而是想要结婚的男

女的需求数相等遥 假设院婚姻市场中有 A尧B 两个等

级的男子袁而只有一个等级的女子遥 当女子与 B 类

男子结婚的收益小于当 A 类男子第二位妻子的收

益时袁则会出现 A 类野上等冶男子有两个妻子而 B 类

野下等冶男子单身的现象遥 G.伯纳德肖曾说过院野母性

的本能使父母宁愿要一等男人中第十名袁而不愿意

要三等男人中的第一名冶遥 这也解释了一夫多妻制

在男女人数相等的条件下仍然能够存在的原因遥
在有效率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市场上袁市场均衡

不仅要求想结婚的男女人数相等袁同时要求双方的

结婚收益大于维持单身的收益遥 而最初的多夫多妻

制是指群婚袁即男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而妇女则过

着多夫制的生活遥 然而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和人类文明程度的大幅度提高袁再加上法律和道德

的双重规范袁多夫多妻基本上已不复存在袁因此取

而代之的是较高的离婚率和再婚率遥
渊二冤婚姻市场均衡条件的改变

正如上述对婚姻本质和时间成本的分析袁随着

女性思想的解放和女性就业能力的增强袁男女之间

的相对比较优势会消失袁女性结婚所须放弃的时间

成本会增加遥
当相对比较优势消失袁男性并不一定在劳动市

场中具有比较优势袁同样女性不一定拥有更好的家

务能力袁加之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增高袁不仅使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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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更强的就业能力袁也使女性对传统的野男主外袁
女主内冶的观念有所动摇袁女性结婚的沉没成本增

加袁如果结婚的收益仍维持不变的话袁那么女性则

更倾向于不婚袁单身家庭日益增多遥 另外袁男权思想

的长期影响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袁造成了中国男

女比例严重失调袁 在中国一夫一妻制的现状下袁女
性在婚姻市场中越来越有发言权袁婚姻市场的均衡

条件逐渐改变遥
当女性在劳动市场的工资率不断升高并越来

越接近男性时袁一对夫妇即使结婚袁婚后出现矛盾

的几率也会大大增加遥 女性家务劳动的时间成本增

高袁导致在家庭内部男女家务劳动的比例分配成为

一个难题曰女性生育需要放弃职场的地位尧升迁的

机会等袁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不

婚不育袁不婚族和丁克家庭逐渐扩大遥 男女之间的

矛盾加剧和冲突增多袁闪婚尧闪离现象时有发生袁单
亲家庭和重组家庭规模也日益扩大遥

渊三冤中国家庭模式的变化趋势

中国的家庭模式经历了远古蒙昧时期的多夫

多妻制尧父权制和儒家思想下的一夫多妻制袁以及

现代的一夫一妻制遥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

家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袁社会从法律和道德双重约

束男女在婚姻市场的行为遥 但是袁从现实情况来看袁
以中国为例袁男女比例越来越不协调袁尤其是城市

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剩女尧农村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剩

男袁虽然道德和法律的双重约束保证了显性一夫一

妻制袁但是野小三冶尧野出轨冶尧野绿帽子冶等词汇占据网

络搜索和报纸新闻的榜首袁也间接证明了隐形的一

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制现象的存在袁而这类现象也

是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遥
在当下中国袁人们越来越看重婚姻的自由和自

我价值的实现遥 男女都在社会进程中实现自我解

放袁越来越要求保持个人的独立性格袁而较少包容尧
忍耐遥 同时袁养老尧育儿等社会保障措施的日益完善

为人们离婚尧再婚等行为提供了基础袁单亲家庭尧重
组家庭日益增多遥图 3尧图 4 中 20 多年来离婚率和和

再婚率的变化趋势为上述现象提供了数据支撑遥 譹訛

从图 4 中我们还能够发现袁 中国粗结婚率在

2005 年之前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袁 在 2005 年之后

稳步上升曰而中国再婚率从 1995 年起一直升高袁在
2005 年之后升高幅度增大遥 对比分析袁我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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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95要2013 年粗结婚率和粗再婚率趋势图

2005 年之前中国结婚率的降低与再婚率无关袁而是

由于中国初婚率的大幅度降低曰2005 年之后中国结

婚率的增加袁 是因为中国再婚率的提高遥 而从图 5
中我们得到证实院2005 年之前结婚率的降低的确是

因为中国初婚率的剧烈波动袁 而 2005 年之后中国

结婚率的上升是由再婚率和初婚率共同决定的遥 上

述数据与中国社会出现的闪婚尧 闪离现象是一致

的袁由此也产生了大量的单亲家庭尧重组家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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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95要2013 年粗结婚率和粗初婚率趋势图

虽然现如今社会中袁较高的离婚率和再婚率已

经造成了交易成本的快速上升和社会资源的极度

张 霞，茹 雪：中国家庭模式及其变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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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hinese Family Model and Change
要要要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endred Economics

ZHANG Xia袁RU Xue
(School of Economic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s analyse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and the nature of marriage from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We draw a conclusion about the equilibrium conditions for married men and women from the cost-
benefit of marriage, and try to find out the reason why low marriage rate and high divorce rate happened. Finally, a regular
is obtained from the changing family patterns: family pattern will be in the process of the high rate of divorce and remarriage,
and after a period, ultimately achieve the freedom to marry.

Key words: marriage; family曰 pattern

浪费袁但是这与恩格斯和贝克尔所描述的婚姻自由

的一夫一妻制是一致的袁假定养老尧育儿等社会性

问题不再依靠家庭袁 那么在这样的婚姻市场中袁爱
情会成为结婚的唯一理由袁 男女两性趋于完全平

等遥 多种家庭模式的交融是走向婚姻自由渊以爱情

为唯一目的的婚姻冤道路上的必经之路袁在这个过

程中袁需要国家和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袁才能保

证不出现严重的偏差和家庭模式倒退的现象遥
四尧结论

本文先介绍了恩格斯的家庭分类形式袁然后借

鉴贝克尔的分析方法袁从性别分工尧比较优势两个

角度揭示了家庭的起源和婚姻的本质曰随后通过婚

姻市场均衡分析袁 解释不同家庭模式产生的原因曰
最后袁分析中国变化的家庭模式袁推断今后的婚姻

模式走向袁并得出当下高离婚率和再婚率是家庭模

式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的结论遥

注 释院
譹訛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曰 粗结婚率

计算方法参照粗离婚率计算方法袁 粗结婚率等于粗初婚

率和粗再婚率之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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