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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柬埔寨华人的婚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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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对于不同民族来说，婚姻都是人生大事，是一种隆重的人生礼仪。不同文化土壤中的人都对婚姻怀

有美好希冀，希望有自主追求幸福的权力。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柬埔寨华人的婚姻类型可分

为包办婚姻、配给婚姻、自由婚姻三类，其中配给婚姻是红色高棉时期的历史产物，折射出了特定历史时

期在柬华人的艰难生存史。了解柬埔寨华人的婚姻类型，探究其后的深层原因，并对这一现象后华人的生

存进行思考，是我们走进柬埔寨华人的另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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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是东南亚主要华人分布国之一，华人分布在各个省市与乡村，在柬埔寨社会中担

当着一定角色，并对柬埔寨的社会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早期移居柬埔寨的华人都有着浓厚

的宗族思想，在婚姻方面观念相对保守，男女婚姻由双方父母做主，讲究“门当户对”。波

尔布特统治时期，华人社会乃至整个柬埔寨社会都遭到重创，红色高棉的迫害渗透在华人生

活的方方面面，如适婚男女的婚姻由组织统一安排，由安卡配给。随着时代发展、思想变迁，

婚姻方面自由恋爱占了主流，并吸收了柬埔寨婚姻的部分习俗。探究柬埔寨华人婚姻类型，

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柬埔寨华人社会的思想传承与变迁。文章将从柬埔寨华人概况、柬埔寨

华人婚姻类型、柬埔寨华人生存现状三方面进行论述，着重介绍柬埔寨华人婚姻类型，从另

一个视角展示华人的生活。 

一、柬埔寨华人概述 

柬埔寨位于中南半岛南部，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也是东南亚华人主要分布国

之一，全国共有 20多个民族，约 1500万人，其中华人华侨约 100万人。据调查，华人是仅

次于高棉人和越侨的第三大团体。华侨华人在柬埔寨的生存历史悠久，其具体移居年代虽暂

时不能考证，但宋朝年间就已有华人在柬埔寨居住。 

19世纪 60年代，柬埔寨处于法国殖民统治初期，为了吸引更多劳动力进行庄园种植，

殖民当局欢迎华人华侨移居柬埔寨。这一时期，柬埔寨华人社会在当局的支持下形成了潮

州、广肇、客家、海南、福建五大帮社。每个帮作为一个法人团体，拥有固定资产，至少在

金边，每个帮都有一座寺庙、一块墓地和一所学校、一片土地
1
。20世纪初至 20世纪中叶，

为躲避国内战乱，许多华人华侨逐渐南下前往柬埔寨，并在柬埔寨定居生活。到 20世纪 60

年代中期，柬埔寨的华人华侨中土生华人已占一半
2
。近年来，随着柬埔寨政府开放的民族

政策、文化政策和中柬两国关系的友好，柬埔寨涌入更多的中国企业和华商进行投资。 

柬埔寨的华人华侨主要五大会馆构成，广东潮州人数量最多，分布在柬埔寨的不同地方。 

每四个在柬埔寨的华人中就有三个是潮州人
3
。潮州人分布在柬埔寨的城镇和乡村中，农村

地区潮州人更多。在柬华人与当地人民关系友好、相处融洽，且这些华人吃苦耐劳，多从事

商业和科教活动。据统计，60年代，柬埔寨绝大部分商业控制在华人手里，在柬华人约 90%

从事商业
4
，为推动柬埔寨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柬埔寨恢复和平发展后，采取积

极措施鼓励华人从事经济文化活动，吸引海内外华商投资国内产业，在柬华人华侨们在柬埔

寨的战后重建中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 

二、柬埔寨华人婚姻类型 

婚姻是人类社会最普遍、最持久的两性结合方式，其类型的变迁反映了人类社会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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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对于在柬华人来说，婚姻是一件人生大事，同时也是传承血脉与文化，巩固与维持华

人社团的极好方式。华人的婚姻类型经历了包办婚姻——配给婚姻——自由恋爱三个主导阶

段，配给婚姻是特殊历史时期特殊政策下的产物，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已经消失在柬埔寨

华人的生活中，而今自由恋爱占据婚姻的主导位置。 

（一） 包办婚姻 

考据中国的节日民俗，会发现自由恋爱观在很早就已经萌芽，元宵灯节、上巳节、乞巧

节都是与爱情有关的节日。然而受封建礼教的禁锢与世俗的束缚，尤其是程朱理学对女性的

束缚，男女婚恋几乎无自由可言。受“三纲五常”以及其封建教条的钳制，尊“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占据正统地位。 

这种带有封建性质的“正统”思想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即使移居他国，也没有改变。

受宗族思想的影响，早期移居柬埔寨的华人依然保持着传统家族观与婚恋观，“家长制”与

“包办婚姻”的思想仍然存在华人社团中。“合二姓之好，上以宗庙，而下以继后世”，婚

姻对于在柬华人来说是头等人生大事，是血脉传承的重要方式，并在从议婚至完婚的过程中

最大限度地去遵守“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在波尔布特时代以前.包办婚姻在柬华人团体中占主导地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

包办婚姻的重要特质，父母在儿女婚姻关系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媒人是聘娶过程中不可或

缺的角色。男女到了适婚年龄，父母便着手准备子女的婚事，嘱托媒人留意合适的男女青年。

如若男女双方条件合适，八字相合，且双方家长同意，便开始下聘准备婚礼。华侨结婚行“六

礼”者，尚属不少.即凭媒说合，经过问名，由双方具备男女之年庚八字；双方 同意始行会

面，继之以纳彩，互送礼饼与粮食，定期亲迎；新婚夫妇返家，同拜天地祖先，向父母叩拜

奉茶以及 宴请亲友，举行梅酌，散席然后洞房
5
。媒人作为传统婚姻中连接男女双方的纽带，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男方的父母会请一位与女方家关系好的德高望重的媒人前往女方家提

亲。 

柬埔寨的老一辈华人们都有着自己的华人社交圈，往往是以地域为主。父母在儿女婚姻

上格外重视“门当户对”，不仅表现在衡量双方的家庭状况、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上，受传

统思想的影响和出于对文化差异的担忧，还表现在择偶对象必须同是华人家庭这一要求上。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柬华人的包办婚姻并没有小说话本中的逼迫买卖性质，男女双方虽是

“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也及看重男女青年品行，考虑青年男女的意愿。 

（二） 配给婚姻 

1975 年红色高棉政权领导下的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建立了民主柬埔寨政权，并推行一条

极左路线，实行按劳分配和供给制度，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剥夺“资产阶级”的财富。不幸的

是柬埔寨华人因多为商人，且知识分子较多，被划入“资产阶级阵营”，受害程度比高棉民

族更深。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华人被禁止讲话语、禁止保留传统习俗、许多华人无意间说了

华语便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红色高棉政权将柬埔寨华人华侨摆在了与柬埔社会敌对的位置，

他们彻底毁坏华人的住所，破坏华人的经济基础，将华人驱逐至农村“改造”，并进行大清

洗，无数华人惨遭杀害。一批批的华裔干部、知识分子、商人和生产者离奇失踪，许多华人

被污蔑为“反革命”、“叛国罪”受尽酷刑惨死，即使政权内部的上层华裔干部也难逃残杀。 

据调查，在民主柬埔寨政权统治了四年后，柬埔寨华人华侨数量由 1975 年柬埔寨民主

政权建立前夕的 60 万降到 30 万左右。在郎诺政变和波尔布特统治的 10年间，柬埔寨华人

平均每四个家庭成员中，就有 1人死亡
6
。由此可见，这场 20世纪的野蛮大屠杀给柬埔寨华

人乃至整个柬埔寨带来的毁灭性打击。 

配给婚姻便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产物，也是柬埔寨华人悲惨境遇的缩影。波尔布特执政时

期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将柬埔寨人民划分为“新人”和“旧人”。在柬华人属于“新人”，

婚姻由组织统一安排，禁止自由恋爱，青年适婚男女往往由“安卡”做主进行“配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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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和军人们往往通过恐吓、逼迫的野蛮暴力手段，不顾男女双方的意见将华人适龄男女青

年许配给柬埔寨人，逼迫他们在集体改造的地方迅速完婚。在这一情形下，华人家长彻底丧

失了为子女择偶的权力，为了在乱世中求生存，儿女们只能被迫和配给的对象结婚，这一时

期的婚姻弥漫着政治的血色。这一时期许多华人少女被强行婚配给当地男子或残疾军人，许

多华人青年才俊被迫与当地女子完婚，华人适龄青年没有任何权利选择自己的配偶或者做出

任何请求，除此以外还要舍弃自己的华人身份，承认自己是柬埔寨人。“安卡“们还会派人

监视男女青年缔结婚姻后的生活，是否睡在一张床上，是否是对外欺瞒。一些男女青年拒绝

接受“安卡”的配给，或自杀，或被处死，或出逃被抓回后处死。婚姻，本应美好的字眼，

在这时期成了适婚男女们的噩梦之一。 

（三） 自由恋爱 

1990 年柬埔寨结束了越南的殖民统治，1993 年柬埔寨王国政府成立，华人华侨恶劣的

生存状况得以好转。随着柬埔寨社会的发展，华人华侨思想的转变，自由恋爱模式下的婚姻

逐步取代了包办婚姻的主导位置，男女双方可自由恋爱并自行决定婚姻大事。父母对子女的

婚姻大事仍然极为重视，但却不再过多干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理念下的的婚姻缔结

方式已经被“自由”二字所取代。由媒人为陌生青年男女牵线搭桥的方式已经不再多见，相

反他们会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适合的人。 

自由恋爱的观念在城市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即使是在乡村人们也都有了这一观念，不过

是表现得略微含蓄与保守。在柬埔寨华人常用的社交软件“Facebook”和“Twitter”上，

男女青年乃至少年们自由恋爱的现象和相关言论并不罕见。即使是自由恋爱，适龄男女双方

也不会隐瞒双方父母，私定终身。相反，他们也会把握好自由恋爱的“度”，遵循基本礼仪，

告知父母并询问父母的意见，获得亲友的祝福。男方会遵循礼仪托媒人去女方家提亲，女方

同意后，方合生辰八字，向女方下聘并着手准备婚礼。 

随着自由恋爱占据主导，柬埔寨华人的择偶标准也逐渐扩大。早期在柬华人择偶的对象

往往也是华人，很少与当地人通婚，而今虽然柬埔寨华人族内通婚的倾向依旧明显，但柬埔

跨族通婚的范围也日益扩大，数量日益增多。这一现象的形成既有之前被迫融合的原因，但

更多的华人的主动适应，是一种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趋势。 

三、柬埔寨华人婚姻类型变化思考 

婚姻作为隆重的人生礼仪，标志着青年男女角色的转换，受父辈或祖辈宗族思想影响的

华人格外重视婚姻。柬埔寨华人婚姻类型的转变可以认为是柬埔寨华人在红色高棉战争带来

的巨大的身心创伤后，为了更好融入当地生活，顺应时代发展而做出的妥协，是文化适应的

过程。 

红色高棉时违背人道主义的婚姻“配给制度”给无数华人青年男女带来了极大伤痛，华

人也在这一时期遭受到了大屠杀，留下了无法磨灭的伤痕。柬埔寨华人婚姻类型的变化，尤

其是战争时期的婚姻“配给”制度给笔者带了一些思考：华人怎样更好的融入柬埔寨文化，

获得柬埔寨社会事务普遍认同和公正的评价呢？20世纪 90年代柬埔寨恢复和平发展，当局

颁布政令允许柬埔寨华人华侨恢复社团与重建华校。1990 年 12 月 26 日，“柬华理事会”

在金边成立了，这是代表柬埔寨华人华侨的最高全国性机构，华侨华人的事务自此有了统一

的管理者及代言人。吸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同时也为了更好地进行战后重建，柬埔寨新政府

实行了开明的民族和文化政策，鼓励并吸引海内外华人积极参与国家各项建设。 

新时期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迅猛，柬埔寨华人华侨有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华人华侨对于

柬埔寨社会发展的推动也得到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此外，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盛、国际地

位日益提高、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并与柬埔寨形成了钢铁般坚固的友情，柬埔寨华人华侨

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把握好发展机遇，随时做好迎接挑战

的准备，将对柬埔寨华人进一步融入当地文化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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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华侨华人在生存发展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战乱和所在国

的排华因素。因而华人华侨要始终把柬埔寨作为自己的生存发展之根本，对柬埔寨抱有赤忱

的情感，把个人的前途与柬埔寨的发展相联系
7
。此外华人华侨也要更为积极主动地融入柬

埔寨社会，与各民族形成积极友好地关系，以促进共同发展。 

四、结语 

在柬华人婚姻类型的转变无疑是华人在柬生活的缩影，反映了华人社团为生存需要适应

并融入当地生活的历程。华人社会想要在柬埔寨持续性发展，就必须要具有包容性，需要不

断提升自我革新和适应变迁的境界，保留自身的底蕴同时获取新的内涵，把握好发展机遇，

做好随时迎接挑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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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type of marriage of ethnic Chinese in Cambo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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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 Henan province, 450000) 

 

Abstract：For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marriag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 of one’s life, and it is 

also a solemn etiquette. People in different cultures have good hopes for marriage and the right to 

pursue happiness independently.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the marriage 

types of Chinese in Cambodi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arranged marriage, allocated marriage 

and untrammeled marriage, among which allocated marriage is the historical product of the Khmer 

Rouge period, reflecting the difficult survival history of Chinese in Cambodia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It is another perspectiv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marriage types of Chinese in Cambodia, 

explore the underlying reasons , and consider the survival of Chinese in Cambodia behind the 

phenomenon. 

 

Keywords:  Khmer Rouge ; the type of marriage ;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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