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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美国华裔家庭中子女与父母
的关系日趋紧张，超过七成的子女有赡
养压力，这是近日美国芝加哥罗许大学
华人老龄化研究中心和西北大学联合多
家当地华裔社区服务机构发布的 《春晖
报告》 的调查结果，该结果为异国环境
下的华裔家庭关系敲响了警钟。

如今，文化碰撞中的华裔家庭关系
该如何“破壁”呢？

华裔家庭关系遇冷

为探究华裔老人和其子女的关系问
题，芝加哥罗许大学华人老龄化研究中
心与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2 年的时间
内，对3000名芝加哥华裔老人和548名成
年子女进行了深度调查。本月 18 日，调
查结果《春晖报告》出炉。

报告称，在华裔社区中，以家庭为
中心的价值观依旧扮演着重要角色，然
而，73%的成年子女受访者表示在老人的
看护上存在压力，11%的子女表示因为照
顾父母而有疲惫感，10%的子女表示与父
母互动时有情绪负担、会感到愤怒。报
告表示，在美华裔家庭中，父母与子女

之间的文化和隔代的差异常会导致家庭
纠纷。

不久前，一位华人老太太就曾因与
子女的矛盾向芝加哥华人咨询服务处家
庭及社区服务主任林善雯求助。这位 70
多岁的老太太身体不适，因英文不好不

敢独自求医，要求在餐厅工作的儿子请
假陪同，但儿子实在腾不出时间，双方
为此口角不断，母亲认为儿子不孝，儿
子觉得妈妈太烦，最后，情况严重到母
亲出现明显的抑郁症征兆。

“华裔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矛盾一年比
一年严重，尽管‘动手’虐老的很少，
但子女以‘语言暴力’或‘刻意冷落’
方式对待父母的情况真的很普遍。”林善
雯说。

语言和文化的双重隔阂

孟加拉夏加拉尔科技大学的教授阿
布·豪森发明了一个词叫“晚年移民”，
意指“不熟悉社会环境，贫穷，健康状
况不佳和交流困难的老年移民”。

目前国外的部分华裔老年人就处于
这种“晚年移民”的状态中。由于语言
不通和对国外文化环境的不适应，这些
老年人对异国生活的融入度很低，长期
处于社交孤立的状态，由此产生的心理
抑郁问题和过分依赖子女的状态会不断
加深家庭关系的裂痕。

“华裔子女照顾年长父母比其他族群

吃力，因为中国传统孝道和语言文化隔
阂的双重压力，让父母很难独立，往往
因为太过依赖子女而产生龃龉。”林善雯
介绍说。

除此之外，华裔老人与子女的长期
同住也会加剧家庭冲突。《春晖报告》 中
指出，有1/3的受访者与父母同住。林善
雯也表示，她接触的被虐老人中，与子
女同住的老人占大多数。“可能因为相处
时间多，磨擦的机会也更多。”

“入乡”还需“随俗”

“‘入乡’一定要记得‘随俗’”，
洛杉矶华人律师邓洪认为，解决当前华
裔家庭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家庭成员
要入乡随俗，融入到异国的社会环境中
去。针对华裔老人的社会孤立问题，寻
求方法让老人在异国环境中自得其所才
是解决之道。

“要增加华裔老人的社交能力，鼓励
长辈们走到户外，多认识朋友，多参加
群体活动，这样既可以有效舒缓老人的
抑郁情绪，同时也让照顾年老父母的子
女，有机会喘口气休息。”林善雯说。

仅靠成年子女赡养老人存在一定的
风险和问题，对此，罗许大学的董新奇
教授指出，华裔家庭需要在充分利用社
会已有资源、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向
政府寻求更多的帮助。“此次的 《春晖报
告》 就是希望通过调研建立多学科的合
作，了解华裔社区文化的独特性，引起
联邦和州政府对华裔社区的重视。从推
动政策的角度上更好地服务华裔家庭。”
董新奇说。

幸运的是，目前国外有很多旨在解
决华裔家庭关系问题的措施正在推进之
中。为解决华裔老年人的社交孤立问
题，休斯敦、华盛顿和布鲁克林等地开
设了一些提供太极、中国象棋课程以及
现场医护等服务的社区中心。得克萨斯
州的精神健康专家宥利·蒋正在试行心理
健康的母语远程咨询，希望为当地亚裔
提供更多精神健康方面的帮助。

华裔家庭关系亟须“破壁”
孙少锋 丛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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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法国圣路易华人社区服务中心的老人合唱团。 图片来源：圣路易时报网

日前，68 岁马来西亚华裔蔡松柏率兄弟姐妹三人，
及其家族成员一行共13人回祖籍地福建晋江东石东埕村
谒祖。“踏上家乡路，圆了祖上梦”是他们由衷的感受。

据了解，蔡松柏曾祖父蔡尤裁 90多年前携家眷漂洋
过海到马来西亚谋生，后其祖父蔡长渣及祖父蔡崇重经
营米行起家。

伴随近年来海外乡亲寻根谒祖风气日盛，蔡松柏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曾于2003年、2015年两度回到东
埕，了解到祖上情况。

祖屋宗祠落成升祧纪念日，蔡松柏组织了在马来西
亚及澳大利亚悉尼居住的本家族兄弟姐妹回乡拜祖。在
此期间，蔡氏宗亲除了在祠堂和祖屋里祭拜祖先外，他
们细致查看房谱，一页一页认真看，了解了祖上的源流。

蔡松柏说，按照祖宗遗留下来的规矩，他们还在晋
江蔡崇胜宗长的带领下，到山上祭扫了祖上的坟墓。

蔡松柏深深被家乡人的热情感动，他说，“见到家乡

的兄弟叔伯倍感亲切，远在海外的我们久违了这种大家
族的氛围。”

看着家乡陌生的一草一木，难得回家来的他颇为感
慨，这次祭祖圆了祖上几代人的回乡梦，“我曾祖父我父
亲这代人，自90多年前到马来西亚定居后，由于种种因
素未曾回过东埕。在早年我父亲有过要带我回来的想
法，但由于学业方面的原因，没能成行。”

在蔡松柏的心里，他对家乡、对中华传统美德有很
深的眷念。他说，回乡寻根不仅能对历代祖先尽一份孝
道，也能与故乡的宗亲增进感情。

临行时，打量着家乡的一切，蔡松柏面对家乡人询
问是否还回来，他脱口而出，“会的，我会经常回来。”
他表示，他会和故乡的宗亲一直保持联系，并且会将两
地的渊源传递给下一代，同时也期待家乡人能去马来西
亚做客，加深家乡人的联系。 （据中新社）

图为马来西亚华裔三代蔡松柏家族回乡寻根谒
祖，于祠堂前拍全家福。 来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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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位华人摄影师，他的拍摄
功力了得，却没有选择发达的大都市或
风光奇绝的旅游胜地作为取景地，而是
常年在非洲大陆上进行创作，在马赛原
始村落里与村民同吃同住。他说他的镜
头是为了记录世界而存在的，对摄影的
热爱是他不竭的动力。他是华人摄影师
吴海辰。

在肯尼亚基贝拉贫民窟拍摄的一组
照片让吴海辰荣获第118届多伦多国际摄
影大赛一等奖，这是北美最大的年度国
际摄影比赛首次向华人参赛者颁发大
奖。作为一名因自然风光拍摄而小有名
气的摄影师，吴海辰却因一组人文类的
作品而获得大奖，这听起来有些匪夷所
思。但在他看来，对非洲的热爱是“偶
然”成全的“必然”。

2011 年，吴海辰为了拍摄风光照片
第一次来到非洲，要离开赞比亚时因为
突发洪水而被迫停留。在当地闲逛时，
他产生了借此机会体验非洲原住民生活
的想法，于是在非洲原始部落马赛村逗
留了3天，其间还探访了内罗毕最大的贫
民窟，在那里拍摄后来获奖的组照。在
接受美媒采访时，吴海辰曾经表示，他
从未刻意地去拍“人文”片，而是当自
己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拿着相机的旁观

者，用照片来展示他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
由于志趣相投，吴海辰与另外 7 名华人摄影师成立了“四光

圈”摄影组合，被业界普遍认为是海外华人摄影圈的大师水平的
杰出代表。“四光圈”组合在全球各地拍摄作品的同时，还经常举
办论坛、座谈会，围绕摄影艺术、海外华人摄影发展等话题，与其他
华人摄影师促膝长谈，切磋技艺。作为交流活动的大力推动者，吴海
辰希望为海外华人摄影师提供一个交流切磋的平台，通过资源分享
培养出一批华人摄影大师。目前的国际摄影大赛中主要的奖项多为
西方人获得，海外华人没有什么存在感。他的最大心愿是未来华人
摄影师能够得到更多的奖项，华人摄影水平得到国际广泛认可。

因为母亲是人像摄影师，吴海辰 6 岁就拍摄了第一张摄影图
片，从此开始走上摄影道路。作为摄影师，每一次按下快门也许
只是捕捉了一个眼神、一个表情，那也是他对美的理解。相信未
来，吴海辰还会拍摄更多记录美的作品，成为摄影界的华人之光。

12月21日，“华侨与抗日
战争图片展”在昆明开幕。
该展览以“援祖国”、“奔赴
国难”、“参加侨居地反法西
斯战争”三部分主题展出，
其中有东南亚华侨陈嘉庚、
菲律宾侨领李清泉等筹款救
国、通电抗战的感人故事，
展示了华侨为祖国抗战捐款
捐物，乃至捐躯报国的伟大
贡献。

图为市民们在展厅内观
看照片，并拿出手机拍照留
念。

王雪涛摄 （中新社发）

华侨抗战

图片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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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吴海辰获奖摄影作品 图片来源：纽约侨报网图为吴海辰获奖摄影作品 图片来源：纽约侨报网

美国历来是各国移民汇聚的大熔
炉，而作为美国人口和经济大州的加
利福尼亚，自然也是移民大州。全美
人口统计资料显示，无论合法或非法
移民，阳光明媚的加州都是移民首选
的居住地。移民美国的华人中，加州
就占了总数的1/3。

美国人口普查局及加州公共政策
研究所数据显示，2014年共有 3.3万华
人移居加州，数量是2005年的3倍。华
人首次成为移民加州的第一大群体。

移民加州渐成新潮

华人移民加州的历史由来已久，
如今更是成为赴加州移民潮中的“主
力军”。据美国 《萨克拉门托蜜蜂报》

报道，美国人口调查局最新数据显
示，中国已经取代墨西哥成为往加州
输送移民最多的国家。

据了解，加州包含洛杉矶市在内
的百余个城市都拥有很高的华人比例。

加州与华人的渊源可追溯至 19 世
纪的淘金热，当时的华工渡过太平洋
来到加州从事采矿、务农、修铁路及
服装制造的工作，并受到严重歧视。
然而当代文化已经彻底改写了印象中
的这些苦难。有关人士指出，近年来
新一轮移民加州热潮中的华人成员，
许多人拥有熟练的专业技能，且积累
了比较丰厚的资本。

加州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汉斯·约翰逊认为，如果这种状况持续，

将会改变加州的人口结构和经济状况。

多种因素合力影响

加州地域辽阔、气候宜人、资源丰
富，经济发展充满活力，总量占全美之
首。“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对受过高等教
育的员工需求越来越多。”汉斯·约翰
逊说道：“雇主们也开始更多地在国外
寻找这类员工。”

很多华人都是通过H-1B签证来到
加州，这一签证允许企业在出现劳动
力短缺的时候雇佣外国员工。其中一
些人之后会得到企业的支持，然后获
得永久居留权。

当然，适宜的环境和独有的经济
机会只是华人移民加州的一个基本原

因。
另外，家庭也是华人移民加州的

一大因素。据加州当地媒体报道，来
到加州的华人有一部分是在美国已经
很多年的移民的家庭成员。2012 至
2014年间，来到加州的华人中有1/4年
龄达到 50 岁或以上。这种家庭签证的
数量很有限，而且可能会花费他们超
过十年的时间才能获取。

移民加州仍将继续

近年来，华人移居加州的最主要
的途径就是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而
为了保障本国公民就业率，加州逐渐
收紧技术移民政策，投资移民的门槛
也不断增高。

相关人员指出，虽然投资移民门
槛变高，人数也或将受限，但只要合
乎条件、达到要求，仍然还有光明正
大踏上加州的机会。而国内经济的增
长，使得越来越多的华人会选择跨国
投资以增强财富的积累。

显而易见，人数规模逐年增加的
华人会促进加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同
时庞大的华人群体对中国文化传播和
中美民间交流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可估
量的。

取代墨西哥 成为移民最大群体

华人缘何钟情“加州”？
李 莎

照顾老人有压力 代际文化惹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