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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离婚大数据，我发现一条惊人规律
不久前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

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发表了一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发表了一
篇名为篇名为《《社会变迁背景下中国青年社会变迁背景下中国青年
问题研究问题研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文章里面公布了一组数据文章里面公布了一组数据，，非非
常惊人常惊人。。

19901990年年，，按照结婚的年龄按照结婚的年龄，“，“男男
大女小大女小””的婚姻模式占的婚姻模式占 7070%%，“，“男小男小
女大女大””的婚姻占的婚姻占 1313..3232%%，，其余是年其余是年
龄相差不大的龄相差不大的。。

然而然而2020年过去后年过去后，，这个数据发这个数据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生了巨大的变化。。

““男大女小男大女小””的婚姻从的婚姻从 7070%%下下
降到降到4343..1313%%，，而而““男小女大男小女大””的婚姻的婚姻
则从则从 1313..3232%%上升到上升到 4040..1313%%，，姐弟姐弟
恋婚姻数量猛增恋婚姻数量猛增。。

““男大女小男大女小””和和““男小女大男小女大””数数
量已经到了分庭抗礼的地步量已经到了分庭抗礼的地步。。

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女性社会经济地位在显说明女性社会经济地位在显

著提高著提高，，人们的观念也在悄悄发生人们的观念也在悄悄发生
翻天地覆的变化翻天地覆的变化。。

““男小女大男小女大””的婚姻不一定就的婚姻不一定就
是女性各方面都要比男性强是女性各方面都要比男性强，，但起但起
码绝大部分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码绝大部分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
要比男性高一些要比男性高一些，，或者两者是相当或者两者是相当
的的。。

这是女性地位提高所带来的这是女性地位提高所带来的
婚姻年龄匹配的变化婚姻年龄匹配的变化。。

我们先说婚姻制度我们先说婚姻制度，，在万恶的在万恶的
旧社会为什么男人可以三妻四妾旧社会为什么男人可以三妻四妾，，
吃喝嫖赌吃喝嫖赌，，而女人要三从四德而女人要三从四德，，甚甚
至要设贞节牌坊至要设贞节牌坊？？

可能有人要说那时候的人类可能有人要说那时候的人类
比较野蛮比较野蛮，，还没有进化到现代社会还没有进化到现代社会
文明的程度文明的程度。。

错错！！归根到底还是谁有钱归根到底还是谁有钱、、有有
粮粮，，谁就是大爷谁就是大爷。。

因为在古代因为在古代，，社会主要的生产社会主要的生产

力是由男性创造的力是由男性创造的，，女性无法创造女性无法创造
财富财富，，没有经济地位没有经济地位，，所以她只能所以她只能
依附男人依附男人。。

这就导致男人可以三妻四妾这就导致男人可以三妻四妾，，
女人却要三从四德女人却要三从四德。。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女人不敢离婚因为女人不敢离婚
啊啊，，你离开了男人你离开了男人，，只能活活饿死只能活活饿死！！

活命和男人在外面乱搞活命和男人在外面乱搞，，哪个哪个
更重要呢更重要呢？？

当然是活命啊当然是活命啊！！所以在那个所以在那个
年代年代，，女人只能忍气吞声女人只能忍气吞声，，丈夫就丈夫就
是她的天是她的天。。

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尤其是尤其是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大量的工作不大量的工作不
再需要蛮力了再需要蛮力了，，女性也可以代替男女性也可以代替男
性的工作性的工作，，女性就开始经济独立女性就开始经济独立
了了。。

婚姻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婚姻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变成变成
了一夫一妻制了一夫一妻制，，因为现在女性也可因为现在女性也可
以赚钱以赚钱，，你再一夫多妻制你再一夫多妻制，，女性也女性也
不肯干不肯干。。

不信你查查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信你查查第二次工业革命
的时间和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时间的时间和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时间，，
惊人的吻合惊人的吻合。。

说实话说实话，，一夫一妻制的实行到一夫一妻制的实行到
现在也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现在也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有有
的男性的思想还停留在旧社会的男性的思想还停留在旧社会，，出出
轨轨，，包养小三包养小三，，还在家里不断要求还在家里不断要求
女人女人：：

结了婚结了婚，，要以家庭为重要以家庭为重，，不能不能
老往外跑老往外跑；；

结了婚结了婚，，要能入得了厨房要能入得了厨房，，洗洗
手做羹汤手做羹汤；；

结了婚结了婚，，要能赚钱要能赚钱，，家务全包家务全包，，
还要貌美如花还要貌美如花；；

结了婚结了婚，，要能生孩子要能生孩子，，还要男还要男
孩孩；；

结了婚结了婚，，要侍奉公婆要侍奉公婆，，做好老做好老
婆的本份婆的本份！！

于是他们当起了甩手掌柜于是他们当起了甩手掌柜，，认认
为自己只要赚钱就行为自己只要赚钱就行，，家里的事情家里的事情
一概不管一概不管，，让自己的老婆当起了保让自己的老婆当起了保
姆姆、、生育工具和累死累活的老妈生育工具和累死累活的老妈
子子。。

他们仍然像个长不大的他们仍然像个长不大的““巨巨
婴婴”，”，让自己的伴侣过起了丧偶式让自己的伴侣过起了丧偶式
婚姻婚姻。。

很多在痛苦中的女人就会开很多在痛苦中的女人就会开
始醒悟始醒悟：：

钱我会赚钱我会赚，，地我会扫地我会扫，，饭我会饭我会
做做，，架我会打架我会打，，街我会逛街我会逛，，要是有个要是有个
男人我还得给他洗衣做饭男人我还得给他洗衣做饭，，料理家料理家
事事，，生了孩子还要和他姓生了孩子还要和他姓。。

有事需要他的时候有事需要他的时候，，可是他一可是他一
点用都没有点用都没有，，什么问题还得自己解什么问题还得自己解
决决，，甚至还担心他劈腿劈出个联合甚至还担心他劈腿劈出个联合
国国，，还要满世界给他灭小三还要满世界给他灭小三。。

这就会导致离婚这就会导致离婚。。
今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根据民政局官网根据民政局官网

公布的离婚大数据分析显示公布的离婚大数据分析显示，，全国全国
新婚新婚 558558万对夫妇万对夫妇，，同时有同时有 185185万万
对离婚对离婚。。

与去年相比与去年相比，，离婚率同比增长离婚率同比增长
1010..33%%，，结婚率则同比下降结婚率则同比下降77..55％％。。

越来越多的女人不想结婚了越来越多的女人不想结婚了，，
越来越多的女人想要离婚越来越多的女人想要离婚。。

这数据吓死人了这数据吓死人了。。
到了这里到了这里，，有个事实你不得不有个事实你不得不

承认承认，，女人经济越独立女人经济越独立，，离婚的概离婚的概
率越高率越高。。

为什么为什么？？
以前的一夫多妻制以前的一夫多妻制，，女人不敢女人不敢

离婚离婚。。
而现在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而现在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它的本质是合作它的本质是合作，，相互尊重相互尊重，，相互相互
分工分工，，对于女性来说对于女性来说，，现在她的经现在她的经
济可以独立济可以独立，，带来了人格独立和精带来了人格独立和精
神独立神独立。。

而丈夫却不能发自内心地关而丈夫却不能发自内心地关
爱她爱她、、尊重她尊重她，，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那么那么““丈夫丈夫””这个角色越来越不重这个角色越来越不重
要要，，势必会离婚势必会离婚。。

女性社会经济地位在提高女性社会经济地位在提高，，姐姐
弟恋增多弟恋增多，，离婚率越来越高离婚率越来越高。。

这些数据也从侧面证明了这这些数据也从侧面证明了这
个观点个观点。。

这些年离婚率高居不下最主这些年离婚率高居不下最主
要的原因就是女性力量的崛起要的原因就是女性力量的崛起，，而而
很多男性还在用过去的那一套对很多男性还在用过去的那一套对
她们她们。。

把她们当成自己的依附品把她们当成自己的依附品，，要要
她们对自己百依百顺她们对自己百依百顺。。

这就好比隔壁的李师傅这就好比隔壁的李师傅，，他的他的
能力明明可以拿月薪两万了能力明明可以拿月薪两万了，，老板老板
却还只肯给他一个月两千却还只肯给他一个月两千，，还经常还经常
骂他猪狗不如骂他猪狗不如。。

这个时候他肯定辞职不干这个时候他肯定辞职不干，，按按
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女性也不肯干了女性也不肯干了。。

除此之外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现象不容还有一个现象不容
忽视忽视：：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明显超过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明显超过
男性男性。。

我们只知道婚恋市场每年在我们只知道婚恋市场每年在
发生变化发生变化，，可是在教育领域同样在可是在教育领域同样在
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甚至可以说甚至可以说，，教育领域教育领域
影响了婚恋市场影响了婚恋市场。。

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以前是男性受教以前是男性受教
育水平高于女性育水平高于女性，，但从但从““8080后后”“”“9090
后后””开始开始，，女性受教育程度逐渐比女性受教育程度逐渐比
男性高男性高。。

尤其是高等教育这一层次尤其是高等教育这一层次，，女女
大学生比例明显超过男生大学生比例明显超过男生。。

所以所以，，女性有好职位女性有好职位、、高收入高收入
的人群越来越多的人群越来越多，，女性越来越独女性越来越独
立立，，就出现了女性高端人群和男性就出现了女性高端人群和男性
低端人群的搭配低端人群的搭配，，也就是也就是““女大男女大男
小小””的婚姻模式的婚姻模式。。

当然了当然了，，这也是剩女越来越多这也是剩女越来越多

的原因的原因，，你以为剩女是嫁不出去你以为剩女是嫁不出去
吗吗？？错错！！

绝大多数的剩女是不想将就绝大多数的剩女是不想将就，，
因为眼界和学识因为眼界和学识，，不想找一个比自不想找一个比自
己层次低己层次低、、没有话题的男人没有话题的男人。。

那么你想想那么你想想，，在婚恋市场中在婚恋市场中，，
有两种人是最不好找到伴侣的有两种人是最不好找到伴侣的：：

一种是层次高的女性一种是层次高的女性，，一种是一种是
层次低的男性层次低的男性。。

现在姐弟恋的婚姻越来越多现在姐弟恋的婚姻越来越多，，
已经慢慢解决了女性的这个问题已经慢慢解决了女性的这个问题。。

那么层次低的男性会越来越那么层次低的男性会越来越
难找到伴侣难找到伴侣，，尤其是现在中国的男尤其是现在中国的男
性比女性要多很多性比女性要多很多。。

这就细思极恐了这就细思极恐了，，你会发现一你会发现一
个惊人的规律个惊人的规律：：有些男性是注定要有些男性是注定要
被淘汰的被淘汰的。。

为什么为什么？？
你想想啊你想想啊，，现在结婚和离婚都现在结婚和离婚都

是自由的是自由的，，结婚的越来越少结婚的越来越少，，离婚离婚
的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多，，在时间的推移下在时间的推移下，，离离
婚不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婚不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那么那些低层次还在家里当那么那些低层次还在家里当
大爷的男人大爷的男人，，只有两种选择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根本就没人愿意和他一种是根本就没人愿意和他
们结婚们结婚，，还有一种是结婚了还有一种是结婚了，，也会也会
要离婚要离婚。。

那么在自由的选择下那么在自由的选择下，，在时间在时间
的不断推演中的不断推演中，，这个群体会慢慢被这个群体会慢慢被
淘汰淘汰。。

李银河老师说婚姻制度最终李银河老师说婚姻制度最终
要走向消亡要走向消亡，，这个想法我还不敢这个想法我还不敢
提提，，这需要漫长的时间来论证这需要漫长的时间来论证..

但是我认为在社会的激烈变但是我认为在社会的激烈变
化和动荡中化和动荡中，，根据物竞天择的原根据物竞天择的原
理理，，有一部分群体是要注定被淘汰有一部分群体是要注定被淘汰
的的。。

好了好了，，以上只是个人观点以上只是个人观点，，接接
受指正受指正，，接受批评接受批评。。

婚前必读：八个不靠谱的结婚理由
厌倦了恋爱的生活，看别人都结婚了，

也想做做新娘，想过过安逸的二个世界。
说到底他们只是想换一种活法，想尝试另
一种生活状态，他们还不清楚婚姻生活到
底会是怎样的……

第一退而求其次第一退而求其次，，因伤心而结婚因伤心而结婚
因为爱的人没有选择你，因为爱的人

背叛了自己，于是，随随便便找个备胎嫁了
或娶了，或许是出于报复或许是出于伤
心。没了TA和谁结婚都是一样，结婚只是
为了完成一项任务。这样的婚姻怎么可能
幸福?非常残忍。

第二生活所迫第二生活所迫，，为了脱离某种困境为了脱离某种困境
有的人是为了房子，有的人是为了户

口问题，有的人是因为对方有能力帮他度
过事业上的难关等等现实的原因，出于利
益心态选择和对方结婚。这种人没想到，
今后他还可能面对其他困境，婚姻并不能
成为他的避难所。一旦婚姻外出现更大的
诱惑他又会选择再次弃而投奔。

第三奉子完婚第三奉子完婚，，因世俗舆论结婚因世俗舆论结婚
尽管现在避孕方法很多，可是依然有这

样的事情重复上演。男女在这样的状况下不
得不硬着头皮进入婚姻城堡的频率还是很
高。因为父母催逼、世俗舆论之类套牢了自
己，匆匆完婚，却不知道今后能否套牢彼此的
心。

第四为了违抗父母之命第四为了违抗父母之命
能得到父母祝福的婚姻自然皆大欢

喜，可是有不少男女的婚事不被双方父母
看好的，借着爱情的魔力，有些男女不顾父
母的反对执意要在一起，越是反对越要在
一起，产生逆反心理。他们往往忽略了很
多现实的东西，因为婚姻不仅仅是有了爱

就能完美的，这次反抗或许会成为最危险
最糟糕的决定。

第五为了拥有合法的性第五为了拥有合法的性
有不少体验者明白，偷偷摸摸一段恋情

过后，他们会特别渴望正大光明的享受欢娱
时分。为了这个原因，他们感觉必须名正言
顺的在一起才能快乐。可是往往有了名份，
给对方要求期望就高了，如此爱却减少了，昔
日床第之欢进入议事日程便没了地下情时的
新鲜和刺激了，所以单单因为性则会“昏”。

第六一个人太寂寞了第六一个人太寂寞了
人除了怕死，就是怕寂寞。一个人生活

感觉太无聊，找个人来恋爱，找个人来结束单
身生活。宁愿争吵打杀，也觉胜过孤单一
人。可是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寂寞来自内心而
非外在的热闹，两个人的伤感、压力比一个人
独处更可怕。

第七为了寻求安全感第七为了寻求安全感
纠缠的人太多了，总是无法静下心来，

索性用婚姻锁住自己或对方，不再因为三
心二意烦恼，不再为爱情操心，以为结婚了
就能给自己给对方一个交待，缩进一个狭小
的笼子里以为会安全了。其实，安全感这东
西，除了自己给自己，别人是给不了的。想想
看，即使在看守森严的监狱还有人想着越狱，
而且还成功了，你能怎么办?

第八摆脱单身换种活法第八摆脱单身换种活法
厌倦了恋爱的生活，看别人都结婚了，

也想做做新娘，想过过安逸的二个世界。
说到底他们只是想换一种活法，想尝试另一
种生活状态，他们还不清楚婚姻生活到底会
是怎样的，只是好奇罢了。所以有人甚至荒
谬地说，即使结婚一星期再离婚，也得结一
次!如此“做家家”的心理，实在可笑至极!

专栏节目专栏节目：

爱问稚云
专业背景：中国婚姻家庭咨询师，美国NLP(神经程序语言学)执行

师，美国正面管教家长讲师。20年专业经验，超10000小时个案，帮助超
过1000个家庭重获幸福。

擅长：改善各种婚姻关系，提高亲子关系。
联系方式：2407161000
50年婚龄，80岁老教授，告知天下工作责任男的幸福真谛！
老教授：我要向你袒露将近34年的秘密。我从30岁开始教书，先后

做老师，教授52年。早年我因想多赚钱养家到新加坡和马老西亚教书，
太太和3个孩子在中国。直到我67岁的时候，我们才在儿子的申请下移
民到美国。也就是说，我们分居了37年。在我46岁的时候，由于把持不
住，在马来西亚碰到一位女性，并生有一女。刚开始时，我一边瞒着家里
的太太，一边抚养这对母女。可是好景不长，最终这位女性带着女儿和
我失联了，从此音信全无。我家里的太太也隐约听到传言，但处于对我
的尊重和顾及家庭，她没有直接问我，但是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了她的健
康。今年是我们结婚50周年的日子，我想在有生之年向太太坦白，取得
她的原谅，也想有机会的话，得到那对母女的原谅并知道他们是否安
好。如果有机会重新来过，我一定陪伴在太太身边，一起度过柴米油盐，
温馨而踏实的每一天。

稚云：谢谢你的坦诚分享。在婚姻关系中，夫妻亲密关系永远不能
因为经济原因和地理原因被影响和改变。想当年你因为想多赚钱而负
起养家的责任却忽略了和太太的关系，这些都会出现婚姻漏洞。婚姻中
要遵循的主要3个要素是：1.激情，2.亲密和3.责任。一个三边都相等的
三角形代表完善的爱，三部分次序不可颠倒且平衡配合，即可构建完美
的婚姻关系，这需要双方付出努力让三角更平衡。而失败的婚姻就是次
序颠倒和比例失调了。试想，一个家庭如果只有努力工作赚钱而没有亲
密关系的连结，怎么获得永恒，持久和延续的爱？

我认为，假如你的太太如你所言，有心理准备，你可以坦诚袒露你这
么多年的秘密，并取得太太的原谅。但一定记得，给你太太时间，不管怎
么样她需要时间冷静，多多拥抱和沟通可以减轻太太的压力。

最后祝你身体健康，金婚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