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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女性跨省婚姻迁移决策的代际变迁
———以杭州市萧山区江滨村“外来媳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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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江滨村 35 位“外来媳妇”的深度访谈，探讨女性跨省婚姻移民的婚姻迁移决策依

据与情境。依照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传统，本文将婚姻迁移主体的生平、身处的社会、决策的时空情境纳入分析框架，检视经

济条件、社会资源、社会网络在三代“外来媳妇”婚姻迁移决策中扮演的角色。时空情境的变换导致三代“外来媳妇”婚姻迁移

决策背景的显著代际差异，体现在她们对婚姻交换的不同认知与实践中，并呈现出同龄群体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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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35“migrant wives”in Jiangbin Village，Xiaoshan District，Hangzhou，Zhejiang Province，

this paper sheds light on the fundaments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female migrants' decision-making on their cross-provincial marriages．

It follows the analytical paradigm of life course research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migrants' biography，personal history，social environ-

ment，and their linked liv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oles of economic conditions，social resources，and social networks in migrant wives'

decision-making． The changes in time and space set a divergent stage for the decisions，which is reflected on how marriage exchange is

comprehended and practiced by the female migrants． These differences are significantly observable among age-graded cohorts．

一、问题提出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带

来国内人口流动性的显著增强，区域间人口迁移流

动日趋频繁，跨省级行政区迁移的人口数量逐年增

加。婚姻是中国境内人口省际迁移的重要动因之

一。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跨省婚姻迁移人

口由 1990 年的 157． 1 万［1］(P37) 增至 2010 年的219． 8
万［2］(PP622－625)。虽然进入 21 世纪以来，婚姻迁移人口

在总跨省流动人口中的占比有所下降，但许多学者

指出，婚姻仍是当代中国内部人口流动的重要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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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3］［4］［5］。省际婚姻迁移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1990
年以来的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女性婚姻迁移人口

在总婚姻迁移人口中的占比分 别 为 90． 8%［1］(P37)、
88． 9%［6］(PP1818－1827) 与 82． 6%［2］(PP622－625)。女性作为婚

姻迁移主体这一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婚

姻迁移中的性别差异成为性别研究与移民研究的连

接点。既有研究已就这一现象的人口学表征［7］［8］、空
间特点［9］与内在原因［10］［11］进行了阐释与分析。

长期以来，浙江省都是跨省移民的净流入地［12］。
2010 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浙江当期接纳

跨省流动人口 1182． 4 万，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

13． 8%，跨省移民流入总量位居全国第二［2］(PP490－500)。
在流入人口中，许多女性通过与当地人建立婚姻关

系而定居浙江，以此实现跨省迁移，这成为浙江省内

长期且广泛存在的“外来媳妇”“外来女”现象的背

景。本文将研究对象界定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①

东部农村的女性跨省婚姻移民。研究表明，自 20世

纪 80 年代起，通过婚姻实现迁移与落户的外省女性

不断流入浙江［13］［14］。萧山市作为全国“十大财神县

( 市) ”之一，其富庶的生活吸引了大量“外来女”的

涌入［15］。在笔者田野调查的村落中，“外来媳妇”与

本地男性组建的家庭占有一定比例，“外来媳妇”涌

入的现象至今依然存在。田野选点村落中的“外来

媳妇”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大潮的一个

缩影，集中反映了婚姻迁移导致人口流动的时空、动
机与性别特征。

当前针对中国女性婚姻移民的研究大致可分为

以下三类。
第一，女性的婚姻迁移被广泛解释为一种由经

济驱动的人口流动与社会行为。在宏观层面，针对

这一现象的人口学研究总结了婚姻迁移流动与区域

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 婚龄女性跨省外嫁往往从经

济欠发达省份流向经济发达省份，以此通过婚姻交

换谋求个体经济地位改善［16］［17］［18］; 发达地区城市的

吸引力源自其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方式与就业机

会［19］，而富裕地区的农村也因更高的生活水平与收

入预期吸引着婚龄女性的婚姻迁移［20］。经济因素对

女性婚姻迁移空间特征的塑造作用被归因为中国区

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21］［22］。另有学者指出，改革开

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交通与通信技术的进步使得

长距离迁移的风险与成本降低，这为通婚圈扩大与

跨省婚姻的普遍化提供了技术保障［23］。在微观层

面，既有研究通常着眼于婚姻本身经济层面的社会

意义，包括作为劳动力、赡养与生育义务、经济资源

的流转［24］［25］［26］。通过观察一系列与女性婚姻迁移相

关的彩礼、嫁妆、婚后财产赠予等制度安排与经济实

践，学者确认了“外来媳妇”的原生家庭与迁入家庭

双方对于跨省婚姻的需求: 婚龄女性通过婚姻迁移

获取相较本地婚姻交换更为优质的经济资源，以此

补偿原生家庭; 与此同时，迎娶“外来媳妇”相对低

廉的聘礼费用与结婚花费成为面临区域性别失衡与

婚姻挤压的婚龄男性家庭的迫切选择［27］［28］［29］［30］。这

种婚姻向市场行为的转变不可避免地导致家庭分

化［26］，也为女性婚姻移民虽然脱离绝对贫困但仍然

难以摆脱相对贫困的境遇提供了注脚［31］。
第二，围绕女性跨省婚姻移民现象，学界亦展开

了针对移民社会动因与社会效应的讨论。区域内社

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同步特性往往使得源自社会层

面的吸 引 力 与 女 性 跨 省 婚 姻 迁 移 的 经 济 动 因 交

糅［22］。在当代中国，吸引婚龄女性做出长距离迁移

选择的社会资源包括就业与个人发展机会、户籍及

与之绑定的社会福利、文化与生活方式等［32］［33］。社

会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使得女性婚姻迁移的流向呈现

出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向心流动与“农村－城镇－城

市”的层级递补式流动［5］: 城市社会接纳大量婚龄女

性移民，她们通过婚姻交换谋求个人社会流动、弥补

户籍劣势［19］［34］［35］; 富裕农村因其先发优势积累的社

会资源，成为社会发展落后地区婚龄女性的普遍移

民选择［20］。这种基于婚姻关系的人口流动有利于松

动城乡二元结构与区域发展不均所导致的社会分

层［16］。然而，有学者指出，这种单向的婚姻迁移路径

进一步加剧了婚龄女性净流出区域的性别失衡与婚

姻挤压状况［36］［37］。
第三，对于中国女性婚姻移民的检视还集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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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群体婚后的社会融入状况与社会风险评估。谭琳

等学者［38］将女性婚姻移民界定为“双重外来者”，以

此揭示“外来媳妇”所受到的来自迁入地社会与迁

入家庭的双重歧视与排斥。女性婚姻移民婚后的社

会融入受一系列制度因素［39］ 与社会文化［40］［41］ 的制

约。就个体而言，移民的社会融入作为一种成人的

社会化，体现在诸多维度上。邓晓梅［42］、沈文捷与风

笑天［43］、张琼［19］ 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将“外来媳

妇”的婚后社会适应归纳为在家庭生活、经济生活、
社会生活、心理身份等层面的转变与融入。由于移

民所造成的地理隔阂，女性移民原生家庭的亲属关

系无法对其婚后的社会生活产生持续影响，她们被

迫转而在自家( 婆家) 、街坊和朋友三类人群中发展

自己的支持网络［44］［45］［46］，这也将对女性跨省婚姻移

民社会适应研究引向了对她们社会网络的分析与探

索。长距离的婚姻迁移将作为移民主体的女性暴露

在社会风险中:“外来媳妇”人权与财产权的法律与

社会保障缺失是婚姻迁移的不确定性与风险的主要

来源［20］［43］［47］，而妇女拐卖现象作为长距离婚姻迁移

的伴生品，也零星存在于“外来媳妇”群体的移民历

程之中［48］［49］。

不难发现，现有文献往往指向女性跨省婚姻移

民的弱势地位，从诸多角度刻画围绕移民过程的权

力关系及在此基础上的两性地位不对等。女性移民

的婚姻迁移大多被概括为“梯级迁移”或“向上迁

移”［50］［51］，而她们的婚姻本身也被诠释为改善个体境

遇、实现社会流动、获取社会经济资源的交换模式与

手段［16］［17］［18］［19］［34］［35］。对于女性婚姻移民的“工具化”

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应和了许多“外来媳妇”在迁入

地遭受歧视、排斥与污名化的现象。如茱蒂丝·嘉丁

那( Gardiner，J． K．) ［52］所指出的，这是父权主义在社

会话语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体现。而作为主流规范

性阐述的补充，王文龙［53］认为中国女性的外嫁与远

嫁指向一种“向下流动”的人生趋势: 远嫁打破了婚

姻“门当户对”的制度安排对于女性的保护，而对于

婚姻的盲目性、理性的缺失与择偶环境的局限使得

远嫁女的婚姻向下流动，充满辛酸与不幸。
围绕中国女性跨省婚姻移民现象的社会学研究

在经济、社会、文化层面较为全面地讨论了婚姻迁移

的本质、动因与结果。然而，笔者发现，上述研究大

多是在特定时间截面的讨论。这种静态研究由于未

能引入时间的分析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问题

所处的复杂时空情境及其对于议题的影响。自然时

空投射至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社会时空是社会行

动、社会生活与社会过程的构成性因素［54］(P3)。对女

性跨省婚姻移民所处社会时空以及社会时空转换变

迁的关注能够为该问题域内的讨论提供新视角与新

思路。
本研究关注女性跨省婚姻迁移现象的前端，亦即

作为移民主体的女性的决策过程。笔者审视了 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通过婚嫁迁移至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江滨村的 35 位“外来媳妇”的决策背景与依据，提出

如下研究问题:“外来媳妇”在怎样的时空情境中做

出移民外嫁的决定? 影响其决策的因素有哪些? 本

文与该领域内的文献展开对话，检视并回应在经济、
社会与人际网络视角下讨论“外来媳妇”现象的既

有结论，同时引入时间维度的观察，着力分析女性移

民婚姻迁移决策与其所处时空情境间的动态关系与

阶段性变化，以此避免观察特定时间截面的局限性。

在本项研究中，笔者关注的婚姻移民实践是“外来媳

妇”生命历程轨迹的一部分。基于此，本文形成以下

两个核心观点。第一，“外来媳妇”的婚姻迁移选择

内嵌于主体的生命历程中，与个体经历息息相关，个

体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一定的能动性。第二，婚姻迁

移作为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大转折，同时受制于个

体所处的时空情境与社会网络———不同的年龄群体

身处的时空情境有着代际差别，体现为各类影响因

素的权重、作用渠道和效果的差异。
二、生命历程的轨迹、转折与时空情境

为了更好地回答“外来媳妇”跨省移民决策与

其所处时空情境间的联系，本文选取生命历程理论

作为 工 具 性 的 分 析 框 架。查 尔 斯·赖 特·米 尔 斯

( Mills，C． W．)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谈及生命

研究( life studies) 的主旨在于探索个体生平、历史及

其在社会结构下的交联［55］(P149) ，这为此后数十年来生

命历程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生命历程作为一种

研究范式，指向一种对于人类生命多层级的社会研

究模式，强调个体、历史与社会的交互关系［56］(P5)。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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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范式下，生命历程既可以通过社会的组织结构

与制度解读，也可以被投射至个体的生活轨迹与发

展路径中［57］。格伦·埃尔德( Elder，G． H．) 总结了生

命历程分析的四大基本原理: 个体身处特定的时空

情境，并受制于社会对于时机的期待; 个体在生命历

程中有着能动性，但也同时身处相互联系的网络之

中［56］(PP6－7)。这统合了个体、社会与历史的时空情境。
作为生命历程理论的核心概念，“轨迹”( trajec-

tory) 描绘了生命的发展历程［58］，指主体“生命跨度

内的发展轨迹”，“反映了人在较长时期内的生命模

式”［59］(P6) ，而“转变”( transition) 则描述了短期内状态

的变化，其转折点代表了生命历程方向的变化［60］(P124)。

轨迹与转变所标示出的个体发展历程受时间与环境

的影响［61］(P7)。解读生命历程中的轨迹及转变，首先

需要着眼于主体所处的时空情境。
生命历程理论关注一定时空中的生活。萧山富

裕农村中的女性跨省婚姻移民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

条件下做出婚姻迁移选择。这一选择构成了移民主

体生命历程轨迹中的重大转变。在生命历程的分析

范式下，移民选择的情境可以被理解为围绕“转变”
的一系列时间、地理与社会条件的统合。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萧山作为中国社会与经济改革的前沿阵

地，其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社区关系、居民观念均发

生了剧烈的变革。这一系列变革及其时代背景构成

了女性跨省婚姻移民身处的社会景观 ( social land-
scape) 。不同的时空情境使得“外来媳妇”个体拥有

不同的社会机会，受到不同的社会限制，并在一定程

度上展现出历史效应，亦即揭示一代同龄群体生命历

程的轨迹与转变样态和历史世界( historical world) 之

间关系的同龄群体效应( cohort effect) ［56］(P5)［62］。

不同时期嫁入江滨村的“外来媳妇”处在不同

的生活情境之中。这种生活情境构成了其跨省婚姻

移民决策的依据，也成为她们显著代际差异的来源。
需要说明的是，本项研究依照田野中的实证发现来

定义江滨村女性跨省移民中“代”的概念。正如埃

尔德指出，生命历程理论对“代”( generation) 的界定

突破了基于生育传承的定义［58］。生命历程理论更关

心同龄群体( cohort group) 及其体现出的时间与社会

效应［61］(PP5－6)。江滨村的三代外来媳妇指向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通过婚嫁移民定居当地的女性，她们在

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移民决策符合“同龄群体效应”
的概念描述。基于此，本文通过检视江滨村“外来媳

妇”婚姻迁移选择的时空情境，来解读不同时期迁入

江滨村的三代女性跨省婚姻移民所体现出的同龄群

体效应。
在生命历程框架下对女性跨省婚姻移民婚姻迁

移选择的观察与讨论为已有的时间截面研究提供了

全新视角，它解构了关于“外来媳妇”婚姻交换的规

范性叙述。虽然作为女性经济与社会弱势地位补偿

途径的婚嫁安排多见于嫁入萧山的女性跨省移民的

婚姻中，但是审视江滨村“外来媳妇”的婚姻与移民

决策不难发现，身处不同时空情境中的女性婚姻移

民，其对于婚姻交换的认知和实践有着明显的差别。
这种差别体现为三代“外来媳妇”的同龄群体效应。
着眼于“外来媳妇”生命历程的转变与她们所处时

空情境间关系的分析，为女性婚姻移民决策的依据

提供了动态、发展的注脚。与此同时，关于同龄群体

效应的探索也为个案研究结论向群体外的延伸提供

了支持。

三、田野调查、数据与研究方法

江滨村是本项研究的田野选点，位于浙江省杭

州市萧山区，坐落于钱塘江南岸。江滨村历史悠久，

其地名可以溯源至南宋时期的文献记载［63］(P60)。当

地流传的“冯胡戴沈徐，高赵杨陆俞”十大姓的说

法，描摹了选点所在地乡土社会中长期保持稳定的

人口来源构成和亲缘社会网络，而本地嫁娶的传统

则是维持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初期，江

滨村的工业传统、区位优势与政策环境使其规模化

的工业化走在地区乃至全国前列。工业化带动当地

经济蓬勃发展，大量的工作机会吸引着成批移民涌

入。据统计，江滨村当前登记的常住人口约 4000
人，其中外来人口占四成。与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流

入江滨的现象一同出现的另一类移民则是通过婚嫁

定居当地的“外来媳妇”。如江滨村所在乡镇的地

方志所记载，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当地“外来女”极

少，而此后“外来女”数量急剧增加，不仅支援了当

地的经济建设，也丰富了当地的姓氏种类、民族构成

与风土文化［63］(P82)。

16



笔者于 2014－2015 年在江滨村开展了为期 11 个

月的驻村调查，此后又先后进行了 4 次回访。针对江

滨村女性跨省婚姻移民的观察与调研是笔者中国东

部工业化农村村落民族志研究的一部分。在 2018 年

与 2019 年的回访中，笔者就江滨村“外来媳妇”的移

民决策、社会融入与贫困体验问题开展了半结构式访

谈，共访问女性跨省婚姻移民 35 位、当地原住村民 11

位、村镇干部 6 位。所有受访者均依自愿原则招募。
其中，受访的 35 位“外地新娘”均系外省嫁入江滨村。
她们分别来自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安徽、江
西、广西、黑龙江、辽宁 10 个省、市、自治区，年龄最大

的 61 岁，于 1981 年嫁入当地，最小的 24 岁，于 2016
年嫁入当地。根据婚姻迁移时间，笔者将受访的“外

来媳妇”分为三代: 第一代于 1980－1990 年嫁入江滨

村，共 11 位; 第二代于 1990－2005 年嫁入江滨村，共

18 位; 第三代于 2006 年后嫁入江滨村，共 6 位。部

分访谈对象为本人驻村调查期间的熟人或通过熟人

介绍建立联系，其他访谈对象则根据村妇联主任提

供的名单随机入户访谈。访谈多在“外来媳妇”家

中或工作单位进行，每位访谈时长为 0． 5－2 小时不

等。征得受访人同意，笔者对其中的 32 位进行了录

音与逐字转录。部分受访者与笔者交换了联系方

式，并在访谈结束后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追加信

息。在本项研究中，访谈的文字稿为实证资料的主

要来源。除半结构式访谈外，本研究还采用参与式

观察、档案研究等社会人类学、历史学研究方法，通

过田野日志、档案摘录等形式的材料补充并丰富了

研究数据。
由于访谈内容涉及受访者个人生命历程的回顾

与现状的描述，为避免隐私泄露，笔者将访谈对象进

行匿名处理。“江滨村”亦为田野调查选点的化名，

但为了更好地揭示研究对象所处的空间与社会情

境，笔者对于选点所在区县及以上的行政单位呈现

了真实名称。
四、家庭经济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关于中国女性婚姻移民的研究往往无法回避对

现象背后经济因素的考量。女性的移民选择与其改

善生活 水 平 与 家 庭 经 济 状 况 的 积 极 诉 求 息 息 相

关［16］［17］［18］。胡莹与李树茁［22］指出，中国经济与社会

发展的区域间不平衡是大量农村女性婚姻移民所追

求的“婚姻交换”的前提。一系列针对中国国内人

口流向数据的研究为这一判断提供了支持［5］［12］。婚

姻迁移的若干强势吸引区域均位于大城市带与传统

的东南沿海经济先发省份［64］。经济驱动的女性婚姻

迁移不仅仅被诠释为女性囿于原生家庭与社区的制

约，其自身为了实现社会流动、跨越地理不平等、脱

离贫困生活境遇的个人选择与个体化努力［17］，也被

视作一种被聘礼、彩礼、婚后经济往来制度保障的，

用以改善原生家庭经济条件的手段［26］［29］［30］。基于

此，不少学者为女性的婚姻移民打上了“商品化”的

标签，将经济因素认定为女性婚姻移民决策中的

主因［65］。
在针对江滨村作为婚姻迁移迁入地的田野调查

中，笔者发现，“外来媳妇”的原生家庭经济状况、嫁
入家庭经济状况、迁出地经济发展水平、迁入地经济

发展水平、围绕婚姻的经济安排等一系列因素共同

构成了她们做出婚姻迁移选择的时空情境。然而，

经济因素对于“外来媳妇”生命历程中轨迹选择的

影响是动态的。这种动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上述经济因素的作用在不同的时空中呈现出不同的

效果，表现为“外来媳妇”婚嫁决策中的着眼点、对

自身境遇界定与对婚姻利弊判断的差异; 第二，“外

来媳妇”婚姻迁移决策的基础并不限于经济因素及

其带来的社会效应，经济因素在婚姻迁移决策中的

权重往往因时空情境的转变而发生变化。纵观过去

30 余年来嫁入江滨村的“外来媳妇”群体，经济因素

对于其婚姻与移民决策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规律，

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相适应。这体现为三

代“外来媳妇”的同龄群体效应。
本项研究接触的 11 位嫁入江滨村的第一代“外

来媳妇”无一例外地来自四川、重庆、贵州、云南 4 个

西南省市的农村地区。她们对于原生家庭生活的描

述有着高度的同质性，体现在对于衣食等生活必要

条件极度匮乏的叙述上。
我们家兄弟姐妹多，家里钱不够用。十几岁时

我有一条穿了好几年的裤子，屁股上两个大补丁不

知道补了多少层……我 14 岁的时候上了初中，那年

冬天特别冷，我一直穿着单裤熬到放( 寒) 假。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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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下了场大雪，我妈妈才把家里的红薯卖掉，给我买

了秋裤秋衣。( 范女士，57 岁，1985 年嫁入江滨，原

籍云南宣威)

那个时候日子苦，家里都没有饭吃，一年里只有

大队收完洋芋的那几天才能吃饱。我带着两个弟弟

偷偷去地里翻收剩下的洋芋，能捡出一小篮……后

来出来打工，我不去工厂，专门去饭店，虽然挣得少，

但是管吃管住，每天都能吃饱饭。大概是在老家的

时候饿怕了的缘故。( 金女士，55 岁，1989 年嫁入江

滨，原籍云南临沧)

江滨村第一代女性移民原生家庭的状况大多符

合“绝对贫困”的定义，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西南

偏远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因素

息息相关。而与此同时，浙北农村作为改革开放的

“排头兵”，充分利用区位条件和政策红利，积累了

先发优势，因此，对于寻求脱离贫困、实现经济境遇

改善的西南省份女性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改革开放

初期中国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构成了萧山“外来媳

妇”的时空情境。大多数第一代“外来媳妇”认为，

通过婚嫁走出原生家庭与原生社区是生计所迫，而

嫁入萧山农村是其生命历程中重要的转变与境遇

改善。
嫁入江滨村的第二代“外来媳妇”的原生家庭

经济条件有了明显改观。除传统的西南省份作为迁

出地外，安徽、江苏、江西、湖南等邻近省份的农村地

区也成为第二代“外来媳妇”的重要来源地。原生

家庭的经济条件改善与原生社区的经济发展使得女

性跨省婚姻移民对婚姻更有底气: 她们不再认为离

乡远嫁是改变生命轨迹的唯一途径。相应地，在这

样的时空情境下，她们的婚嫁决策逐渐演变为一种

对等的、双向的选择。
我们老家发展得不错，二十年前反倒是这边比

较荒凉。我们家毕竟门口能够搭到公交车，但我老

公家这 边 没 有 公 交，距 最 近 的 公 交 站 有 三 公 里

路……我娘家镇上只有一个竹制品厂，要不是看到

这边厂比较多、工作比较好找，我也不会往这边嫁。
( 曹女士，44 岁，1999 年嫁入江滨，原籍安徽广德)

访谈显示，“外来媳妇”对于原生家庭所在地与

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判断并没有量化的指标，而

往往基于在特定时空中的经验观察。包括道路、公

共交通、公共厕所在内的当地基础设施是“外来媳

妇”们评价经济是否“发达”的最直观依据，包含着

她们对于婚后生活质量的预期。同时，许多受访者

提及其婚嫁移民的决策大多源自对于嫁入地产业结

构与就业机会的判断。就业与女性移民的个人发展

息息相关。这一代“外来媳妇”在其婚姻移民决策

中，逐渐摆脱了将自身作为丈夫附庸的观念，开始强

调个人的日常起居、职业发展、精神生活乃至个体化

的人生价值在生命轨迹中的重要意义。夫家的经济

条件由此成为次一级的考虑因素。从而，经济因素

与观念变革协同作用，促进了这一时期江滨村“外来

媳妇”婚嫁决策向更为平等的双向选择的转变。
本研究访谈的 6 位嫁入江滨村的第三代“外来

媳妇”均为“二代移民”，她们大多在家乡被家中老

人养育，并在家乡完成义务教育后随父母来到萧山。
这一代“外来媳妇”所面临的经济环境较为复杂: 一

部分访谈对象的父母与亲戚已在萧山成功扎根，能

够为女儿在当地的婚嫁市场上提供与男方对等甚至

优于男方家庭的经济条件; 另一部分访谈对象的父

母在萧山当地工厂务工，职业与收入并不稳定，加之

近年来资本收益挤压劳动收益、贫富差距日渐扩大

导致外来务工人员在移民迁入地处于普遍的相对贫

困状态，其原生家庭与个人对于婚姻交换所带来的

经济状况改善仍抱有期待。
嫁给他不是图他的钱。说实话，我爸爸妈妈很

早就来了萧山，现在店也开起来了，商铺也买了，嫁

过来的时候我们家的条件比他家还好一点。关于家

庭条件的好坏，我爸爸说得很直白: 如果人不好，就

算家财万贯，也会败光。所以我找老公的原则是这

个人要好———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疼老婆。( 赵

女士，27 岁，2012 年嫁入江滨，原籍安徽固镇)

我老公是土生土长的萧山人。他是我路上“捡来

的”，晚上的时候在夜市上逛，碰到了他，看对了眼，就

开始和他谈恋爱，慢慢谈一谈，日久生情，就在一起

了……我爸爸妈妈希望我嫁个本地人然后在萧山扎

根，毕竟外面来打工的还是和这边的人不太一样。
我自己倒是无所谓，觉得找对象要性格合得来、玩得

到一起去，本地外地无所谓，有缘分最重要。( 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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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26 岁，2014 年嫁入江滨，原籍重庆涪陵)

经济因素使得这一代女性婚姻移民的婚姻决策

动机发生分裂，然而，该阶段女性跨省婚嫁移民的婚

姻观念转变弥合了经济因素所造成的婚姻双方的地

位差异。这种转变构成了该同龄群体的显著特征，

并契合了宋丽娜［66］、艾大宾等［67］学者对于中国农村

居民择偶标准、婚恋观念代际变化的概括。在生命

历程的较早阶段与父母一同移民的轨迹使得她们有

足够的机会接触当地的婚恋对象。“性格合得来”
“玩得到一起去”成为她们婚姻决策的主因，并在一

定程度上消弭了双方经济地位不对等对婚姻的影

响。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萧山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

程加速，日益多样化的产业和活跃的市场为年轻一

代“外来媳妇”婚后的生计来源提供了多种的可能

性与乐观的预期，这进一步降低了经济因素造成的

婚姻不平等在女性婚姻移民决策中的影响。

综合上述对“外来媳妇”移民决策中经济因素

的观察，笔者得出结论: 构成“外来媳妇”婚姻迁移

决策时空情境的经济因素体现为女性婚姻移民原生

家庭的绝对生活条件以及家乡与迁入地经济发展水

平的相对差异。在一定的时空情境下，通过婚姻交

换实现经济改善是“外来媳妇”婚姻迁移选择的动

机之一。然而，在不同的时空情境下，江滨村的女性

婚姻移民对于“经济改善”的认知与实践有着很大

差别。这种差别构成了同龄群体效应: 第一代“外来

媳妇”期待通过婚姻迁移脱离绝对的贫困状态; 第二

代“外来媳妇”则将生活质量、职业发展乃至精神生

活作为平行于经济繁荣的因素，纳入对于迁入地发

展水平的考量; 第三代“外来媳妇”通过代际投靠实

现移民，在婚前就已享受迁入地的经济发展红利，使

得经济因素在其婚姻决策中的作用减弱。经济因素

构成了“外来媳妇”生命历程中“外嫁”这一重大转

折的时空情境。时空情境的演变与经济因素对于

“外来媳妇”婚姻迁移决策的动态作用，可以被投射

至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路径的大背景中加

以理解。
五、社会资源与个人发展机会结构

当前国内外探讨女性婚姻移民的文献，除着眼

于婚姻交换作为弥合经济不平等的手段外，还集中

讨论了婚姻作为社会地位与社会流动性补偿机制的

角色与作用。婚姻的社会地位补偿效应建立在婚恋

双方社会地位不对等的假设前提下，被户籍制度固

化的城乡二元体制所带来的城乡差别［43］［68］［69］，由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所带来的地域差别［5］，以及

性别劣势为女性带来的能动性制约与机会缺失［70］是

构成这种不对等的主要原因。王丰龙与何深静［51］指

出，当代中国婚姻匹配和婚姻迁移的空间差异主要

表现为女性向上的婚姻流动，亦即女性从农村迁入

城市、从欠发达地区迁入发达地区，以期补偿户籍、
社会保障、社会流动机会劣势的迁移。这种业已固

化的流动模式加剧了区域性的适婚人口性别结构失

衡，恶化了婚姻挤压的状况［36］［37］。

由城乡、地域、性别等社会因素所塑造的女性跨

省婚姻移民个人发展的机会结构是“外地新娘”婚

嫁与移民决策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构成了其做出选

择的时空情境。本文讨论的江滨村“外来媳妇”是

从农村到农村的移民，劳拉·博森 ( Bossen，L．) 认为

这种婚姻移民模式并不涉及追求城市户口以弥补户

籍劣势的考量［20］(P97) ，然而，浙江富裕农村集合了优

质社会资源，在个人社会保障、职业转换、子女教育

等方面能够为女性移民提供更多的机会与支持，并

助力其克服性别上的社会劣势。由此，本项研究绝

大多数访谈对象的迁移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向上的流

动，是她们生命历程轨迹中积极的转变。着眼于“外

来媳妇”移民决策时空情境的社会因素，有利于我们

理解她们生命历程中转变的动因与效果。江滨村接

纳女性婚姻移民的 30 余年恰逢改革开放后中国社

会迅速发展时期，一系列重大的社会与政策变革使

得在不同时间点迁入江滨村的“外来媳妇”在婚姻

移民决策中面临不同的情境。这种时空情境的变化

体现在三代“外来媳妇”对其移民考量的陈述中。
三代“外来媳妇”在其移民决策中对社会因素考量

所形成的同龄群体效应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发展与

女性跨省婚姻移民决策间的动态关系。
笔者在访谈中发现，嫁入江滨村的第一代“外来

媳妇”的婚姻移民选择往往含有向上社会流动的显

著动机。她们期待生活空间转换所带来的职业与个

人发展机会。这种倾向被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发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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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滞后的西南省份与占据经济发展先机的浙江沿海

地区的对比所放大。
我们老家没有厂矿，留在家只能务农，或者就是

自己学个小手艺。我爸爸妈妈都是农民，没有人脉，

也没法给我介绍工作……当时年纪小，有一股蛮劲。
听小姐妹说浙江到处都是厂子在招人，就想过来看

看。我心想浙江是平原，嫁过来之后最差也就是务

农，毕竟这里的地平整，不需要上上下下，地里的活

干起来没有那么累。( 余女士，51 岁，1988 年嫁入江

滨，原籍重庆涪陵)

我们那个时候在老家的女孩十六七岁结婚生孩

子的非常普遍，我不想那么早结婚，总觉得趁年轻要

出去闯一闯……女孩不像男孩，当兵、打工，说走就

走，我们几个小姐妹出来的时候家里阻力都很大，但

出来之后真是不后悔。这边工作好找，有一些厂专招

女工。我决定嫁进萧山也是因为工作机会多的缘故。
我总觉得我比留在老家的人眼界更宽、更加独立。
( 莫女士，53 岁，1989 年嫁入江滨，原籍贵州铜仁)

地域性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均衡构成了第一代

“外来媳妇”移民决策的时空情境。本项研究中，11
位嫁入江滨村的第一代“外来媳妇”不约而同地将

浙北农村与其老家个人发展的机会结构进行比较，

并纷纷认定跨省婚姻移民的选择为其个人发展提供

了助力。这种助力首先体现在职业领域: 萧山的经

济与社会发展为就业提供了机会与多种可能性。其

次，这一时期的萧山社会以务实发展为主旋律，对于

外来务工人员的迁出地和性别没有歧视，同期就业

市场中以轻手工业为主的行业特点甚至成为女性移

民就业的利好条件，这有力地化解了性别劣势对于

女性个人发展的制约。这一批江滨村“外来媳妇”
婚姻的决策往往与她们个人发展的规划息息相关。
婚姻是一种补偿“外来媳妇”在老家的地域、性别劣

势的手段，并成为其长期享受浙江沿海地区社会发

展福利的保障。

嫁入江滨村的第二代“外来媳妇”面对着迁出

地与迁入地社会发展差异的逐渐缩小。着眼于社会

因素的观察表明，跨省婚嫁移民的选择往往基于这

批女性移民的现实考量: 虽然区域间社会发展的差

异不再会为她们生命历程的轨迹带来质变，但关于

在迁入地社会资源渠道和占有的预期与算计依旧影

响着“外来媳妇”远嫁他乡的选择。
我老家虽然是重庆山区，但没有你们想象中的

那么落后。我嫁过来的时候，这边还没有我们老家

的县城繁华。我的几个小姐妹留在老家，去县城做

做小生意，生活也是能过得不错的……我嫁到江滨

村主要是觉得这边离大城市近，医院、学校条件都

好，对自己和对小孩都有好处。这边毕竟是富裕地

区，社会福利好，比如说这边的农保，我公公婆婆现

在不干活了还有钱拿，我爸爸妈妈在老家就没有这

个好处。( 段女士，42 岁，1999 年嫁入江滨，原籍重

庆巫溪)

我原本也没有想着嫁过来，是我老公家硬催着

我们去领证，后来才知道 1997 年厂子征地拆迁，家

里多一个人头就能多拿一份钱。要说宅基地和自留

地都是老家比这边多，但这边的地明显更值钱。( 刘

女士，41 岁，1996 年嫁入江滨，原籍湖南常宁)

江滨村的第二代女性跨省婚姻移民大多依循

“先外出务工、后婚嫁落户”的生命历程轨迹。从访

谈中不难发现，她们婚嫁落户的决定多建立在对迁

入地与迁出地社会资源、社会福利、自身社会地位变

化与社会环境为个人发展提供条件的考量上。代内

选择仍是这一同龄群体移民模式的主要特征。虽然

在这一阶段，不少“外来媳妇”家乡的社会发展势头

迅猛，但她们背井离乡、出门闯荡的选择意味着放弃

了原生家庭在家乡的大部分社会资本积累。囿于在

迁入地有限的社会网络与资源，这一代外出务工的

婚龄女性依旧将婚姻作为实现其社会流动的依托，

补偿其因社会资本缺失而丧失的向上流动机会。与

第一代“外来媳妇”不同，对于 90 年代中后期嫁入江

滨村的第二代“外来媳妇”而言，在富裕农村落户的

吸引力不再仅仅体现在个人职业发展的前景方面，

富裕地区本身能够提供的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以及

福利保障成为她们决策的重要依据。这种变化根植

于这一批“外来媳妇”迎接婚嫁作为人生转折时的

时空情境转换。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加速的城镇化

进程大大拓展了传统欠发达地区青年在非农领域的

个人职业发展机会。虽然这一趋势缩小了地域社会

发展的不均，但先发与后发地区的社会资源差别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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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化为一系列政策红利、公共资源与福利保障的差

异，并作为婚姻移民选择的时空情境被江滨村的“外

来媳妇”们敏锐地感知到。
嫁入江滨村的第三代“外来媳妇”，其移民的形

式则由代内选择转变为代际投靠，通过婚姻落户成

为一个较为自然的选择。这一代“外来媳妇”在其

移民与婚嫁的决策过程中对于社会因素的考量并不

再局限于迁入地与迁出社会在城乡、地域、性别领域

的差别，她们更多地考虑如何借助并利用先期移民

至萧山的父母的社会资源实现个人发展。
我是在老家读完初中之后出来的。爸爸妈妈一

直在萧山这边，我也没有不来的道理。过来之后慢

慢就有自己的圈子了，我老公是我在这边念技校时

的同学。( 覃女士，33 岁，2009 年嫁入江滨，原籍广

西柳江)

嫁过来不是我的决定，都是爸妈安排的。我觉得

相比起来还是老家好玩，但毕竟( 萧山) 离大城市近，

各方 面 条 件 都 要 好 一 点，赚 钱 机 会 多，钱 也 来 得

快……我嫁过来不后悔，要是爸妈不出来，我应该会去

酉阳县城吧，不会想到自己能嫁这么远，嫁到浙江。
( 王女士，24 岁，2016 年嫁入江滨，原籍重庆酉阳)

因为移民时年纪较小，又普遍依赖父母铺设的

道路实现移民与婚姻，江滨村第三代“外来媳妇”的

婚嫁选择作为向上社会流动途径的意义被淡化。不

同于前两批“外来媳妇”，她们面临着全新的时空情

境: 父母长期在当地务工所积累下的本土知识、人脉

关系与财富成为移民与婚嫁决策中最内核的社会资

源。与前代相比，她们个人的能动性在通过婚姻筛

选并获取对个人职业发展、生活福利有利的社会资

源方面并未起到关键性作用。
通过上述经验观察与分析可以得出本节结论:

社会因素在塑造江滨村三代“外来媳妇”婚姻移民

选择的时空情境中亦发挥着重要作用。本节所讨论

的社会因素指女性跨省婚姻移民个体在其移民决策

中考量的社会资源样态、来源、渠道以及占有。城乡

差别、地域优劣与性别发展是影响“外来媳妇”决策

的主要社会因素。远嫁外省的决定或多或少与“外

来媳妇”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意愿相关。然而，身处

不同时空的“外来媳妇”在评估社会因素时的着眼点

有所差别，这体现在三代移民所展现出的同龄群体效

应: 第一代“外来媳妇”力求通过婚姻移民争取个人职

业发展机会; 第二代“外来媳妇”期待以婚姻移民谋取

更优的福利保障; 而第三代“外来媳妇”通过代际投靠

实现移民与跨省婚姻，以期更好地利用父辈积累的社

会资源。虽然婚姻移民决策的考量复杂，多种因素往

往互相糅合，但这种通过比较生命历程代际差别而观

察到的同龄群体效应反映了三代“外来媳妇”关注重

心改变的大趋势。江滨村的三代“外来媳妇”对于其

生命历程中重大转折背后社会因素的认知、评估与利

用的策略是个体生命历程与其所处时空情境动态关

系的例证。对不同情境下社会因素作用的探究为理

解女性跨省婚姻移民的动机提供了支持。
六、社会网络

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对女性跨省婚姻移民动机

的检视还需要将社会网络因素纳入分析框架。探讨

女性婚姻移民的文献指出，“外来媳妇”的婚姻移民

往往依托其社会网络得以实现，移民的决定同时包

含着她们对原生家庭社区与迁入地社区价值、观念

与文化的回应［38］［42］。在远嫁外省这一人生轨迹的重

大转折中，社会网络成为女性跨省移民重要的信息

来源、交往渠道与精神支撑［45］。与此同时，社会网络

也承载着迁出地与迁入地社区的价值与观念，是社

会文化影响“外来媳妇”决策的重要媒介。
本研究着眼于解析江滨村“外来媳妇”的移民

决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移民外嫁前的社会网

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访谈表明，“外来媳妇”
的移民与婚姻决策主要受到来自核心家庭、亲族、邻
里、密友与媒人五类社会关系的影响，它们相互联

系，构成了“外来媳妇”面临特定时空中人生转折时

所依托的社会网络，并编织、传播围绕外嫁的社会价

值、观念与话语。既有文献中，许多研究者注意到女

性婚姻移民与其社会网络的互动，并深入分析了社

会网络的作用。例如万蕙等［65］学者探究了女性婚姻

移民中媒人与介绍人的角色与作用，认为媒人的职业

化、专业化与逐利倾向有利于婚姻迁移地理范围的扩

大，但也促进了婚姻“商品化”的趋势。余练［26］、李艳

春［70］等学者对家庭在女性婚姻迁移过程中的影响展

开实证研究，探讨家庭对女儿外嫁的经济、情感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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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认知与回应，这恰恰应和了费孝通在《生育制

度》一书中“结婚不是一件私事”的论断［71］。而申艳

芳与郝大海［45］、张琼［19］等学者则综合地解析了女性

婚姻移民的社会网络，并与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结构

进行了对比。一如申艳芳概括，“外地媳妇”的社会

网络建构的逻辑完全颠覆了“差序格局”，“并非基

于血缘或地缘关系的远近，而是完全从情感的远近

亲疏来安排不同群体在自己核心家庭的社会支持网

络中的相对位置”［45］(P124)。

然而，对女性婚姻移民社会网络的研究大多集中

于讨论外嫁后的社会融入与社会支持，关于社会网络

与婚姻决策间关系的实证观察较为缺乏。同时，这一

问题域内的质性研究多为历史断面研究，缺少动态、
发展视角下对社会网络在社会环境变革中演变的讨

论。作为对领域内学术成果的呼应与补充，本节探讨

社会网络对女性婚姻移民决策过程的影响，并依照生

命历程理论的分析范式，分析江滨村不同批次“外来

媳妇”外嫁选择的时空情境，探寻同龄群体效应，以此

揭示社会网络的形式、作用方式与影响的演进以及女

性个体所身处的相互联系的生活的动态特性。
对于社会网络及其载负的社会价值在个体生命

历程中的强调呼应了生命历程理论的分析传统与埃

尔德所总结的基本原理［56］(PP5－6)。与社会网络的互动

是“外来媳妇”一定时空中生活的一部分。一方面，

社会网络向女性移民传达的社会价值中暗含着对于

生命历程轨迹贴切的社会时间( the timing of lives)

的要求与期待; 另一方面，这种互动揭示了生活相互

联系( linked lives) 的本质。而如何利用社会网络并

回应其承载的社会价值，则体现出女性婚姻移民个

体的能动性 ( human agency) 。基于此，社会网络作

为平行于经济、社会因素的重要内容，构成移民与婚

姻选择的时空情境。
嫁入江滨村的第一代“外来媳妇”的移民决策

往往与原生家庭向外的推力息息相关。这种推力脱

生于对家乡匮乏的经济、社会资源的判断，并流行于

受访对象娘家的亲族与邻里之间，体现为特定时空

情境下的社会价值与观念。作为改革开放初期跨省

婚姻迁移的第一批践行者，她们在迁入地没有许多

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使得婚姻迁移的选择

存在部分随机性与盲目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她们在迁入地社会生活的体验。
我家是三兄弟三姐妹，我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

哥哥。我家兄弟姐妹多，日子尤其苦，女儿一个都留

不住，全去了外省。村子里其他人家也都差不多，女

儿生出来就是要准备嫁出去的……我嫁到江滨之后

第一年就生了儿子。当时回去也不方便，联系也不

方便，我连电报都没有给家里拍一个。( 金女士，55
岁，1989 年嫁入江滨，原籍云南临沧)

( 嫁到浙江来) 是我自己做的决定。我自己出来

之后没有和家里联系，嫁人了爸妈也不知道，他们一

直在找我，我老家小队里有一个人在萧山知道我的情

况，回家告诉爸妈，他们才知道我留在了萧山……那

时两边都穷，联系也没有用，我嫁人娘家一分钱也没

有给，我们自己生活也不好，也没有钱给他们。我儿

子五岁的时候回了一次家，十来岁的时候又回去了一

次，第一次是因为爸爸生病，第二次是因为爸爸没了。
( 管女士，58 岁，1983 年嫁入江滨，原籍贵州盘县)

在第一代“外来媳妇”的社会网络中，家庭、亲族、
社区共同构成了她们婚姻迁移的动力。许多村庄甚

至形成了“远嫁文化”:“女大不中留”的惯例即体现

了对于女儿生命历程轨迹以及对转变发生时机的社

会期待。彼时，长距离的迁移以及与此相伴而生的种

种交通与通信的不便切断了大多数“外来媳妇”与原

生家庭及社区的联系。如金女士、管女士这样离家数

年，直到结婚生子后方才返乡探亲的现象屡见不鲜。
她们的婚姻中也并不存在彩礼、婚后赠予等制度安排

以保持“外来媳妇”与原生家庭的物质联系。社会网络

的推力与迁出地鼓励女儿外嫁的地区文化构成了这一

阶段嫁入江滨村的女性婚姻移民决策的时空情境。
嫁入江滨村的第二代“外来媳妇”则面临着与

第一代“外来媳妇”截然不同的社会网络与舆论环

境。这一时期，虽然鼓励女性通过婚嫁向富裕地区

的流动仍内嵌于不少“外来媳妇”迁出地社会的期

望之中，但女性移民的原生核心家庭对于外嫁的决

定不再盲目遵从本地观念，一味地将女儿“外推”。
另外，“外来媳妇”的移民决策受到了来自代内同

乡、密友的支持。老乡、小姐妹的带动使得婚龄女性

更勇敢地迈出家门，也使得她们最终远嫁他乡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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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变得更为自然。
我有一个姐姐。我姐哥( 姐夫) 是上门女婿，她

俩留在 重 庆 照 顾 父 母，我 出 来 自 然 没 有 后 顾 之

忧……我初中毕业那阵子，我们村的年轻人都往外

跑，但我家爸妈护着我和我姐不让走，是我硬要出来

的……现在唯一的顾虑就是爸爸妈妈心里难过，我

那年写信回去告诉妈妈我在萧山订婚的消息时，我

姐说我妈哭了好几天。我妈说我嫁得那么远，就像

白养了一个女儿一样。( 冉女士，48 岁，1996 年嫁入

江滨，原籍重庆酉阳)

我们村嫁到萧山来的很多。我老家的邻居是我

从小一起玩的小姐妹，她先嫁到隔壁村，然后把我介

绍过来打工，又把我介绍给老邵。我那个时候也简

单单纯，听 小 姐 妹 说 这 个 人 很 好，我 想 就 跟 他 算

了……我这个小姐妹很老练的，我爸妈听说在这边

有她帮我，都很放心。( 韦女士，50 岁，1991 年嫁入

江滨，原籍广西柳州)

对于移民与婚姻的“自主选择权”是这一同龄

群体外嫁选择的基本特征。正如前文所述，随着萧

山“外来媳妇”主要迁出地经济发展的起步与社会

流动性的增加，婚姻迁移不再作为当地婚龄女性有

限的社会、经济流动性替代品，也不再是其改变弱势

地位的唯一选择。这一变化投射在女性移民的社会

网络中，集中体现为“外来媳妇”核心家庭的态度变

化。许多访谈对象表示，父母往往基于对家庭生活条

件的评估、对本地发展的期待以及情感等因素，反对

女儿远嫁外省的决定，而她们自己则大多愿意“趁着

年轻，出门闯一闯、开开眼界”。在去与留的决定上，

“外来媳妇”充分发挥了个人的能动性。
这一阶段嫁入江滨村的第二代“外来媳妇”的

移民与婚嫁决策也受到了其社会网络中已外出务工

或是完成婚姻移民的亲友们的支持。如博森［20］、德

里亚·达文( Davin，D．) ［18］与李艳春［70］等学者指出，由

于女性自身的脆弱性及社会与家庭对其性别身份的

担忧，女性的迁移风险和成本远高于男性，婚龄女性

的移民决定获得家庭许可的前提是“在目的地有亲

密 的 朋 友 或 亲 戚，抑 或 与 其 他 妇 女 一 同 迁

移”［70］(P123)。对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嫁入江滨村的

第二代“外来媳妇”的观察与这一判断基本吻合: 这

一时期的女性跨省婚姻移民在其婚姻迁移的决策中

充分利用其社会网络应对、控制并化解长距离移民

与婚嫁对其生命历程带来的风险。迁入地的社会网

络支持构成了其移民决策的时空情境。
嫁入江滨村的第三代“外来媳妇”面临着家乡

与迁入地两边社会网络及其所承载的社会期望之间

的割裂。作为“移民二代”，她们通过代际投靠来到

萧山，并最终选择在此定居。少年时期在家乡的生

活与青年时期在迁入地的经历为她们圈定了二分的

社会网络格局，也在不断地碰撞中构成了她们移民

与婚嫁决策中的推力与拉力。
我在这边交际范围很小，不太交得到朋友，最要

好的还是老家的发小，但她们又不可能跟过来……
当时爸爸妈妈让我自己选，我又哪里有的选? 爸爸

妈妈已经把家安在萧山了，我不来也得来……虽然

嫁过来了，但总觉得我的根还是在湖南，想爷爷奶

奶，也想在那边的朋友。( 江女士，30 岁，2008 年嫁

入江滨，原籍湖南东安)

( 关于结婚) 我自己倒是不着急，主要是老家的

爷爷奶奶催我爸妈，我爸妈又来催我，弄了半天我变

成了我在杭州的朋友圈里最早结婚的一个，原本还

跟小姐妹们说好一起多玩几年，现在有了小的 ( 孩

子) 什么都做不了，门都出不去了。( 冉女士，26 岁，

2014 年嫁入江滨，原籍重庆涪陵)

不难发现，在“外来媳妇”的同龄群体中，不少

个体仍然对既已做出的婚姻迁移选择感到难以释

怀。这种情感主要来自生命历程中在青少年时期离

开家乡、投靠父母的转折以及这种迁移为她们带来

的双重身份上。老家的亲友构成的社会网络仍然是

她们情感上的归属与寄托，而作为社会网络最内核

的核心家庭的拉力又使得他们不得不做出离乡婚嫁

的决定。生命历程中的曲折轨迹为这一批“外来媳

妇”的婚嫁决定增添了犹疑与困难。
社会网络的分化还在第三代“外来媳妇”身上

体现为社会观念与价值取向的激烈冲突与碰撞。笔

者发现，这一“同龄群体”所面对的一个冲突体现在

婚嫁与生育时间的“时机”，亦即对生命历程中作为

重大转折的婚育时间点的社会期望。虽然本项研究

访谈的 6 位第三代“外来媳妇”均在 25 岁前结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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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前嫁入江滨村的“外来媳妇”一样，在婚后迅速

生育了子女，但她们在情感上并非“顺从”这一由家

长、亲族促成的安排: 许多受访者表示，她们希望更

晚一些结婚生育，因为独身的自由生活更有利于在

迁出地建立新的密友关系，而婚姻与生育成为其移

民后拓展社会网络的障碍。对于这一冲突的观察呼

应了既有文献关于当代女性青年移民的婚姻时机选

择及其背后关于收入、教育背景、个人主义崛起以及

婚姻观念开放等一系列的社会学解释［72］。

综合对江滨村三代女性婚姻移民的分析，本节

得出结论: 社会网络作为“外来媳妇”婚姻迁移选择

的时空情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给予实际支持与

附着社会价值两条途径，影响着她们的决策过程。
首先，社会网络为婚姻移民提供信息渠道、心理建设

与人际交往领域的支持，以此助力婚姻迁移，并降低

女性作为移民主体所承受的社会风险及对于这种风

险的预期。其次，社会网络作为社会价值的载体，传

播“外来媳妇”决策时所处时空中关于婚嫁、移民与

家庭的一系列观念话语，作为其迁移决定的基础与

依据。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农村社会的人际网

络样态不断变革，其对于女性跨省婚姻移民生命历

程的影响也有所差别。这种差异构成了江滨村三代

“外来媳妇”间显著的同龄群体效应: 第一代“外来

媳妇”往往受到家乡社会网络的推力而实现远嫁; 第

二代“外来媳妇”面临社会网络中矛盾的观念与取

向，而既已实现移民的亲友网络构成了外嫁的拉力;

第三代“外来媳妇”因其生命历程的轨迹而身处割

裂的社会网络中，二分的社会网络使得她们的婚嫁

选择、身份界定与社会时间观的建构面临重重困难

与犹疑。社会网络的样态转变为“外来媳妇”的生

命历程带来了时空情境变化，并再次例证了生命历

程与主体身处的时空情境间的动态关系。

七、结论

基于来自田野选点的质性数据，本文探讨了女

性跨省婚姻移民的婚姻迁移决策及其时空情境。对

个人经济条件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量、对社会

资源与个人发展机会结构的评估以及个体所处社会

网络的双向作用构成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江滨村

三代“外来媳妇”婚姻迁移决策的基础。经济环境

方面，“外来媳妇”移民决策的着眼点从挣脱绝对贫

困的生活境遇逐渐转向对于“富足”( affluence) 状态

更为多元化的定义与考量［73］。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

的总体趋势与对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正逐步弥合

“外来媳妇”迁出地与迁入地的发展鸿沟，而人口流

动性的增加与代际投靠的移民模式亦打开了婚龄女

性在婚姻移民选择之外享受迁入地经济红利的渠

道。这使得“外来媳妇”与配偶双方的经济地位趋

于对等，淡化了跨省迁移婚姻作为“商品”的特质。
社会资源方面，城乡差别、地区福利与性别发展是

“外来媳妇”移民决策中的永恒主题。然而，移民主

体在不同时空情境下的婚姻迁移选择中，对社会资

源考量的权重与优先级出现分化与差异。社会网络

方面，“外来媳妇”身处的人际网络为其婚迁决策提

供信息、心理与交往方面的实际支持，同时其作为社

会价值的载体，传播围绕婚嫁、移民与家庭等的观念

话语。社会网络对于“外来媳妇”的婚姻迁移决策

同时具有“推力”与“拉力”，两股力量在不同时空情

境下的作用与表现存在差异性。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理解江滨村三代“外来媳

妇”移民决策依据的三个维度，经济环境、社会资源

与社会网络虽描述了时空情境的不同侧面，但又彼

此联系，形成逻辑整体。江滨村第一代“外来媳妇”
的移民决策虽大多着眼于挣脱绝对贫困的境遇，但

同时也包含着对于职业发展前景、社会资本积累的

考量; 第二代“外来媳妇”婚嫁时的经济状况虽有明

显改善，但其对于生活品质、福利保障的追求往往建

立在婚后良好家庭经济状况的基础上; 而如前文分

析，通过代际投靠实现婚姻移民的第三代“外来媳

妇”享受着父辈通过先期移民积累的良好经济条件

与社会资源，对于迁入地发展红利的认知与考量变

得更为多元与综合。纵观三代“外来媳妇”远嫁的

时空情境，社会网络的“推力”与“拉力”平行于经济

环境与社会资源的考量，贯穿了她们的婚姻迁移决

策以及婚后家庭生活质量、满足感与幸福感、社会融

入等方面，并塑造了“外来媳妇”社会身份的他者与

自我界定。由此，根植于经济环境、社会资源与社会

网络的诸多考量相互交联、彼此影响，共同构成“外

来媳妇”婚姻迁移决策的时空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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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对 35 位“外来媳妇”的实证研究表

明，上述三个维度作为婚迁决策的依据，呈现出一定

的动态性，在三代同龄群体的生命轨迹中有着不同

的体现与影响: 经济环境、社会资源与社会网络分别

为三代“外来媳妇”追求跨省婚姻的主要影响因素。
本项研究通过呈现“外来媳妇”的自叙文本，揭示了

这种代际变迁在微观层面的表征。同时，本文也分

析了这一变迁背后的多层次动因。一方面，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省域经济发展日趋平衡、经济后发地区

贫困面貌缓解、民生普遍改善，这淡化了经济因素对

女性跨省婚姻移民决策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工业

化大潮下的当代中国农村中，社会文化日渐呈现出

多样性，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利益与价值取向亦趋多

元化，这使得“外来媳妇”的婚姻迁移决策依据由单

一的经济境遇改善转向对社会资源、社会福利、个人

发展、社会网络支持的复杂考量。这些因素共同构

成了塑造“外来媳妇”一定时空中的生活及作为其

生命轨迹重大转折的要素。
通过总结江滨村三代“外来媳妇”移民决策的时

空情境及其动态发展，笔者回应了领域内既有研究针

对当代中国女性跨省婚姻移民婚迁动因与决策依据

的讨论。江滨村案例的代表性体现在时间、空间与移

民情境的复杂性三个维度上。第一，江滨村的三代

“外来媳妇”的婚姻迁移时间覆及改革开放初期至今，

完整地呈现了社会转型时期女性跨省婚姻迁移人口

流动的不同阶段［33］。第二，江滨村接纳来自经济欠发

达省份的“外来媳妇”，其方向性的地理空间特征吻合

当代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的基本流向［21］［22］［51］，而这

一现象本身也印证了艾大宾等学者对婚迁空间模式

中距离日益扩大的判断［67］。第三，依托江滨村案例

对“外来媳妇”移民决策的深描展现了移民所处时空

情境的复杂性与动态性，串联起既有文献中对女性跨

省婚姻迁移单个( 类) 因素的讨论与分析。值得注意

的是，位于浙北的江滨村作为中国农村工业化进程的

“排头兵”，其丰富的就业机会是吸引三代“外来媳

妇”前来闯荡的主要原因，进而为此后的异地婚嫁提

供了可能性。不同于家庭主导的商品化婚姻以及更

为极端的妇女拐卖，江滨村三代“外来媳妇”的跨省婚

姻迁移大多是以女性自身为决策主体的生命轨迹转

折。女性在其婚姻与移民的选择中均展现出较强的

独立性。这是江滨村案例的特殊之处。
本文继承了生命历程理论的生命研究范式与多

层次的分析传统，将婚姻迁移的决策视作“外来媳

妇”生命轨迹中的一个转折，由此探索婚姻迁移决策

所折射出的移民个体生平与他们所处的时空与社会

的关系。“外来媳妇”婚姻迁移的决策是个性化的、
私密的，内嵌于每一位女性主体的生命历程中，与个

体的经历息息相关，并集中反映了“外来媳妇”的能

动性。与此同时，“外来媳妇”婚姻迁移的决策也是

社会历史性的，根植于个体所处的时空情境与社会

网络，体现为“婚姻交换”内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

变以及围绕“婚姻交换”的差别性认知与实践。同

龄群体在其婚姻迁移决策过程中身处的时空情境呈

现出同龄群体效应，这体现在江滨村三代“外来媳

妇”对于婚姻交换的不同认知与实践中。本文将时

间维度引入对女性跨省婚姻决策动机的分析，为围

绕这一议题的传统时间截面研究提供了视角与思路

的补充。与此同时，在生命历程理论的框架下着眼

于时间维度的讨论，也拓展了将个案研究结论向群

体推演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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