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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乡女性史研究的新进展

康君如

国际区域间涌动的移民潮，自古以来就是重大社会问题。移民史更是中国近现代史、全球史研
究领域重要的组成部分。① 移民群体中的性别差异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相关历史现象，是一个备受
瞩目的议题。自中国古代始，成年男性因经商、求学、任宦等原因远赴他乡时，其家眷( 父母妻儿) 往
往留守家中，或可说“留守”现象早已有之。② 但学界对跨国移民背后的留守现象关注较少，侨乡留
守女性的状况、男性移民对留守女性的影响以及他们间的互动等问题基本被忽略。③

沈惠芬博士在她 2006 年提交给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出版了《中国留守妻
子: 20 世纪 30—50 年代福建籍东南亚华人移民的家庭》( China's Left-Behind Wives: Families of
Migrants from Fujian to Southeast Asia，1930s － 1950s) 一书，下文简称“沈著”。④ 该书以源自福建泉州
地区的东南亚移民( 华侨) 留在福建的留守妻子为研究对象，展现她们的生活状况、对侨乡家庭的
重要性、在侨乡内外社会、经济、政治等所处地位及其心声等。沈著自出版，便引起了国外学界的
关注，并颇受好评。笔者拟结合已有评论，将该书置于中国学术背景下，对其中部分内容予以重点
评论，以彰显该书的价值、意义，并指出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而探寻中国学界社会性别视野下的移
民史研究的路径与方向。

一、建构留守妻子的历史

20 世纪 30 年代，社会学家陈达在对闽南和粤东的华侨社区( 侨乡) 调查中，开始展现出对华侨
婚姻的学术兴趣。他敏锐地察觉到男性华侨结婚之后往往“单身南行，新娘留守家中”，无法携眷同
行，妻室在家“有坐守生寡之虑”。⑤ 但受国内环境的影响，我国学界对华侨婚姻与留守新娘的叙述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渐衍变成“华侨家庭是国外华侨社会与国内侨乡社会的纽带，吸引侨汇的重
要因素;且华侨家庭依靠于侨汇生存，生活富足”等，侨乡留守妻子更是被塑造成富有、过着享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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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 McKeown，“Chinese Emigration in Global Context，1850 －1940，”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Vol. 5，No. 1( March 2010) ，pp. 95 －
124;孔飞力: 《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
沈惠芬: 《华侨家庭妇女的婚姻状况———以 20 世纪 30—50 年代福建泉州华侨婚姻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 年第 2 期，
第 68 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讨论对象为历史上侨乡地区的留守妇女( 俗称“番客婶”) ，民国时期已纳入“侨眷”的范畴，与近年来学
术界探讨颇多的农村地区留守群体不同。
Huifen Shen，China's Left-Behind Wives: Families of Migrants from Fujian to Southeast Asia，1930s － 1950s，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2.
陈达: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第 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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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侨眷形象。① 事实上，侨乡留守妻子在生活中扮演着更为坚韧而多元的角色。② 因此，沈惠芬博士
反思传统叙事模式，以福建泉州地区留守妻子为研究对象，对侨乡留守妻子问题进行了探析。全书
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叙述留守妻子的生活;第二部分展现抗日战争时期至新中国初期，留守妻子
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模式的转型。全书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沈著交代了妻子留守之“因”。作者先是提出“为什么留下来”之问，她认为这与当时华侨
出洋特点不无关系:男性移民出洋、妻子留守在家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也和中国传统观念中男外女内
的家庭分工相关。沈著接着追问“为什么不走出去”，展现留守妻子不能出洋的事实，以及不想出洋
的心态:一方面，东南亚国家移民政策不断变化，长期不允许女性移民;另一方面，在东南亚移民政策
宽松后，有的留守妻子尝试出洋，但因丈夫无法支撑整个家庭花费而选择回国，有的留守妻子则因对
外国生活质量产生怀疑而选择留在国内。

其次，沈著描绘了妻子留守之“景”，呈现了留守妻子如何度过与丈夫长期分隔的日子。作者既
剖析外界( 婆家与娘家) 对其监视与限制，又展示留守女性自身对命运的看法;既刻画留守妻子的心
情与感受，又分析其周边各种生活场景的复杂性，探讨她们在与丈夫联系、与番婆相处、领养孩子、宗
教生活、与娘家的联系及婚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等。

再次，沈著在对留守妻子生活的描述中追问妻子留守之“意”，展现留守妻子在移民家庭、侨乡社
会、国家、移民跨国网络等不同情境中的身份角色与影响。对移民家庭、侨乡社会而言，留守妻子不
仅是传宗接代的妇女，还是男性移民出洋后仍能照顾家庭、寄钱回家的牵绊。新中国成立后，留守妻
子在三重身份之间转化与互换:一是华侨之妻( 侨眷) ，是国家与华侨互惠发展的重要“桥梁”; 二是
社会主义国家公民，肩负社会主义改造之重任;三是时代女性，是人权解放的重要对象。正是由于留
守妻子的复杂身份内涵，国家对留守妻子的相关政策亦前后矛盾，如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优待侨眷政
策与劳动改造侨眷政策均曾实施。

最后，沈著还勾勒出妻子留守之“变”，折射出留守妻子在不同时期的观念与行为的转变，尤其是
从“留守”到“移民”的转变。沈著一改以往主流话语下妇女经济依附、生活顺从的刻板形象，强调了
留守妻子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作者特别论及太平洋战争对番客婶的重要影响。太平洋战争时期，与
海外丈夫联系中断、家庭生活面临极大困难的留守妻子走出家门，从事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其独立意
识开始苏醒，迈出从私域向公域的第一步，部分妻子甚至开始参与各种政治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留
守妻子更成为自食其力、参与生产的劳动者形象的代表。20 世纪 70 年代侨乡民众移民香港、澳门等
地的浪潮，使留守妻子得以真正唤醒自我意识并尝试实现自我价值，改变了福建以男性为主导的移
民模式，提高了番客婶的经济独立性和家庭、社会地位。在沈著中，留守妻子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是
一个渐进的过程，这种意识不仅使其学会欣赏自我价值，质问长期以来传统孝道行为模式，③还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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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之前对侨汇影响的分析，成露西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已有反思与拓展: “对个人来说，迁出可能是好事，能赚钱，能提高生活水
平。从家庭来看，妻子、孩子、全家成员对迁出持何态度呢? 妻子也可能认为丈夫一走十几年不回来，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参见
成露西: 《人口国际迁移研究概述》，廖莉琼整理，《南方人口》1988 年第 4 期，第 22—23 页。但遗憾的是，这一观点并未引起当时
学界重视。
王连茂开始有意识地剖析闽南“番客婶”作为一种特殊女性符号的实质形象，但由于资料的欠缺，无法进一步分析“番客婶”真实
的情感世界。参阅王连茂: 《明清以来闽南海外移民家庭架构浅析:以族谱资料为例》，陈志明、张小军、张展鸿编: 《传统与变迁:
华南的认同和文化》，文津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35 页。
Nicole Newendorp，“Book Ｒeview of China's Left-Behind Wives”，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 45，No. 1 ( Feb. 2014 ) ，
p.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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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转变为跨国移民网络的直接参与者，并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类似以往男性移民对家庭、家乡的作
用，体现了新环境下番客婶对家庭、社会的重要贡献。

总之，沈著较全面地构建了留守妻子的历史，强调留守妻子的自主性，呈现出对这一群体思想观
念、行为逻辑和内心情感的敏锐而深刻的洞悉与思考。

二、从社会性别角度研究移民史

目前海外关于沈著的学术书评，认为其贡献和价值集中体现在三点:一，沈著以 20 世纪 30 年代
以来中国政治史为研讨背景，广泛收集各种文献材料，并融合留守妻子的口述资料，所用史料多元且
详实。二，沈著从社会性别角度展现中国海外移民史上留守女性的经历，使留守妻子研究在移民史
上不再缺位，丰富了读者对侨乡生活的认识，拓展了中国移民史的研究领域。三，沈著对留守女性史
的挖掘，引起学界对中国女性研究的反思，为提升性别研究与中国移民史的互通性，拓展中国女性史
的研究领域，深化已有成果，提供了一个学术范本。①

前揭针对沈著的西方评论，无疑为更好理解该书的意义和不足提供了有价值的解说，但如何
在中国的学术语境及移民史、女性史的学术脉络中认识此书，还有很大探讨空间。在此，笔者以
为，在中国学界的语境下，沈著最重要的学术创见在于借鉴了社会性别研究方法，重新审视中国移
民史。
“社会性别”是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它深刻地解释了男女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文化

根源，促使人们探索隐藏在社会制度之中的两性关系。随着“社会性别”概念的完善，20 世纪 70 年
代以来国际学界对社会性别史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多变的发展历程。② 相较之下，国内学界移民史
中的女性史研究起步较慢，至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引起关注，涌现出一些专题著作和论文。这些
研究的基本分为两类:一是关注海外华侨华人女性，二是关注侨乡留守女性。与海外华侨华人女性
研究相比，侨乡留守女性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学界还仅仅停留在“她史”和“妇女史”的层
面去搜集、解读相关材料;另一方面，学界并没有充分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去诠释侨乡女性与政治、经
济、文化因素的关系，以致带来解读之偏颇，并未意识到侨乡女性在整个移民进程的真正作用，缺乏
跨国主义与社会性别的视野。

沈著不仅对一直以来未受学界重视的侨乡女性进行考察分析，还以社会性别视角考察留守妻子
与男性移民，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之间复杂的关系。作者揭示了留守妻子作为女性的身份
与意义，打破其依附于男性移民的刻板印象，呈现了一部由男性移民与留守妻子共同构建的较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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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已发表书评若干篇，参见陈佩珊: 《中国留守妻子: 1930 年代至 1950 年代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福建家庭( 英文·沈惠芬) 》，
《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五卷第一期，2013 年 6 月，pp. 99 － 101; Nicole Newendorp，“Book Ｒeview of China's Left-Behind Wive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 45，No. 1 ( Feb. 2014 ) ，pp. 124 － 126; James K. Chin，“Book Ｒeview of China's Left-Behind
Wives，”Asian Studies Ｒeview，Vol. 39，No. 2( Nov. 2014) ，pp. 339 － 341; Jason Lim，“Book Ｒeview of China's Left-Behind Wives，”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No. 10，2014，pp. 276 － 278;张静: 《社会性别化中国近现代移民史———评〈中国留守妻子: 1930 年代
至 1950 年代东南亚福建移民的家庭〉》，詹心丽、林丹娅主编: 《妇女 /性别研究》第四辑，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78—181
页。另外，王赓武在为沈著写的序言中对该书作出了评价，详见 Wang Gungwu，“Foreword”，in Huifen Shen，China's Left-Behind
Wives，pp. xxi － xxili。
杜芳琴: 《妇女 /社会性别史对史学的挑战与贡献》，《史学理论研究》2004 年第 3 期;贺萧、王政: 《中国历史: 社会性别分析的一
个有用的范畴》，《社会科学》2008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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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民历史。此外，在论证逻辑上，作者没有仅仅停留在从外到内的视角审视留守妻子的状况，而是
尝试走进留守妻子的内心世界，倾听她们的声音，勾勒其情感变化，这使得作品充满了心理史学的色
彩。作者不仅细腻描述留守妻子个体的心理活动，如在与丈夫长期分居时的孤独、担忧与悔意，面对
丈夫二婚时的愤怒与伤心，面对番婆的厌恶和小心等，还进而展现了留守妻子群体在时代变迁和客
观社会状况变化下的心态变迁，如接受自身的不幸命运、接受劳动改造、勇于投身移民香港的浪潮等。
综上，沈著对留守妻子的形象书写和诠释达到内外俱全的高度，为读者呈现了由男、女两性共建的移
民史。

沈著虽然以社会性别视角较完整地审视留守妻子的历史及其与移民的多元关系，积极推动了相
关领域的研究，但任何一位学者都有其学术认知的阶段性和学术视野的有限性，任何一部学术作品
都不可避免地存在问题和不足，沈著也不例外。

在理论层面，尽管沈著借鉴了社会性别的分析框架，但整体而言还仅是社会性别研究的雏形。
这首先体现在其精于描写而疏于理论概括的行文范式。该书过多地向读者展现了留守妻子的生活
及其变化的表征，但未能进一步借鉴社会性别理论中的交叉性概念，即强调多种权力关系或多重压
迫制度的交互作用。其次，受限于资料，未能在男性移民—留守女性双重视野下，共同诠释留守群
体、留守家庭的问题。若能在研究中贯彻男性移民—留守女性这一分析框架，或可让读者了解更多
移民史上两性的声音。实际上，全球视野下跨国女性专题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建构，后现代主义和后
殖民女权主义等更多域外理论和研究方法，都值得借鉴。①

在资料方面，沈著是建立在丰富、翔实史料基础上的作品，作者对相关资料下了钩沉索引、披沙
沥金的功夫，且并未盲目引用与堆砌文献素材，对所用史料的可信度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敏锐
性，以致她常利用校勘学的知识解决史料中的歧说与冲突。尽管如此，沈著在文献使用方面仍存在
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沈著对文献材料的使用倾向于描述性与诠释性，分析与论证相对缺乏;另一方
面，作为沈著的主干材料之一，口述史材料仍无法摆脱其固有局限。沈著中的口述资料至少存在两
种可能的偏颇:一，作为口述访谈的番客婶们普遍年事已高，经岁月侵袭，且出于对自身命运的多年
感怀，其记忆的选择与遮蔽倾向难以避免;二，由于留守妻子对个人生活的讲述倾注了大量的情感，
作者在聆听与书写时，不可避免地受到牵引，使本书饱含悲悯基调，流露出“主观的色彩”。在那些被
口述者有意识或无意识遴选的口述资料中，她们究竟要“彰显”的是什么? 那些被遮蔽的“历史记
忆”之中，蕴含怎样的历史面相? 值得我们以后继续深究。

在具体的文本内容方面，沈著亦留下了一些遗憾甚或不足。第一，作为一部学术专著，沈著并未
交代移民史或侨乡女性史的学术史，而仅仅交代了中国移民史中的女性地位。第二，在第三章“沟
通”中，作者认为，尽管信件是维持婚姻的重要工具，但是它们很难为夫妻双方提供情感支持，然后列
举了信件难以提供情感支持的原因，但在作者所引用的另一则材料中，留守妻子却认为信件是让夫
妻双方尽管分隔中国和南洋，但仍情感紧密联系的工具，给予她们安慰和希望，并鼓励她们走出困
难，前后解读似有矛盾之处。第三，在第四章“如何处理两地分离”中，作者列举了留守妻子重要情感
支撑的来源，但美中不足的是，作者仅以描述性的语言铺展了各方面素材，对每一种情感行为对于留
守妻子而言的具体意味缺乏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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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桂芝: 《全球视野下的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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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侨乡女性史的书写与新“留守史学”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沈著作为研究留守妻子( 侨乡女性) 题材的极具开创性意义的专著，对侨
乡女性史、中国女性史与中国移民史的研究无疑具有深远影响。

首先，从主题上看，作者不是将留守妻子仅作为华侨的亲属、移民的妻子( 侨眷) 来描述，而是将
其作为移民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以“留守”的形式呈现出来。事实上，已有学者指出移民家庭的社
会性别分工之于移民活动的重要性，是移民家庭的生存策略。① 因此，在移民史上，学界不仅要关注
流动群体，即华侨华人本身，而且也要关注与流动群体共同构建移民链的静态群体，包括留守妻子、
留守父母、留守儿女。只有釐清“移民”与“留守”二者关系的本质不是“分离”，而是“联系”，不是
“离开中国”，而是“扩展劳作者和家庭之纽带的空间维度”，②才能把移民史扩展得更为深刻与多元，
揭示更多的历史面向。

其次，从方法上，作者向我们展现了多资料、多学科方法综合运用的必要性。作者一方面深入挖
掘、解读和运用文献史料和口述材料。尤其在倾听女性声音方面，口述材料具有填补史料、重审观念
的重要意义，且能反映口述个( 群) 体所处的社会认同体系及相关的权力关系。③ 另一方面，作者讲
求多学科的交叉渗透与运用，有效利用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各学科的方法，尤其是田野调查，
以及社会性别研究方法。这些有助于我们正视留守妻子、留守家庭的作用与地位，走进历史现场，进
而促进移民史与女性史的互容。④

再次，该书对留守妻子问题的研究体现了作者的现实关怀。一方面，由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快
速发展，每年都有大批农民工离开家乡进城务工，他们大部分是青壮年男性，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妻
儿留在家乡，形成新一轮的留守现象。⑤ 沈著正好可从历史的视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借鉴。另一
方面，随着新移民现象的推进与发展，尽管留守妻子的现象有所减少，但是留守老人和儿童的现象也
相当普遍，沈著的学术理路和追求也会进而推动新移民家庭、新移民影响下的“留守家庭”的研究。

总之，在问题意识、资料取径、研究方法和学术范式的建构等方面，沈著对社会性别视野下的侨
乡女性史、中国女性史、中国移民史及新“留守史学”研究，均具启发、示范意义。

( 作者康君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邮编: 361005)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张艳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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