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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我国已陷入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 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迫在眉睫。本研
究结合心理阻抗以及毕生控制理论, 探索女性对于生育的年龄限制的知觉对于其生育意愿
和计划生育数量的影响。研究 1 为问卷研究, 结果显示, 女性距离自己认为的理想生育年龄
越接近时, 生育意愿越强烈。研究 2 和研究 3 为实验法研究, 分别启动未婚女性(研究 2)和已
婚女性(研究 3)对于女性生育年龄的限制感。结果表明, 生育年龄的时间限制可以提升未婚
女性对儿童的内隐态度和已婚女性的计划生育数量。研究 2 还发现, 这种提升效果对于前测
生育意愿高的女性影响更大, 且将最佳生育年龄设定为 26 岁的提升效果优于设定为 32 岁。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生育限制感可以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创设女性对适宜生育的年龄有限
制感的环境, 将有助于提升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不建议以进一步放开人口生育指标(如全
面放开生育数量的限制)作为提高生育率的手段, 这反而可能导致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进一
步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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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 我国已步入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0~2015 年我国平均

生育率不足 1.2%, 远低于正常的人口更替生育率 2.1%。长期低生育率会加剧我国人口老龄
化, 导致劳动人口供给不足, 阻碍经济发展, 引发一系列的养老问题。且生育状态对经济社
会的影响具有较长的滞后性, 短期内感觉不到变化, 等真正感受到变化时将为时已晚, 所以,
提高生育率已成当务之急。
为此, 国家接连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提高生育率。2013 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
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6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放开二孩政策。2017 年 11 月, 党的十九大的
报告中也明确指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 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但事与愿违, 放开生育的政策收效甚微。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2016
年出生人口 1786 万, 出生率 12.95‰, 未达到此前预期的 1800 万人。2017 年出生人口 1723
万, 出生率 12.43%, 同比上一年下降 0.52‰ (国家统计局, 2016)。且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推
算, 从 2015~2025 年, 24~29 岁的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锐减(国家统计局, 2016), 意味
着在今后的几年, 即使生育率保持不变, 出生人口数量也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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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现象说明, 近几年实施的解除生育限制的政策, 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不像想象中那
样简单。从整体看, 政策放开后, 民众生育二孩的意愿并不强烈。据全国妇联 2016 年的最新
调查, 有 53.3%的受访家庭不想生育第二个孩子, 在城市, 这一比例超过 60%。2015 年 11 月
10 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据测算, 目前中国
有 1.4 亿已育一孩的已婚育龄妇女,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 新增可生育二孩的目标人群 9000
多万, 其中 4500 多万人年龄为 40~49 岁(1966 年~1975 年生)之间, 已经处于育龄期的末端。
而在 9000 多万新增可生育二孩的目标人群里, 有着最强烈生育意愿的, 恰恰集中在这 4500
多万人中, 尤其是城镇妇女(刘金, 环傅明, 2015)。这一部分女性在进入育龄后, 生育自由即
受到当时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 在生育限制的政策解除后, 又面临年龄的限制,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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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生育意愿并没有被这些限制所削弱, 反而明显高于生育自由几乎完全不受限制的年
轻一代女性。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计划生育之初, 独生子女政策于 1979 年 9 月起施行, 但
1982 年到 1991 年的出生率不降反升(1.97%~2.24%), 均高于 1980 年(1.8%), 之后才有所下
降。1990 年央视元旦晚会上的小品《超生游击队》更是幽默而生动地反映了政策限制之下
人民强烈的生育意愿。
以上数据均暗示了同一种可能——或许一定的生育限制, 无论是政策上的还是年龄上
的, 都反而能激发生育意愿。在本研究中, 我们将结合决策中的末期效应的研究、心理阻抗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Brehm, 1966)的研 究以 及毕 生控 制理 论(life-span theory of control,
Heckhausen & Schulz, 1995; Schulz & Heckhausen, 1996), 探索生育限制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
响。作为探索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索有效可行的提升女性生育意愿的方法, 从而提高育龄女
性的生育率, 缓解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所导致的潜在的人口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
1.1

女性生育的生物钟
大众普遍认为女性的生育能力有年龄限制。随着生理年龄的上升, 女性知觉到的自己拥

有生育能力的剩余时间会随之减少。本研究作为一项探索研究, 试图初步探索知觉到的生育
能力的年龄限制会对女性的生育意愿产生何种影响？
Heckhausen 在 毕 生 控 制 理 论 (life-span theory of control, Heckhausen & Schulz, 1995;
Schulz & Heckhausen, 1996)中提出了发展的最后期限的概念(developmental deadline)。根据该
理 论 , 发 展 最 后 期 限 是 基 于 年 龄 的 对 于 实 现 一 个 目 标 的 限 制 (J. Heckhausen, Wrosch, &
Fleeson, 2001)。在人生发展全程的时间轴上标出一个点, 在此时间标点之前, 目标实现的可
能 性 较 高 ; 而 在 此 时 间 标 点 之 后 , 目 标 达 成 的 可 能 性 受 限 或 完 全 不 可 能 (Tomasik &
Salmela-Aro, 2012)。因此, 可以将这一时间标点看作是目标是否可以实现的转折点。毕生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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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理论将发展的最后期限划分为三种类型, 分别是生理(biological)的最后期限、社会(social)
的最后期限和制度(institutional)的最后期限; 女性生育年龄的限制属于一种生理的最后期
限。以往基于毕生控制理论的研究主要关注在转折点前后个体的变化(如 Heckhausen, 1999;
Heckhausen et al., 2001; Light & Isaacowitz, 2006)。本研究关注在到达转折点之前, 对生育能
力的年龄限制的关注程度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1.2

心理阻抗
心理阻抗(也称心理抗拒)的概念起源于认知失调理论。Brehm (1966)认为, 个体总是期

望在做某件事情时能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而当个体感到他的任何自由行为被禁止或威胁时,
都会唤醒一种动机状态, 即心理阻抗(psychological reactance)。该理论认为, 阻抗可能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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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引发个体对损失更多自由可能性的对抗并促使个体去恢复已损失的或被威胁的自由,
以及个体对损失或受威胁的选择感知到的吸引力提升(Brehm, 1966)。心理阻抗理论被广泛应
用于人际吸引(Linder & Crane, 1970; Madey et al., 1996; Pennebaker et al., 1979)与判断决策相
关 的 领 域 (Brehm & Self, 1989; Clee & Wicklund, 1980; Morimoto & Chang, 2006; Regan &
Brehm, 1972; Rummel, Howard, Swinton, & Seymour, 2000; Verbeke, Farris, & Thurik, 1998;
Wicklund, 1974)。大量研究的结果均支持以下观点：心理阻抗会增加受限选项的感知吸引力
(Brehm, 1966), 进而激发个体作出与受限选项相反行为的更强烈的动机。
综上所述, 以往关于心理阻抗的研究发现, 当个体自由剥夺的威胁越大时, 所产生的心
理阻抗越严重, 这时受威胁的选项越有吸引力。本研究试图探索当女性感受到自己的生育自
由受到时间限制时, 是否会导致女性认为自己的生育自由更加有吸引力, 从而出现生育意愿
的上升。因此本研究的假设为：启动女性对于女性最佳生育能力的年龄限制感会导致女性的
生育意愿上升。本研究将通过三个子研究探索这一问题。研究 1 为问卷研究, 通过女性在自
陈问卷中的回答探索女性的实际年龄与自己认为的女性最佳生育年龄的时间距离与其生育
意愿之间的关系。我们预期距离自己认为的女性最佳生育年龄越接近的女性其生育意愿越强
烈(假设 1)。研究 2 直接启动被试对于女性最佳生育年龄的时间限制, 通过内隐联想测验任
务(Greenwald, Nosek, & Banaji, 2003)考察被试对孩子的内隐态度, 进一步确认女性最佳生育
年龄的时间限制对于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的因果关系。研究 2 为 3 (最佳生育年龄启动: 26
岁组 vs. 32 岁组 vs. 控制组) × 2 (前测生育意愿: 高生育意愿 vs. 低生育意愿) 的被试间设
计, 研究假设为：最佳生育年龄限制的启动和前测生育意愿强度存在交互作用。最佳生育年
龄限制的启动对提高女性对儿童的内隐态度的效果对于前测生育意愿高的女性影响更大,
且将最佳生育年龄设定为 26 岁的启动效果优于最佳生育年龄设定为 32 岁的启动效果。研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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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取了 40 岁以下的未育或只生育了一名子女的已婚女性作为被试, 通过模拟一项新的关
于生育年龄限制的政策, 进一步探索女性生育的年龄限制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我们预期,
当被试预期自己的生育自由受到政策所导致的年龄限制时, 生育意愿会上升(假设 3)。

2
2.1

研究 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被试全部为未婚女性, 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 共回收 166 份问卷。剔除 5 名男性, 4
名已婚女性及 4 份未完成数据后共 153 份有效问卷(年龄：M = 22.26, SD = 2.11 岁)。
2.1.2 实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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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自编生育意愿调查问卷, 由 9 个条目组成, 首先为四道社会人口信息的题目), 在询
问被试“您认为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是多少岁”后, 立即询问被试的年龄, 最后是询问被试生
育意愿的三道题目(8 点量表), 分别为“您理想生育孩子个数”、“您喜欢孩子程度”以及“您生
育意愿强烈程度”。
2.2

结果和讨论
首先, 用被试汇报的理想生育年龄减去被试的实际年龄, 得到生育年龄差值。然后, 计

算生育年龄差值和三个测量生育意愿的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结果表明, 生育年龄差值和生育
意愿强烈程度显著负相关(r= −0.24, p < 0.01), 和喜欢孩子程度显著负相关(r = −0.17, p <
0.05), 和理想生育数量呈负相关(r = −0.30, p < 0.01)。以上负相关在控制恋爱状况和健康状
况后仍然显著。
研究 1 的结果表明, 女性被试距离自己认为的理想生育年龄越接近时, 生育意愿越强烈,
也越喜欢孩子。这一结果可以由两种可能的原因导致：一种可能是认为自己的年龄距离女性
的理想生育年龄更加接近导致女性的生育意愿更加强烈; 另一种可能是, 生育意愿更加强烈
的女性, 主观认为的女性的理想生育年龄更加推迟。而研究 1 仅为相关研究, 不能确定二者
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 2 直接操纵被试对于女性理想生育年龄的想法, 研究距离理想生育年
龄的时间距离是否可以导致女性生育意愿的变化, 进一步探索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 2
的一个创新之处在于, 通过内隐联想测验测量被试在阈下水平对孩子的真实态度, 从而推测
被试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如实汇报或者不能够准确汇报的对于自己生育孩子这一事件的真
实意愿。

3
3.1

研究 2：
研究方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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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被试和实验设计
被试为未育成年女大学生 151 人。采用 2(刺激物：动物 vs. 儿童)× 2(生育意愿：低生
育意愿 vs. 高生育意愿)×3(启动组：26 岁 vs. 32 岁 vs. 控制组)的混合设计, 其中刺激物为被
试内变量, 生育意愿和启动组为被试间变量。对三个启动组中被试的年级进行似然比卡方检
验, 结果表明三组中每个年级的人数无显著差异, χ2(6) = 7.04, p = 0.32。在招收被试时, 即向
被试询问其生育意愿的强烈程度(8 点量表), 作为前测生育意愿。正式实验的时间距离前测
生育意愿的测量超过三天。
3.1.2 对儿童的态度：内隐联想测验
采用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简称 IAT) (Greenwald, et al., 2003)测量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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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的态度。根据 Light and Isaacowitz (2006)的相关研究, 选取来自中国情绪图片库(CAPS)
和国际情绪图片库(IAPS)中的儿童及小动物图片。IAT 属性词来自《现代汉语常用词表》, 选
取若干个两字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由不参与正式实验的 10 名大学生对所选图片的唤醒度、
效价、优势度、可爱度评分, 并对所选词语的效价评分。选取以上维度均无显著差异的儿童、
小动物图片各 8 张用于内隐联想测验; 并选取效价有显著差异且词频、笔画无显著差异的积
极词和消极词各 8 个。积极词汇包括愉快、美好等, 消极词汇包括邪恶、恐怖等。
3.1.3 实验程序
所有实验材料由 E-prime 2.0 呈现。被试首先填写社会人口信息, 随后被随机分成三组。
26 岁组和 32 组的被试分别阅读女性最佳生育年龄为 26 岁或 32 岁的启动材料(均少于 100
字), 之后汇报自己距最佳生育年龄的时间(以年为单位)及实际年龄; 控制组不阅读启动材料
直接填写实际年龄。接着被试完成儿童−动物内隐联想测验, 对呈现在屏幕中央的刺激进行
归类和按键反应, 其中相容任务和不相容任务出现顺序在被试间进行平衡。
3.2

结果

3.2.1 控制变量
对三种启动条件下被试的人口学变量和前测生育意愿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
发现, 三组被试在年级(F(2, 148) = 0.34, p = 0.711)、健康状况(F(2, 148) = 1.89, p = 0.155)、婚
姻状况(F(2, 148) = 1.47, p = 0.232)、恋爱状况(F(2, 148) = 1.16, p = 0.317)、前测生育意愿(F(2,
148) = 0.64, p = 0.527)上均无显著差异。
3.2.2 内隐联想测验(IAT)结果
首先, 为了检验 IAT 是否有效测量了被试的生育意愿, 我们对三种启动条件下自陈量表
中的两个效标题目——“动物与生育意愿的相关程度”和“儿童与生育意愿的相关程度”的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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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进行了重复度量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 儿童与生育意愿的相关程度显著高于动物(F(1, 148)
= 181.12, p < 0.001), 且该结果不受组别的影响(F(2, 148) = 1.83, p = 0.165)和调节(F(2, 148) =
0.002, p = 0.998), 说明在三种启动条件下, IAT 的得分能够有效测量被试的生育意愿。因为两
个实验组在回答此问题前接受了女性最佳生育年龄的启动, 对此问题的回答可能受到启动
的影响。因此, 我们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单独考察了控制组被试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 结果
表明, 控制组的被试认为儿童与生育意愿(M = 5.90, SD = 1.93)的相关程度显著高于动物(M
= 3.26, SD = 1.95), t(49)= 8.02, p < 0.001。
随后, 根据 Greenwald 等(2003)的算法, 计算儿童相对动物的 IAT 差异分数。IAT 差异分
数越高, 则代表被试相对于动物对儿童的喜爱程度更高。以 IAT 分数为因变量进行 3(启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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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2(生育意愿)方差分析, 结果如图 1 所示, 二者交互作用边缘显著, F(2, 145) = 2.86, p =
0.060, ηp2 = 0.04。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显示, 低生育意愿组三种启动条件下的 IAT 分数无
显著差异(M 控制 = 0.48, SD 控制 = 0.39; M26 = 0.38, SD26 = 0.45; M32 = 0.47, SD32 = 0.53; F(2, 145)
= 0.23, p = 0.791); 在高生育意愿组中, 三种启动组在 IAT 分数存在显著差异(M 控制 = 0.07,
SD 控制 = 1.08; M26 = 0.54, SD26 = 0.37; M32 = 0.40, SD32 = 0.52; F(2, 145) = 3.73, p = 0.026, ηp2 =
0.05), 事后多重比较结果表明, 该差异主要体现在 26 岁启动组和控制组之间, p = 0.008。其
他简单效应分析结果不显著。

图 1 三种启动条件下高低生育意愿组的 IAT 分数差方差分析结果

3.3

讨论
研究 2 通过内隐联想测验测量和女性生育意愿密切相关的指标 – 对孩子的喜爱程度。

结果表明, 对于初始生育意愿较高的年轻女性而言, 启动女性对于女性最佳生育能力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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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可以在阈下水平提高女性对孩子的喜爱程度。这一效果没有出现在初始生育意愿较低的
女性群体中。并且, 对于初始生育意愿较高的女性而言, 启动 26 岁为女性最佳生育年龄提升
女性对孩子的内隐态度的效果高于启动 32 岁为最佳生育年龄。这一结果与研究 1 的发现一
致, 即当女性认为自己距离女性最佳生育年龄越接近时, 其生育意愿越强烈。启动对于女性
最佳生育年龄的限制感的被试中, 前测生育意愿高的被试和前测生育意愿低的被试没有出
现差异。在前测低生育意愿的被试中, 两个启动组和控制组之间没有出现差异。并且控制组
中低生育意愿的被试比高生育意愿的被试在阈下水平表现出对孩子的喜爱程度更高。出现上
述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种可能是启动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的时间限制对于女性的生
育意愿的影响不受到前测生育意愿高低的调节。第二种可能性是, 采用自陈汇报的方法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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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生育意愿更多反映女性的外显生育意愿, 而采用 IAT 测量的对孩子的喜爱更多反应
的是女性内隐的生育意愿, 两者有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依据外显生育意愿对被试的划分和
内隐生育意愿的结果不一致。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一问题。
为了增强本研究的外部效度, 进一步检验对女性生育的年龄限制对实际上可能发出生
育行为的女性的影响, 并且检验前两个研究的结果, 在研究 3 中, 我们将选取被试的标准定
为 40 岁以下的已婚女性, 且要求该女性未育或只有一个孩子。在我国现行的生育政策下, 这
些女性均具有合法生育后代的资格, 且在年龄上没有超过社会所默认的女性生育年龄的上
限。同时, 研究 3 中增加了两个测量女性被试生育行为倾向的题目：其中一个题目询问女性
被试的“计划生育数量”。以往的研究表明, 计划生育数量(wanted fertility)是与实际生育行为
偏差更小的指标(Bongaarts, 1990), 计划生育数量更有可能转化为生育行为(郑真真, 2014)。
在另一个题目中, 我们请被试选取一个礼物作为参与实验的感谢, 其中包括与生育无关的女
性卫生用品以及与生育有关的女性卫生用品。

4 研究 3：
4.1

研究方法
研究 3 采用单因素 2 水平(生育是否受限：生育受限组 vs.对照组)被试间实验设计, 因变

量为生育意愿。
4.1.1 被试
研究 3 采用问卷形式, 被试均为已婚、40 岁以下、有一个或没有孩子的女性。正式实验
通过问卷星网站平台发放问卷, 共回收问卷 182 份, 经核查删除身份不合条件的问卷, 最终
得到有效问卷 113 份, 有效回收率 62.1%, 平均年龄 30.56 岁(SD = 4.25), 所有人被随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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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两个组中。
4.1.2 实验材料和程序
由于本实验的被试来源范围广泛, 为防止被试受到周围人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启动生育
期限的年龄限制之前, 我们首先对被试周围的生育环境进行了测量, 测量包含 3 个题目, 分
别为“周围人计划生育孩子的数量”、“周围人对孩子的喜爱程度”以及“周围人生育意愿的强
烈程度”, 除“计划生育孩子的数量”为直接填写数字, 其余题目均为 8 点评分, 1 代表“非常不
强烈”, 8 代表“非常强烈”。
之后, 对两组被试分别进行启动。生育受限组的被试将会阅读一段有关我国生育政策启
动材料, 材料中她们被告知, 由于 40 岁是女性生育能力的转折点, 所以国家计划出台一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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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 要求女性在 40 岁时接受一项强制性的、非常严格的体检, 未通过体检的女性将不能
合法生育。以此对被试的生育年龄加设明确的时间限制。
为了防止是身体机能转折点和体检本身对被试的生育意愿产生了影响, 对照组的被试
将会阅读另一段同样因身体机能转折而包含体检政策但与生育限制无关的启动材料。
随后, 我们要求两组被试对材料中的政策和自己阅读材料时的心情进行评分。这些题目
的目的是确保被试认真阅读启动材料, 不纳入数据分析。
接下来对被试的生育意愿进行测量, 分为生育态度、生育计划和生育行为倾向两种, 生
育态度有两个题目, 包括“对孩子的喜爱程度”和“生育意愿强烈程度”, 均为 8 点评分, 与研
究 2 一致; 生育计划和生育行为倾向测量是研究 3 更进一步的两个指标, 同样包括两个题目,
首先询问被试“计划生育孩子的个数”, 之后要求被试从四种礼品(卫生巾、验孕棒 1 支装、验
孕棒 5 支装、验孕纸 20 条)中选择一种作为实验报酬, 生育意愿强的被试更可能选择验孕产
品。
最后, 对被试的社会人口学变量进行统计, 对被试表示感谢并支付实验报酬。
4.2

结果

4.2.1 生育环境同质性检验
首先以被试的生育态度、生育行为倾向以及周围生育环境为变量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表
明, 被试的生育意愿、喜欢孩子的程度、计划生育孩子的数量受到其周围环境的影响(r = 0.2
~ 0.37, ps < 0.05)。因此, 为确保两组被试所在环境的同质性, 我们在控制被试人口学变量(年
龄、受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居住地南北方划分、居住地城市规模、是否已有孩子)的条
件下, 以组别为自变量, 以两组被试的周围生育环境变量为因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 结果发
现, 两组被试在周围人生育孩子的个数(F(1, 105) = 2.70, p = 0.104)、周围人喜欢孩子的程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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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105) = 2.86, p = 0.092)、周围人的生育意愿强烈程度(F(1, 105) = 0.60, p = 0.439)上得分
差异均不显著, 说明两组被试所处的生育环境同质。
4.2.2 各变量间相关矩阵
为便于进行后续统计检验, 对被试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的居住地进行编码, 居住地中的省
份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分为 1(北方)和 2(南方); 居住地中的城市按照城市规模进行编码, 将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编码为 1, 其余城市编码为 2。
表 1 列出了所有被试各个变量的皮尔逊积差相关矩阵(N = 113)。可以看出, 已有孩子的
女性更喜欢孩子(r = 0.27,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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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变量的皮尔逊积差相关矩阵
1

变量
1.年龄

2

3

4

5

6

7

8

—

2.受教育水平

0.23*

—

3.家庭年收入

0.18

0.41**

—

4.南方北方

−0.14

0.15

0.15

—

5.城市规模

−0.05

−0.24**

−0.40**

−0.14

—

6.是否已有孩子

0.38*

0.01

−0.06

0.04

0.16

—

7.计划生育孩子的个数

−0.31**

0.02

−0.05

0.04

0.16

0.02

—

8.喜欢孩子的程度

0.10

0.02

0.08

−0.01

0.00

0.27**

0.07

—

9.生育意愿强烈程

−0.143

0.043

0.147

0.094

−0.078

0.046

0.388**

0.248**

注：*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4.2.3 启动生育时间限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随后, 对两组被试的计划生育数量、生育意愿、喜爱孩子程度、挑选礼物类型进行单因
素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 生育受限组被试计划生育孩子的数量(M = 1.55, SD = 0.5)显著大于
对照组的被试(M = 1.27, SD = 0.53, F(1, 111) = 8.34, p = 0.005, ηp2 = 0.07), 生育意愿(F(1, 111)
= 0.18, p = 0.67)、喜爱孩子程度(F(1, 111) = 0.15, p = 0.702)、挑选礼物类型(F(1, 111) = 0.92, p
= 0.34)在两组间无显著差异。当对人口学变量(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居住地南
北方划分、居住地城市规模、是否已有孩子)进行控制时, 协方差分析结果与单因素方差分
析结果相一致。单独分析实验组被试的数据发现, 实验组中年龄越大的被试计划生育孩子的
个数越少(r = −0.32, p = 0.016)。

5 总讨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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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生育的年龄限制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以往关于女性生育意愿的研究, 主要来自社会学领域, 通过大样本的数据调查, 探索女

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预测国家生育水平的发展趋势。本研究基于心理学的理论, 通过三
个研究, 探索了女性生育的年龄限制对于其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1 通过问卷探索女性距离
自己认为的最佳生育年龄之间的时间距离和其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两者之间为
负相关：女性的实际年龄和自己认为的女性最佳生育年龄之间的时间距离越接近, 则生育意
愿越强烈。研究 2 为实验室研究, 通过阅读启动材料, 启动被试对于女性不同最佳生育年龄
的时间限制感, 并分别测量被试内隐和外显的生育意愿。结果表明, 启动女性被试对于女性
最佳生育年龄的时间限制会提高初始生育意愿较高的女性的生育意愿, 并且, 当启动 26 岁

chinaXiv:201810.00281v1

为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时, 女性的生育意愿的提升程度超过了启动 32 岁为女性的最佳生育
年龄的情况。研究 1 和研究 2 中参与实验的被试均为年轻未婚女性, 研究 3 以 40 以下已婚
女性(未生育或已生育一孩)为被试, 进一步检验对女性生育的年龄的政策限制对实际上可能
发生生育行为的育龄女性的影响。结果表明, 对于生育年龄的政策限制导致已婚女性的计划
生育数量明显提升, 但是被试主观汇报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倾向(与生育相关或无关的女
性卫生用品的选择)没有发现显著的变化。
研究 3 中, 启动了女性最佳生育年龄限制感(实验组)的女性的年龄与生育意愿成反比,
即年龄越接近 40 岁的女性其计划生育数量越低, 这一结果和前两个研究的结果不一致。出
现这一不一致的可能的原因有两个。其一, 研究 2 中通过提醒被试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进行
启动, 而在研究 3 中则是通过提醒女性生育孩子能力的转折点对被试进行启动, 被试在阅读
启动材料时被告知超过 40 岁的女性生育孩子时出现的健康问题明显增多, 这一带有负面信
息的启动材料有可能导致年龄接近 40 岁的女性因为对健康问题的担心出现生育意愿的下
降。另一种可能性是由于研究 3 中的被试和研究 1、研究 2 中的被试有明显的区别。研究 3
中被试均为已婚女性, 而研究 1 和研究 2 中的被试均为未婚女性, 且研究 3 中的被试年龄明
显更大(研究 3：M = 30.56 岁, SD = 4.25 岁; 研究 1：M = 22.26 岁, SD = 2.11 岁, 研究 2 未测
年龄, 被试均为在校大学生, 年龄与研究 1 中被试的年龄接近)。有可能是启动女性生育年龄
的时间限制对生育意愿的提升作用主要针对未婚年轻女性效果更好。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
探索启动女性对生育年龄的限制感在何种情况下效果更优。
5.2

本研究的局限性
在本研究中, 我们提出当被试意识到自己生育后代的自由受到限制或威胁时所产生的

心理阻抗导致被试的生育意愿增强, 但是为了避免被试猜测到本研究的目的, 进而影响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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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意 愿 的 回 答 , 所 以 在 本 研 究 中 没 有 测 量 心 理 阻 抗 。 在 一 项 类 似 的 研 究 中 (Wisman
&Goldberg, 2005), 当被试接收到死亡提醒时, 其生育意愿也会上升, 研究者也提出心理阻
抗可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但是该研究和本研究均没有对被试的心理阻抗进行测量, 今后的
研究需要进一步检验心理阻抗在在这一效应中发挥的作用。
5.3

本研究的贡献

5.3.1 对于女性生育行为的预测
本研究的一个贡献在于对于预测女性生育行为的有效指标进行了探索和尝试。本研究尝
试了两种以往研究中没有使用的测量女性生育意愿的方法, 一为采用内隐联想测验测量女
性阈下水平的生育意愿; 二是测量和生育相关的行为倾向(被试对与生育相关的女性用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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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育无关的女性用品的选择。女性的生育意愿是影响女性生育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也是
预测国家生育水平发展趋势的最为有效的指标之一(陈卫, 靳永爱, 2011)。因此, 准确地测量
女性的生育意愿对于预测国家生育水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人口问题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卢海阳, 邱航帆, 郑逸芳, 2017),
探索准确衡量女性生育意愿的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首次尝试采用内隐联想测验测量女性阈下水平的生育意愿, 并以此预测女性的
生育行为。在研究 2 中, 我们发现启动女性最佳生育年龄的时间限制影响了女性在内隐联想
测验中对婴儿图片(相对于小动物图片)的偏好程度。虽然对孩子的喜爱程度并不能完全等同
于生育意愿, 但是在本研究的三个实验中, 女性对孩子的喜爱程度均和女性的生育意愿显著
正相关(研究 1：r = 0.51, p < 0.001; 研究 2：r = 0.27, p = 0.001; 研究 3：r = 0.25, p = 0.008), 对
孩子的喜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女性的生育意愿。与此观点一致, 以往的研究表明, 育龄
女性对子女价值的评判可以反映女性的生育态度(茅倬彦, 罗昊, 2017)。因此, 可以考虑将本
研究中所采用的内隐联想测验的范式作为测量女性生育意愿、预测女性生育行为的方法之
一。
作为一项尝试, 研究 3 试图通过女性对于与生育相关的女性卫生用品(验孕产品)和与生
育无关的女性卫生用品(卫生巾)的选择, 测量女性的生育行为倾向。但是, 这一指标并未受
到启动对女性的生育年龄限制的影响。大多数女性(77%)都选择了与生育无关的女性卫生用
品作为礼物。除本研究中所选用的验孕产品外, 性生活的活跃程度和避孕产品的选择也可能
与生育行为倾向相关。但是以往的研究表明, 避孕产品的使用数量和性行为的活跃程度呈正
相关, 而性生活的活跃程度和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以往研究的支持(Veenhoven,
1975)。而且, 汇报性生活的活跃程度以及汇报对避孕产品的选择和偏好还受到社会赞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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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因此, 目前的证据表明, 避孕产品、验孕产品和性生活活跃程度都不宜作为衡量女
性生育行为倾向的有效的指标, 还需进一步探索。
5.3.2 提升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建议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 本研究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采用实证研究证实一定的生育限制
感不仅不会降低生育意愿, 反而会提升生育意愿。印度的计划生育政策与人口出生情况的变
迁也给本研究结果提供了间接的证据(莫蕙芳, 1986)。印度在 1941 年至 1951 年间, 人口由 3
亿 1900 万增至 3 亿 6100 万, 增加 4200 万人。印度政府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1951~1956),
明确必须开展计划生育工作, 但仅以宣传鼓励为主, 没有采取强制措施, 结果印度人口在
1951 至 1961 年间由 3 亿 6100 万激增至 4 亿 3900 万, 十年增长 7800 万; 到 1971 年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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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已达 5 亿 4800 万, 十年增长 1 亿 1000 万人口。1976 年印度公布“计划生育法”, 规定对不
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实行限制和处罚政策, 之后人口出生率开始出现下降。印度的人口数
据表明, 生育限制的政策在未伴随强制措施的情况下, 反而可能导致人口出生率的激增。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推测, 解除生育限制的政策不仅不会提升生育意愿, 反而有可能降低
生育意愿。与此思路一致,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公布在取消某些项目的截止日期之后,
项目的申请量减少了一半。因此, 基于本研究的结果和其他相关的研究结果, 我们提出两条
提升生育意愿的政策建议。第一, 在放开二胎的政策对提升生育率不理想的情况下, 不建议
匆忙以进一步放开人口生育指标(如全面放开生育数量的限制) 来解决生育意愿低的问题。
第二, 创设令女性对生育年龄有限制感的环境, 如在育龄女性每年的体检中, 增加关于女性
适宜生育所余时间的信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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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hildbearing deadline on women’s wanted fertility
XING Cai; MENG Yuqi; LIN Qingqing; QIN Ziyu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

Abstract
The transition to ultra-low level of fertility in China has become a major challenge to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the population of reproductive-aged women will continue to decline
in the upcoming years, enhancing women’s childbearing motivation is important and urgent to
avoid further decline of fertility rate. This work is the first attempt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childbearing deadline on women’s childbearing motivation. With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life-span theory of control, and previous findings about the ending effect in the field of decision
making as basis, this work aims to examine the causal link between women’s childbearing
deadline and motivation.
Three studies were conducted in this work. The first study used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ime left women perceived before their childbearing
deadline and their childbearing motivation. Women who perceive they are closer to their
childbearing deadline reported higher childbearing motivation. The second study, which was
conducted in laboratory settings, examined the causal effect between these two factors by
manipulating women’s perception of optimal childbearing deadline.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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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gned to two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limited and extended. Participants who were told that
women’s optimal childbearing deadline is 26 fell under the former condition, and those who were
told that the deadline is 32 fell under the latter. Participants’ baseline childbearing motivation
served as another independent variable. Participants completed an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with
pictures of babies and baby animals served as stimuli. They also completed a brief questionnaire
in which they answered three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ir childbearing motivation. An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childbearing deadline and baseline childbearing motivation emerged in the reaction
time of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Simple effect analyses revealed that participants with higher
baseline childbearing motivation showed greater increase in their childbearing motivation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 lower baseline childbearing motivation. Participants in the limited
condition showed greater increase in their childbearing motivation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extended condition. Participants in studies 1 and 2 were young single women. Study 3 tested this
effect among married women who were aged below 40 with one or no child. Half of them were
primed with a childbearing deadline, whereas the other half were in the control condition.
Participants primed with a childbearing deadline showed greater number of wanted fertility, which
further supported the findings in studies 1 and 2. This work marks only the beginning. When and
how does childbearing deadline influence women’s childbearing motivation should be further
explored.
Key words childbearing; motivation ending effect;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life-span theory of
control;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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