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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跨国婚姻移民的融入适应研究

∗

———以浙江省庆元县为例
方

内容提要

明

中国跨国婚姻移民日益增长是中国全球化发展的显著表征。 为了解释

这类应然现象，促进其融入适应，以浙江省庆元县的跨国婚姻为例，以长期的田野调查搜
集的第一手资料为主，分析她们的社会生态，提出跨国婚姻移民融入适应的“ 四维” 模型。
该模型为心理认同、文化适应、行为调适与政治经济融入的四维一体，其中心理认同是起
点，文化适应是基础，行为调适是拓展，政治经济融入是深化。 她们的融入适应基本遵守
这样的逻辑循环，但并非完全单向流动，而是彼此互有关联，并相互影响。 每一个维度都
产生家庭内部和外部社会的接触与互动，并与其他维度形成融入适应的合力之网，将她们
由“ 他者” 涵化为“ 我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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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历史上，移民活动一直方兴未艾，它既是世界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对其产生了重大
影响。 在全球化日益迅猛的时代，人们的跨国流动变得越来越轻而易举。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
“一带一路” 倡议的不断推进，跨国婚姻移民也迎来了新的高潮。 这一方面印证了国际移民女性化
的趋势确切地从“ 幕后” 走向“ 台前” ，①另一方面也说明学界亟须对这些议题进行重点研究，为家庭
的稳定幸福、国家的有效治理和社会的和谐安定建言献策。

国外与港澳台地区因较早出现跨国婚姻移民而累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与本文相关的主要有：
（１） 归纳国际移民的融入适应类型，代表性成果有戈登的“ 二维度” 模型、②杨格 － 塔斯的 “ 三维度”
模型③和恩泽格尔等的“ 四维度” 模型，④ 其中“ 四维度” 模型被奉为圭臬，包括社会经济融入、政治

融入、文化融入、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创造性地提出了移民群体与流入地社会的相互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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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适应；（２） 如何审视婚姻移民，属于“ 劳工移民” ，① 还是“ 经济移民” ，② 也是见仁见智；③ （ ３） 多维

度思考跨国婚姻移民的融入适应，如苏骏扬与郭玲均分别关注越南新娘在融入适应过程中的社会
网络形构与如何处理人际冲突、④ 袁志刚则从微观视角研究菲律宾女性在跨国婚姻中的家庭权
力。⑤ 大陆学者主要聚焦跨国婚姻移民的具体问题，如孙秋云与郑进讨论了中国中部山区跨国婚姻
的女性身份、⑥周阳与李志刚研究了广州中非跨国婚恋中的社会认同、⑦ 张蔼恒与孙九霞讨论了阳朔
跨国婚姻的外籍配偶与东道主社区间存在一种双向的文化适应、⑧李巧梅与李志刚等分别分析了越籍
婚姻移民与中非伴侣的文化适应问题。⑨
前述成果对本文有诸多启发，但有所不同的是，本文将从中观的视角思考跨国婚姻移民融入适应的
新问题，并将跨国婚姻移民定义为以通婚为目的与手段而跨越主权国家边界，移居中国内地的外籍成年
融入适应是指跨国婚姻移民与流入地社会互动协调的程度，通常在互斥与同化之间摆动。 为此，

女性；

本文选择在国际移民研究中具有新兴代表性的浙江省庆元县，从中国全球化发展的基点出发，在长期的
田野调查中主要运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与参与观察等方法收集大量第一手资料，分析她们融入适应的
社会生态，为她们多快好省地融入当地社会建言献策，并为政府部门抉择相关政策提供事实依据。

二、庆元跨国婚姻状况
庆元县是浙西南典型的山区县，农业耕地面积仅占全县总面积的 ５．６％。 庆元隶属丽水市，下

辖 ３ 个街道 ６ 个镇与 １０ 个乡。 ２０１６ 年末全县户籍人口 ２０．５９ 万人，其中男性人口 １０．６４ 万人，女性
人口 ９．９５ 万人，男女性别比为 １０７：１００。 根据对全县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全年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

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 ２０５９１ 元、１０５０１ 元。

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３１２４３ 元、１４２４４ 元；

２０１６ 年全县生产总值 ６２．１ 亿元，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７．９３ 亿元、２５．５１ 亿元、２８．６５


亿元，人均 ＧＤＰ 为 ４５１９５ 元（ 按年平均汇率 ６．６４２３ 折算为 ６８０４ 美元） 。

正是由于地理区位不佳、性别比例偏高、经济实力不强，导致庆元在国内婚姻市场上女性外流
严重，引进困难，因而庆元“ 剩男” 较多。 以我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对举水乡月山村的调查为例，３０ － ４５ 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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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仅有个别外籍女性将其跨国婚姻前的女儿带到庆元，故而不予讨论；二是这些嫁入中国的外籍妇女并未获得中国





分别仅为浙江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６６％、６２％；与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城镇减少 １３７３ 元，农村增加 １８８１ 元。 庆元在浙江民





庆元县统计局：《２０１６ 年庆元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告》，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ｊｑｙ．ｇｏｖ．ｃｎ ／ ｚｊｑｙ ／ ｑｙｓｊ ／ ２０１７０５／ ｔ２０１７０５０３＿１３８３７１．ｓｈｔｍｌ

国籍，但其原籍是否能够保留存疑，所以在行文中使用原籍。
间被戏称为“ 浙江的西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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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身男性就超过 ４０ 人，约占同龄男性的三分之一。 这与该县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９０ 年代有力地
贯彻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流产引产女婴有一定的关联，更是人口流动造成的“ 婚姻挤压” 的结果，也
促使他们扩大通婚圈，从其他地方物色婚配对象。 而外籍适龄女性也试图通过婚姻改变自身的命
运，实现自己的诉求。 于是，庆元跨国婚姻就在中介与男女双方当事人各有付出、各有所图、各取所
需的合谋下于 ２０１０ 年悄然发生。

（ 一） 庆元跨国婚姻登记情况

丽水市的跨国婚姻移民主要发生在最近几年，都是外籍女性嫁给丽水男性，由 ２０１０ 年 ９ 例飙

升到 ２０１３ 年 １４３２ 例，至 ２０１６ 年底，共计 ３１２０ 例，９９％的新娘来自越南与柬埔寨。① 庆元县是丽水
市跨国婚姻的先行者与佼佼者：２０１０ 年有 ５ 例，占本市的 ５６％；２０１１ 年 ２８９ 例，占本市的 ８６％，其中

１２ 月创下单月最高纪录，高达 １１１ 例；虽然之后增幅减缓，但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季度仍有 １５２ 例。②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共有 ９００ 余例，③位居本市第一。

由于离婚、逃婚、骗婚等时有发生，使得男方“ 进口娶亲” 愿望不强，加上政府相关部门采取抬

高出入境门槛、加强宣传跨国婚姻可能带来的家庭和社会风险、打击非法中介等相关措施，庆元的
跨国婚姻案例迅速减少。 它具有以下特征：（１） 集中在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３ 年，占比 ８４％；（２） 以 ２０１２ 年
的峰值为基准，之前的增长与之后的回落均非常明显；（３） 越南与柬埔寨妇女占绝对主导地位，越
籍与柬籍之比约为 ２ ∶ １。

（ 二） 庆元跨国婚姻移民的融入适应问题

庆元跨国婚姻从相识到结婚登记约需 １ 周—２ 个月。 这些“ 闪婚” 的家庭轻者常常发生争吵与

纠纷，重者婚姻难以维持，甚至名存实亡与解体。 据我统计，已有 １１２ 例婚姻解体，占比高达 １６％，
另有 ６３ 例名存实亡或危机重重，占比达到 ９％。 由此可见，跨国婚姻移民的融入适应是一个很严重
的问题，下文将对其进行具体分析，为寻找解决方略提供依据。

１．第三方介绍不实，婚姻隐患较大。 为了促成姻缘，中介或媒人④ 不仅不如实告知男女相亲对

象的实际情况，而且还有意引导双方美化自身，以符合对方的要求。 通常的伎俩是夸大、甚至无中
生有自己的优势，缩小、甚至秘而不宣自己的劣势。 如某对报道人的访谈可资证明。⑤ 丈夫告知：
“ 老板（ 中介） 说越南女孩喜欢当老板的，（ 相亲时） 我就说是做生意的，家里有楼房、小车，不能说家
里老人身体不好，负担重。” 妻子回应说：“ 当时看上他，觉得他人老实，会疼我，有钱，嫁过来才知道
是假的。 家里的楼房小小的，哪有车啊，就是小三轮。 后悔死了，要不是有小孩，早跑了。” 丈夫又
补充道：“ 她也没说实话，她在越南生了个小孩，现在我每年都给钱给她寄回去养他。” 当婚前的介
绍遭遇婚后的现实，如果双方不能沟通调适，容易由心理落差引发矛盾，影响夫妻感情及家庭和谐。

２．婚姻动机不纯，感情基础薄弱。 外籍女性嫁到庆元的主要目的有：一是中国人民群众生活水

平越来越高，嫁入中国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二是以婚姻为手段，来中国打工挣钱；三是贪图男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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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县府办第 １１ 调研组：《 庆元县外籍新娘服务管理工作初探》 ，载庆元县府办“ 归零翻篇开新局” 活动办公室（ 编） ：《 县府办

志超提供！

主题大讨论活动调研文集》 ，未刊稿，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８ 月，多次访谈庆元县公安局工作人员，但以涉密为由婉拒提供准确
数据。 本人一共获得 ７０３ 对跨国婚姻的相关信息，下文的分析以此为据。
④

虽然国家严禁成立跨国婚姻介绍机构，也不允许个人采取欺骗手段或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或变相从事跨国婚姻介绍活动，但由于

跨国婚姻市场巨大，“ 钱景” 广阔，仍有一些机构与个人参与其中，并成为缔结跨国婚姻中的关键因素。 庆元县公安局对此多次依法进行
打击，效果良好。
⑤

８４

丈夫 ４２ 岁，越籍妻子 ３０ 岁，２０１２ 年领证结婚。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访谈于庆元县后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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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改变自己与娘家穷苦的命运。 跨国婚姻的动机具有明显的利益诉求，① 如某位报道人所言：“ 我
为什么嫁给他，还不是为了钱吗？ 我们有谈恋爱吗？ 就是为了生活好一点，才嫁到国外。 这里没有
爸爸妈妈，没有亲戚，有什么好？ 可是，我们的国家比中国穷……我以为他很有钱就嫁给他了……
以前跟老公在广东做香菇生意，比我们（ 越南） 好赚钱。”

②

３．文化差异显著，行为适应较难。 虽然越南、柬埔寨秉持的文化与中国主流文化并不存在“ 文明

的冲突”，但文化差异还是非常显著，如饮食卫生、行为规范。 以坐月子为例。 儿媳妇告知：“ 生了宝
宝，没有奶水，我婆婆用红酒煮鸡③给我吃，我吃不来。”婆婆立即反驳说：“我们这里红酒煮鸡最好了，
吃了就有奶（母乳）的，宝宝吃妈妈的奶才长得好，我家媳妇就不吃，没办法，两个宝宝都没奶，买奶粉
花了好多钱。”

④中国婆婆与外籍媳妇之间因文化差异而导致彼此心有芥蒂，再加上外籍媳妇在中国

语言不通，交流不畅，使得她们思乡严重、心理排斥感过强，存在家庭与社会的双重适应难题。

４．经济矛盾突出，社会接纳前景堪忧。 中方普遍反映外籍女性花钱缺少节制，甚至常以各种借

口向夫家索要钱财寄给娘家。 如果男方不满足她们的要求，小则在家中哭闹不休，大则外出不归，
甚至与他人同居。 正如某位越籍妇女（ １９９０—

） 所言：“ 跑走的那些，不爱老公，不爱孩子，只爱

钱。 找老公要钱，给爸妈很多钱，让他们不受苦，就在（ 住） 得牢。 她们不想干活，老公没钱给，就跑
⑤一方面，这印证了“ 有钱就有好女儿” ，⑥另一方面，也说明如何提高这些家庭的收入水平、帮

了。”

助她们自食其力是个难题。 虽然庆元现在已将她们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如可以享受医疗保险，但享
有合法的务工权利与平等的政治权利还任重道远，而这是关乎她们能否融入中国的核心问题。

三、跨国婚姻移民融入适应的“ 四维” 模型
无论是恩泽格尔对国际移民融入流入地的思考，还是国内学者对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看法，如

田凯的“ 再社会化说” 、⑦杨菊华的“ 融入互动” 说、⑧周皓的“ 五维度说” ，⑨均将移民的社会经济放在
首位。 如果以跨国婚姻移民来考量，则前述研究明显欠妥。 在跨国婚姻市场上，外籍女性最重要的
不是就业的工作技能，而是性别优势与身体资本。 若再具体到庆元跨国婚姻移民，按《 外国人在中
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 的决定》 ，

她

国就业管理规定》 

们不具有就业资格。

在借鉴国内外相关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主题与收集的资料，我提出跨国婚姻移民融入适
应的“ 四维” 模型，用于解释这类应然现象，并有助于解决她们融入适应的社会问题。 该模型是心
理认同、文化适应、行为调适与政治经济融入的四维一体，每一维度均包含家庭内部与外部社会的
融入适应。 首先，只有在心理认同的前提下，才能谈及融入适应；其次，在遭遇“ 文化震撼” （ ｃｕｌｔｕｒｅ
①

参见王晓丹：《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动机和社会影响———以云南省麻栗坡县为例》 ， 载 《 云 南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 学

②

越籍女性（１９８５—

④

儿媳妇为越籍妇女（１９９０—

版） 》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
③

） ，２０１１ 年领证结婚。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１ 日访谈于县城某商店。

本地用红曲酿的米酒，酒精度一般在 ３６°—５２°。 红酒煮鸡是本地催奶佳品。

进行访谈。

），２０１３ 年领证结婚，婆婆为庆元县举水乡人。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９ 日在庆元县举水乡月山村她们的家中

⑤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７ 日访谈于庆元县淤上乡局下村。

⑦

田凯：《 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 ，载《 社会科学研究》 ，１９９５ 年第 ５ 期。

⑥
⑧
⑨







参见黄鹏丽，何式凝：《 有钱就有好女儿──越南新娘对“ 贴补娘家” 行为的解释》 ，载《 妇女研究论丛》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杨菊华：《 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 ，载《 人口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周皓：《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及理论思考》 ，载《 人口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劳动部、公安部、外交部、外经贸部发布，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７ 号修正。

经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２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第 １１６ 次部务会审议通过，并商公安部、外交部、商务部同意，从 ３ 月 １３ 日公布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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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ｏｃｋ） 时如何 “ 化生为熟” 是融入适应的文化考量；再次，按流入地的文化系统准则行为处事是融
入适应的外在表现；最后，政治经济融入是一体两面，享有合法的公民权利与义务是她们社会融入
的最高层次。 她们的融入适应基本遵守这样的逻辑循环，但并非完全单向流动，而是彼此互有关
联，并相互影响。 简而言之，心理认同是起点，文化适应是基础，行为调适是拓展，政治经济融入是
深化。 它们之间均会发生互动，形成融合适应的合力之网，将国际移民由“ 他者” 涵化为“ 我者” 。
（ 一） 心理认同

心理认同是一种心理过程，指个体或群体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并进而因这一身份对个人或群体
产生情感归属。 它包括家庭身份认同与社会认同两个层次。

１．家庭身份认同。 家庭身份认同是指跨国婚姻家庭成员对彼此的接纳，并进而产生情感依恋。 即一

方面，跨国婚姻移民接受丈夫，进而对家庭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另一方面，丈夫及其家人也要发自内心
地接纳她们，视其为平等的家庭成员。 只有家庭成员彼此认同，一家人才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据悉，婚姻主体均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些跨国婚姻均是他们自愿的选择。 男女双方
大体彼此接纳，但也有小部分存在认同障碍，甚至极端的特例。① 很多跨国婚姻移民片面强调丈夫
与公婆宠爱自己，而却忽略了她们作为妻子、媳妇对家庭应该承担的责任。 男方及其家人基本完全
接纳女方，按报道人的说法是“ 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 而事实也证明，当跨国婚姻家
庭成员彼此认同越好，则表明融入越好，家庭生活越稳定幸福。

２．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是指跨国婚姻移民与当地社会的彼此接纳。 即一方面，她们对当地社

会的心理归属，是否融入的主要指标是她们是否将自己视为当地社会的一员。 根据我的访谈，她们

基本都喜欢中国与庆元，但 ８５％认为她们是原籍人；有 １０％ 认为她们是两国人，即中国与其母国；
仅有 ５％对社会认同产生疑惑：

嫁到中国 ５ 年了，生了 ２ 个宝宝。 越南没有户口了，我不是越南人了，可是，在这里，

又没有户口，我算庆元人吗？ 因为我老公是这里的，应该算是吧，却又不是中国人。②

另一方面，当地社会对她们的认可。 据悉，当地社会一方面认可她们，认为她们的到来部分解
决了庆元单身大龄男性的婚姻难题；另一方面，又否定她们的负面影响，如逃婚、骗婚。 当跨国婚姻
家庭的事实成立，即意味着家庭成员身份的转变，在家庭内部增加接触与交流，实现家庭的和谐融
入，而社会认同需要多方努力，其中尤为关键的取决于跨国婚姻移民自身发挥正能量，减少负能量。
（ 二） 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是指不同文化的个体或群体在彼此交往中的文化涵化或对其文化差异性的认可。 就
跨国婚姻移民的融入适应而言，它包括家庭内部的涵化与社会的文化接纳两个层次。

１． 家庭内部的涵化。 文化涵化是不同的文化在接触与互动后产生的结果。 从涵化的程度划

分，可分为全部涵化（ 即同化） 与部分涵化；就文化主体接受异文化的愿望而言，可分为自愿接受的
顺涵化和被迫接受的逆涵化；③从涵化的效果来看，可分为不适、适应与融入。 跨国婚姻移民基本
都较为主动地接受（ 部分） 中国文化，能够比较快速地文化适应。 相反，中方对家庭成员的异文化
多持排斥与抗拒的态度，逆涵化非常明显。 以下仅举 ２ 例予以说明。

例 １．语言。 在来到庆元之前，仅有数位跨国婚姻移民略通汉语，如问候。 到了庆元，她们全部

①

据报道人告知，某位嫁入庆元的外籍女性为了防止丈夫与她有性接触，随身携带刀具，这样的婚姻自然无法维系。

） ，２０１２ 年嫁到庆元。 她的疑惑无异于“ 无国籍的女人” ，参见罗柳宁：《 例论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建立的

②

某越籍报道人（１９８８—

③

高永久：《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建设研究》 ，兰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３２ 页。

基础———兼论“ 无国籍的女人” 》 ，载《 广西民族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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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自愿、主动地学习汉语，主要途径有三：一是通过人手一册的越汉辞典或柬汉词典自学；二是丈
夫教授；三是通过电视节目或者网络视频模仿与学习。 一般而言，她们在 ３—５ 个月后就能用汉语
与其他人交流，有少数人甚至能讲庆元方言。 与之相对，她们的家人并不学习她们的母语。

例 ２．饮食。 跨国婚姻移民习惯清水煮菜，喜欢酸、甜风味，比较清淡；而庆元人做菜喜欢爆炒，

口味较重，所以彼此双方都难以接受对方的饮食。 在组建跨国家庭之初，基本都是各做各吃。 之
后，她们逐渐接受中方的饮食习惯，由开始的抗拒、到部分接受，甚至完全同化。 当然，也有部分移
民是被迫接受，并保持部分自身的饮食习惯，显现黏合性适应（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①

跨国婚姻移民在家庭内部的融合适应需要时间磨合。 大体而言，她们比较积极、主动的接受中

方文化，而中方家庭成员需要改变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尊重她们的文化习惯，并适当的予以采借，
这样，家庭生活更加和谐幸福。

２． 社会的文化接纳。 跨国婚姻移民在庆元人数不多，而且分散在各地，难以彰显其文化特性。

据悉，她们在县城会有小型的集中：白天主要在生态公园聊天、打牌；夜晚常相约到后田街烧烤店小
聚；经营越南特产的商店也是她们聚会的场所。 管理人员、家庭成员与一般民众都肯定勤劳能干的
跨国婚姻移民，认为她们显现了正能量的精神风貌。 同时，也极其排斥那些好逸恶劳、行为不检点
的外籍移民，认为“ 她们给我们庆元丢脸，是庆元不受欢迎的人” 。 文化适应是文化主体接触与互
动的一种过程，同化、部分涵化、排斥也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 在跨国婚姻家庭内部，中
方家庭成员需要辅助她们对中国文化的适应与融合，同时，加强了解她们的文化；在社会外部，更主
要的是须秉持文化多元主义立场，求同存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３． 行为适应。 行为适应是指个人或群体按其所在文化系统的原则进行适切的行为能力。 跨

国婚姻移民的行为适应与上文的文化接纳紧密相关，分为家庭内部与社会外部两方面进行表述。

（１） 家庭内部的行为调适。 此类行为难以尽列，仅以个人卫生为例予以说明。 在家庭生活中，

洗澡问题也经历了彼此调适。 来自热带地区的跨国婚姻移民一天洗澡几次是她们的生活习惯，也
是消暑解乏的手段。 庆元的气候特点是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可以减少洗澡的频次。 某女性报道人
（１９５４—

） 埋怨：“ 我媳妇一天洗 ３ 次澡，每次都换洗衣服，哪有时间干家务活呢？” ②而外籍妻子对

丈夫不爱洗澡的习惯更是忍无可忍，如某越籍女性（ １９８８—

，２０１１ 年嫁到庆元） 告知：“ 以前老公

经常不洗澡就上床，干活累了，要洗澡，身体才会好的，这里的人不爱干净，太不好啦。” ③ 经过一段
时间的彼此调适，外籍移民减少打理个人卫生的时间，增加家务劳动的时间，而中方家庭成员也在
她们的影响下改变了生活习惯。

（２） 社会的行为适应。 社会的行为适应是指个体或群体的发展与社会适应的目的和动力达成

一致。 其一，跨国婚姻移民扩大交往网络，学习他人，使得自身行为与社会规范相适应；其二，社会
有关部门也须针对她们的现实境遇，调整相关政策。
跨国婚姻移民首先是建立亲缘关系，与他们产生互动，实现行为适应。 据悉大多数外籍移民在

夫家生活不久便随同夫家成员一起去拜访长辈、亲友，能够较好地完成孝道等礼仪。 “ 我家媳妇嘴
巴甜，到我家来就叫我们爸爸妈妈，（ 普通） 话会说一点，见到长辈都会叫，爷爷，叔叔，阿姨的，很亲
热。” ④其次，地缘关系。 一方面，她们与左邻右舍建立亲密关系，如某越籍妇女在短短几个月的时
①

参见 Ｋ．Ｃ． Ｋｉｍ ａｎｄ Ｗ． Ｍ． Ｈｕｒｈ， “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ｏｒｅａ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Ｕ． Ｓ．：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②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９ 日访谈于举水乡月山村报道人家中。

④

报道人（１９４７—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８， ｎｏ．２， １９８４， ｐｐ．１８８－２１６．
③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访谈于庆元县某理发店。

） ，女，儿媳妇为越籍（１９８９—

） ，２０１１ 年嫁到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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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里就与村中很多人建立投契，常常一起闲聊、外出购物等，甚至参与公共活动，如带队在 ２０１５ 年
“月山春晚” 的舞台上表演了舞蹈节目。① 另一方面，她们通过 ＱＱ、微信等与同侪建立联系，如某报
道人有在庆元的越籍与柬籍朋友近 ３００ 人。 最后，业缘关系。 前文已述，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法
规，她们不能在中国就业，但她们在务农合作、参与来料加工等工作中也形成了业缘关系。 通过这
些关系网络，她们习得中国的行为规范，并在实践中接受，逐渐成为符合“ 标准” 的庆元人。

据统计 ７０３ 户跨国婚姻家庭中约有三分之一的经济状况不佳。 由于她们没有取得中国户籍，

按政策不能享受社会保障。 后经多方协调，庆元县将她们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庆元县民政局根据
《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１３１ 号＞》 ，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将结婚登记的外籍移

民按共同家庭成员纳入低保范围。 社会政策的调适不仅略有缓解跨国婚姻贫困家庭的经济窘境，
而且反映了对跨国婚姻移民的社会接纳。

４． 政治经济融入。 政治经济融入在家庭内部主要体现为当家做主，在外部社会是指在政治上平

等地享有政治权利和自由，经济上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同等待遇与职业地位等。 这是她们能否融入
适应的最重要的保障，以下从核心的当家做主、申请居留与就业三方面进行讨论。

（１） 当家做主。 在家庭中，谁当家做主无疑具有代表性意义。 我对 ２７ 位跨国婚姻女性移民的

访谈结果如下：２ 位是家庭主要事务的决策者，占比 ７％；６ 位是主要参与者，占比 ２２％；１１ 位仅在事
后被告知，占比 ４１％；８ 位基本不知情，占比 ３０％。 积极参与者仅占 ２９％，无足轻重者高达 ７１％。 她
们参与家庭决策的程度既是家庭内部政治经济融入的表征，又与她们的家庭归属感与责任感呈现
显著的正相关。 由此可见，她们的融入适应差强人意，需要加强。

（２）申请居留。 每次均由外籍移民本人持有效证件向庆元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申请，填写《境

外人员居住申请表》等相关材料并加盖公章，再到丽水市公安局办理签证，才能获得居住的资格。 跨
国婚姻移民基本都持探亲签证（Ｓ１ 签证）申请居留，首次申请均不超过 １ 年；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 ②颁布后，视她们在中国的表现可以签 １ 次居留 ２ 年。 根据《外
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 ③ 第 ６ 条“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遵守中国法律，身体健

康，无犯罪记录”及其第 ５ 款：“中国公民或者在中国获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配偶，婚姻关系存
续满五年、已在中国连续居留满五年、每年在中国居留不少于九个月且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的” 规

定，可以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权，但在庆元至今没有任何一位符合前述规定的外籍移民获得中国永久
居留权。 据悉，跨国婚姻移民有望最长签一次可以居留 １０ 年，这有利于她们融入适应中国社会。

（２） 就业。 在国内外移民学界都将经济融入视为移民在流入地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而能否就

业是衡量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最主要的经济指标。 虽然本文所指的跨国婚姻移民仅有部分以“ 淘
金” 为主要目的，但就业与否对其经济独立至关重要。 然而由于她们的身份及所持的签证，从法律
角度来说，她们是不能就业的，否则就是非法工作。④ 如果她们不能就业，加上她们生育的小孩，势
必导致原本贫困的家庭再贫困化。 国家法律与实际境遇面临法与情的困境，如何有效解决需要国
家予以积极面对。
①

“ 月山春晚” １９８１ 年兴起于举水乡月山村，是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 草根春晚” ，至今不坠，现已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乡村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６３７ 号〕，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 日起执行。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４ 日国务院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

③

这是规范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工作而制定的法规，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由国务院批准，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安部、外交部

④

非法是指因违反国家法律规定而就业的行为，而不是指工作内容。 国外及中国港澳台地区诸多文献涉及就业的融入适应问题，

文化振兴的示范样本。

境管理法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第 ７４ 号令发布，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因中国大陆情况有所不同，本文暂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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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论

中国跨国婚姻移民日益增长是中国全球化发展的显著表征，其流动的特征呈现由边境地区向
中、东部扩散，但相应的研究尚未跟上事态发展的步伐。 本文以浙江省庆元县的跨国婚姻为例，从
中观视角讨论她们的融入适应问题，发现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感情基础薄弱、语言交流不畅、文化
差异较大、行为方式不同、经济矛盾突出、政治权利阙如等。 为了解释跨国婚姻移民的融入适应现
象，并促进她们的融入适应，创新性地提出“ 四维” 模型，即心理认同、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和政治经
济融入的四维一体模型。 首先，只有在心理认同的前提下，才能谈及融入适应；其次，在遭遇“ 文化
震撼” 时如何 “ 化生为熟” 是融入适应的文化考量；再次，按流入地的文化系统准则行为处事是融

入适应的外在表现；最后，政治经济融入是一体两面，享有合法的公民权利与义务是她们社会融入
的最高层次。 她们的融入适应基本遵守这样的逻辑循环，但并非完全单向流动，而是彼此互有关
联，并相互影响。 简而言之，心理认同是起点，文化适应是基础，行为调适是拓展，政治经济融入是
深化。 每一个维度都是家庭内部和外部社会的接触与互动，并与其他维度形成融入适应的合力之
网，将她们由“ 他者” 涵化为“ 我者” 。

以此模型来解释前引文献中的中国跨国婚姻移民的融入适应，发现边境地区的移民由于民族

同源、文化相近、行为相似，所以她们的融入适应的主要问题在于心理认同与政治经济融入，但心理
认同是起点，政治经济融入是深化并无二致。 就中、东部地区的“ 飞地” 移民而言，与本文的例证相
同，本模型完全具有解释力。 当然，某些特例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本模型是否经得起其他地
区例证的检验，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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