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库尔德移民融入困境探析
———以阿迪格共和国族际关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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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族际关系治理是当代俄罗斯作为多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重要政治任务。
在族际政治与国际政治交融的背景下，由库尔德移民所引发的族际冲突，不仅存在外溢风

险，而且对俄罗斯周边地区安全和国际秩序也带来严峻的挑战。为消除库尔德移民与其

他族裔的冲突，并促进他们在俄罗斯社会的融入适应，本文以阿迪格共和国族际关系为个

案，深入探讨了库尔德移民与当地社会的融合状况及存在的困境。研究显示，库尔德移民

在俄境内社会融入缓慢，但进程一直在持续。他们在维护自身族群利益的同时，需要超越

群体主义的视野，加强与其他族裔融合的程度。这是未来库尔德移民融入适应的重要方

面，也是俄罗斯建构国家认同的发展方向。当前库尔德移民的融入困境，从侧面也反映了

当前俄罗斯所面临的由外来移民所带来的民族关系复杂化的发展困境。
关 键 词 俄罗斯 库尔德人 族际关系 融入适应

苏联解体以后，随着移民进程的加速，由外来移民引发的族际冲突已成为当前俄罗斯亟待解决

的重要问题之一。该问题在北高加索地区尤其突出，而且对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形势产生了重大影

响。近年来，由库尔德移民引发的族际冲突已成为影响俄罗斯南部边境稳定和地区安全的重要因

素。他们与周邻民族的冲突时常发生，尤其在民族关系复杂的阿迪格共和国境内最为突出。俄境

内的库尔德移民是散居库尔德人的组成部分，他们所引发的族际冲突势必然存在外溢风险，甚至对

地区安全和国际秩序带来严峻挑战。因此，研究库尔德移民在俄境内的融入适应问题，并探寻消除

由其所引发的族际关系紧张的根源所在，对于维护国家稳定和地区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俄罗斯学界对俄境内库尔德人问题的关注有所上升，但主要侧重于从宏观上梳理近百

年来库尔德人在俄境内的历史和现状①，对库尔德人在俄境内的生存境遇及融入困境的问题则鲜

有关注。本文以俄罗斯最新解密出版的档案文件汇编及俄罗斯学者在阿迪格共和国的实践调研报

告等文献②为研究基础，重点探讨了俄罗斯库尔德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以期揭示该群体的融入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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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及应对策略。

一、俄罗斯库尔德移民的历史概况

居住在高加索地区的库尔德人是沙皇俄国的古老民族。这一群体的形成不仅缘于族源认同而

凝聚，更与 19 世纪沙俄的殖民扩张进程相关，是沙俄征服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土库曼斯坦和外

高加索地区的结果。因此，他们更是依据地缘关系而形成的族群。库尔德人在俄境内的起源最早

可追溯至 13—14 世纪①，近代沙俄的殖民主义扩张在客观上加快了库尔德人的移民进程。库尔德

人向俄罗斯迁移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沙俄时期( 19 世纪至 1917 年) 。该时期俄国境内的库尔德移民主要有三个来源: 一是“人随地

征”的库尔德人。19 世纪，俄国向波斯和奥斯曼帝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先后占领了高加索大部

分地区及土库曼斯坦的里海沿岸地区。在这里生活的库尔德人作为殖民人口被迫成为俄国的臣

民。② 二是为了生存而迁至俄国的库尔德人。1807 年末，库尔德部落首领穆罕默德·塞菲·苏丹

( Махмед Сефи-султан) 带领 600 个库尔德家庭，越过俄伊边境，在卡拉巴赫汗国③定居。④ 1816
年，生活在黑海沿岸卡拉达加( Карадаг) 的库尔德首领带领 1000 多个库尔德家庭迁至外高加索地

区定居。⑤三是为躲避政治迫害而逃出波斯和奥斯曼帝国的库尔德人。⑥ 据 1897 年官方统计在俄

国境内的库尔德人有 9．99 万人。⑦ 十月革命后，随着俄罗斯帝国的终结，这些库尔德移民自然成了

苏联公民的一部分。
苏联时期( 1922—1991 年) 。该时期库尔德人的移民现象包括苏联境内移民和外来移民两种。

其中前者占主流地位。境内移民主要指 20 世纪 30—40 年代，外高加索的库尔德人作为“特殊移

民”被苏联政府强制迁徙至中亚。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苏联政府虽然对库尔德人进行了平反，但

却不允许他们返回外高加索故地。⑧ 苏联解体以后，库尔德人回迁已不再可能，他们开始艰难地融

入中亚。现散居于中亚各国的库尔德人主要是这一时期从外高加索迁至中亚的移民及其后裔。外

来移民主要指 1946—1948 年伊拉克库尔德军人为寻求苏联政府庇护自发迁入中亚。他们最初被

安置在阿塞拜疆共和国，后转至乌兹别克共和国。1959 年 4 月，苏联政府护送 851 名伊拉克库尔德

军人及其家属回到了伊拉克。⑨ 关于苏联境内库尔德人的数量，1989 年官方统计为 15．3 万人，但

据库尔德人的史料记载，实际人数则有近百万人，其中阿塞拜疆共和国 50 万人、亚美尼亚共和国

15 万人、格鲁吉亚共和国 9 万人，其余分布在土库曼、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等苏联加盟共

和国。�10

俄联邦时期( 1991 年至今) 。该时期的库尔德人主要是自 20 世纪 70—80 年代以来，外高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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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中亚各共和国和中东地区的库尔德人向俄罗斯迁移的外来移民。俄罗斯境内的库尔德移民主

要有四个来源。一是苏联解体前暂居于俄罗斯的库尔德人。他们最初是为求学或工作来到这里，

并未打算在此定居，在苏联解体以后决定留居俄罗斯。这部分人员并不多。1989 年官方统计为1．6
万人。① 二是外高加索的库尔德人。苏联解体以后，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库尔德人迁

入莫斯科、圣彼得堡、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迪格共和国、萨拉托夫州和新西伯利亚州等地。三是

中亚各共和国的库尔德人。受中亚国家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中亚库尔德人迁至莫斯科、克拉斯诺

达尔边疆区和阿迪格共和国等地。四是中东的库尔德人。他们主要是叙利亚、土耳其、伊朗和伊拉

克等国的留学生、企业家及政治难民。② 苏联解体以后，俄联邦迎来了首次库尔德移民潮。1989—
2002 年间，俄境内的库尔德移民人数由 1．6 万增加到了 5 万。2010 年官方统计的库尔德移民( 包

括穆斯林与亚兹迪③人) 为 63818 人，占俄罗斯人口的 0．05%。但实际人口远高于此，至少有 40 万

之多。④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不断涌入俄境内的库尔德移民与其他族裔的冲突时常发生，尤其在阿

迪格共和国最为突出。在阿迪格共和国，库尔德移民不仅引发了族际间关系的紧张，甚至还造成了

族裔冲突的爆发。因此，从融入适应的视角切入，探讨库尔德移民与当地社会的融入困境及其症结

所在，对于探寻外来移民融入俄罗斯主流社会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阿迪格共和国库尔德移民的基本情况

阿迪格共和国境内的库尔德人主要是 20 世纪末从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迁居至此的移民及其

后裔。他们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融入当地社会的进程非常缓慢。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库

尔德移民坚持保留并延续本族裔特有的风俗习惯。
( 一) 人口来源与分布

阿迪格共和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在该共和国境内有 108 个民族，其中俄罗斯人占

52%，阿迪格人占 24．2%。据 2002 年全俄人口统计，库尔德人是阿迪格共和国的第五大族裔，⑤主

要信仰伊斯兰教⑥。据 2010 年全俄人口统计，在阿迪格共和国库尔德移民人口为 4528 人，但实际

人口则有 1 万余人。⑦ 在移民流入和高生育率的双重因素影响下，库尔德移民人口长期保持高速

度增长。⑧ 到目前为止，阿迪格共和国境内的库尔德人约有 5 万人，是俄境内第二大库尔德人聚居

区，⑨主要居住在该共和国的赤卫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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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末，库尔德移民从外高加索和中亚等地迁入阿迪格共和国。① 1987—1989 年，亚美尼亚

和阿塞拜疆的库尔德人是最早迁入这里的移民。他们迁居至此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 1988 年，

亚美尼亚斯皮塔克大地震摧毁了 15 个库尔德村庄。② 二是 1988 年，纳卡冲突爆发以后，库尔德人

的常住地纳卡拉钦地区被亚美尼亚占领，他们被迫从外高加索地区迁入俄罗斯境内，其中包括阿迪

格共和国。此后，受中亚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库尔德人，也陆续从中亚地区迁居这里。据阿迪格共

和国移民署统计，该地区的库尔德移民主要来自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哈萨克斯坦等国。③ 据一项

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因为战争和族裔冲突而迫迁到阿迪格共和国的库尔德移民仅占 19%，其他大

部分人口是为了改善社会生活条件。④ 可见，社会经济因素是库尔德人向阿迪格共和国移民的主

要动力。
( 二) 以族内婚为主流的婚姻形式

族内婚在阿迪格共和国境内的库尔德移民中占有极高的比例。⑤ 该婚姻形式也被库尔德移民

视为维持家庭稳固的关键。在族内婚中主要存在近亲和换亲两种婚姻形式。在近亲联姻方面，库

尔德男孩在婚姻选择上存在这样的优选顺序: 首先是阿莫扎( Амозa) ———父亲兄弟的女儿; 其次是

普尔扎( Пуррза) ———父亲姐妹的女儿; 最后是哈洛扎( Халоза) ———母亲哥哥的女儿和母亲姐妹的

女儿。⑥ 基于此，库尔德移民更倾向于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自己兄弟的儿子。近亲结婚在库尔德人

中盛行主要基于四个原因: 一是为保护部落或家族财产不外流; 二是保护部落的完整性; 三是维持

部落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 四是壮大部落的实力。⑦ 换亲是指两个男人互换姐妹的婚姻形式。这

种婚姻形式常见于非部落成员的库尔德家庭。其存在基础更多是基于经济层面的考虑，即男方通

过换亲可以不为新娘准备昂贵的聘礼，这样可以节省很大一笔家庭开支。但这种婚姻形式在库尔

德人中并不受欢迎。因为一个家庭发生冲突必然引起另一个家庭的动荡。⑧

族际通婚在阿迪格共和国境内的库尔德移民中是极为罕见的。自 20 世纪 80 年代库尔德人定

居阿迪格共和国以来，直到 2010 年在赤卫区登记处才出现首例库尔德人族际通婚的案例。⑨ 这一

现象的出现，除与库尔德人自身更倾向于族内通婚之外，也与俄罗斯人的婚配观念有关。据社会调

查结果显示，俄罗斯人更倾向于选择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波罗的海人和欧洲人作为结

婚对象，最不喜与包括库尔德人在内的高加索人婚配。�10

( 三) 生育率高且优生观念淡薄

阿迪格共和国境内的库尔德人长期保持着较高的生育率。�11 每一个库尔德家庭都有很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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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据阿迪加共和国卫生局统计，1989—2011 年，库尔德人口增长了 17 倍。高生育率为阿迪格共

和国的财政预算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从而也引发了原住民对库尔德移民的不满。库尔德移民之所

以保持超高生育率，其重要原因是早婚早孕现象的普遍存在。按照库尔德人的婚俗，女孩的适婚年

龄多为 14—16 岁。① 另外，库尔德人固守近亲结婚，没有优生意识。按照库尔德人的传统观念，近

亲结婚有利于“亲上加亲”，但也增加了后代隐性遗传病和多基因遗传病的发生率，从而严重降低

了库尔德人口的质量。② 在阿迪加共和国赤卫区的一所学校中，大部分库尔德学生都出现了精神

发育迟缓的病症，主要表现为意志薄弱、记忆力、创新力及智力水平下降等。③ 这些学生大多来自

近亲结婚的库尔德人家庭。库尔德学生智力发育迟缓降低了赤卫区整体的教育水平。④ 为此，有

些俄罗斯人和阿迪格人离开了这里。一些悲观的人群甚至认为，从长远来看，由于库尔德人智力发

育水平迟缓，整个赤卫区的智力潜能也必将受到影响。⑤

( 四) 不重视子女教育

阿迪格共和国境内的库尔德移民并不重视子女教育。在学前教育方面，虽然学龄前儿童占赤

卫区的 37%，但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仅占 4．4%。在中小学教育方面，受过中小学教育的库尔德学

生仅占 13．6%。因为家境贫困或传统的家庭观念，大部分库尔德学生到 12 岁左右便辍学回家。在

他们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是少之又少。⑥ 类似的情况也普遍存在于俄境内的其他库尔德人聚居

区。例如，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受过高等教育的库尔德人仅占 3．8%，显然低于俄罗斯人的 14．
5%，但文盲率却占 3．4%，又明显高于俄罗斯人的 0．93%。⑦ 可见，以库尔德人为代表的外来移民，

他们较低的受教育程度，不仅降低了阿迪格共和国，甚至降低了整个俄罗斯的人均受教育水平。
父母轻视子女教育是导致库尔德人受教育水平低的重要因素之一。父母因受教育程度有限，

很难意识到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在一项针对 13—16 岁青少年的社会调查中，受访者父母人均受

教育年限仅为 8 年。⑧ 也因此，这些父母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更倾向于引导他们放弃学业回家赚

钱。换言之，在知识和金钱之间，他们更容易引导子女选择后者。⑨ 受此观念影响，初中毕业以后

男孩大多选择辍学工作，而女孩则选择结婚。�10 受教育水平限制，大多库尔德移民只能从事收入不

高的农畜牧业和服务业，他们在这里很难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更多是临时工。�11 也因为如此，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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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德人在俄境内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例如，在俄境内的库尔德移民中存在经济困难的人群高达

60%—70%，高于国家平均收入水平的人口仅占 2%。① 近年来，在俄罗斯主流文化的影响下，部分

库尔德人的思想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他们意识到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并竭尽所能地支持孩子

接受高等教育。虽然这部分人群仍是少数，但从长远来看未来将有所增长。②

( 五) 重视家庭传承

库尔德移民主要以家庭为媒介延续本族裔的传统习俗。新生儿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得以了解

并习得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宗教教条、价值体系和社会规范。在家庭的代代相传中，库尔德人的民

俗文化得以保留并传承。可见，家庭作为库尔德移民建构并延续族裔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是极为

重要的。家庭在当代库尔德青年人心中仍具有较高的地位。在针对一项库尔德青年的社会调查

中，92%的受访者将家庭放在首要地位。与之不同的是，俄罗斯青年人对家庭重要性的认识则发生

了变化。据俄罗斯各基金会统计数据，在 21 世纪初的前十五年中，在俄罗斯的公众意识中家庭是

最为重要的观念一直占据主导地位。③ 但最近几年，俄罗斯人的家庭观逐渐淡薄。在 2014 年召开

的学术会议上，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俄罗斯青年人的价值导向是享乐主义，被他们列为优先选项的是
“有趣的生活”、旅行及社会地位，而家庭、工作以及健康则被放在次要地位。④ 但这一观念的转变

并未出现在同时代的库尔德移民身上。原因在于，他们仍保留落后的部落社会组织结构和“自我

封闭”的生活方式，这有助于持续维持家庭在库尔德移民生活中的重要性。⑤

综上所述，阿迪格共和国的库尔德移民在婚姻、生育、教育、家庭观等方面仍保留与主流社会所

不同的习俗。这种具有孤立甚至分离倾向的“群体主义”成为横亘在库尔德移民与其他族裔，特别

是俄罗斯主流社会之间的一种文化藩篱，给库尔德移民的社会融入带来了诸多现实困境。

三、阿迪格共和国库尔德移民的融入适应问题

移民融入是外来族裔与本土居民的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相互适应的过程。移民与主流社

会的融合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心理等多个层面。本文拟从心理认同、文化适应、经济融合

及族际关系等四个维度揭示库尔德移民在阿迪格共和国的融合程度，以期通过此案例窥探库尔德

移民在俄罗斯的融入适应情况及其困境。
( 一) 心理认同

心理认同是一种心理过程，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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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产生的情感归属。心理认同包括家庭认同和社会认同两个层次。⑥ 库尔德移民作为阿迪格共和

国的外来族裔，他们的心理认同主要取决于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是指库尔德移民与阿迪格共和国主流社会的彼此接纳，即库尔德移民对当地主流社

会的心理归属，另一方面为当地主流社会对库尔德移民的认可。
库尔德移民对阿迪格共和国的社会心理归属感较弱，因而他们对这里也很难有情感归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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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库尔德移民的身份认同仍是库尔德人。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我们是库尔德人，我们将永远

是库尔德人”①。库尔德移民与当地主流社会的生活是长期格格不入的。他们生活在相对封闭的

空间里，与其他族裔沟通联系较少。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主观上就拒绝融入当地社

会。他们常常通过强化族裔文化认同来保持“自我封闭”的生活状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库

尔德人坚持族内婚的习俗中窥见一斑。多年来，他们长期坚持这一婚俗，并将其视为保存族裔文化

传统、避免被主流社会同化的最有效途径。族内婚不仅加强了库尔德移民的族裔文化认同，也有利

于延续他们这种封闭的生活传统。②

当地社会对库尔德移民的认可度很低，这主要是因为库尔德移民的族裔文化与当地社会主流

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库尔德人所具有的早婚早育、近亲结婚、教育观念淡薄、砍伐果树、放养牛

羊牲畜等落后的习俗和生活观念很难被当地主流文化接受和理解。③ 此外，在个别观念的认知上，

两者也出现了反向的发展趋势。比如，俄罗斯人的家庭观念逐渐淡薄，但库尔德人的家庭观念仍很

重。这些因素为未来两种文化的弥合增加了难度。
另外，当地社会对库尔德移民的疏远或排斥也是库尔德移民与原住民沟通不畅的重要原因。

这一点在库尔德移民定居初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当地的阿迪格人和俄罗斯人认为库尔德人不属于

难民拒绝他们在当地定居。④ 当时的地方当局和媒体也有意夸大库尔德移民族裔文化的“独特性”
及其与主流文化的差异性。⑤ 人为塑造主流群体文化与少数族裔边缘文化等级差别的行为，并没

有为库尔德移民的融入提供更为宽容的环境，相反在客观上却加剧了他们生活的“封闭性”。实践

证明，在允许“封闭式”族裔社区存在的国家或地区，地方当局在很大程度上会丧失对他们在经济、
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管控。⑥ 目前，在阿迪格共和国赤卫区的库尔德移民社区已发展成这种“封闭

式”的族裔社区，这加大了地方当局对库尔德移民的管理以及当地社会对其认可的难度。
( 二) 文化适应

库尔德移民作为俄罗斯非主流文化族群，他们在俄境内同样面临着文化适应的问题。依据贝

瑞( Berry) 所提出的文化适应双维模式理论，在移民群体被主流文化同化时，他们也有自身的主观

能动性，即是否融入主流文化也取决于非主流文化群体的态度⑦，可见，移民群体的主观能动性是

其文化适应结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适应策略是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在与新文化直接接触过程中

面对新文化冲击和文化变迁所采用的态度或应付方式。⑧ 文化适应策略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一是

“同化”策略，即移民接受东道国的文化及其民族价值观，放弃自己的民族价值观; 二是“分离”策

略，即移民试图保存自己的种族特征，但不拒绝接受主流社会的文化; 三是“边缘化”策略，即移民

被迫放弃自己的文化时也不会接受主流社会的文化; 四是“整合”策略，即移民保存自己特有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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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又接受主流社会基本的伦理、行为和其他价值观。①

库尔德人作为阿迪格共和国外来的少数族裔，为强化族裔文化认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当地

主流群体采用以分离为主的文化应对策略。强化族裔文化认同，即趋向于保持本族裔文化传统和

身份，是库尔德移民融入主流文化的主要障碍。库尔德移民的传统文化习俗之所以可以较好地保

留下来得益于他们不间断地强化族裔文化认同。库尔德人的族裔文化经历，即在历史上不同时期

所遭遇的同化危机，使其充分意识到族性的传承和发扬及族裔团结的重要性。这也是库尔德移民

高度重视族裔文化认同的重要动因。他们将族裔文化认同视为增强族群凝聚力的方式和安全保

证。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只有在自己的族群中，你才能感到平静和自信。”②封闭的生活方式、遵
守当地传统的消极态度以及强烈的族群意识使库尔德人在与其他族群交往时常会表现出一种敌

意。③ 库尔德移民群体超高的族裔文化认同和凝聚力，更加剧了这一群体的封闭性，削弱了他们融

入俄罗斯社会文化空间的力量，不利于激励他们与主体文化之间进行对话。
近年来，库尔德移民的文化适应出现双向性的趋势。其标志是他们对主流文化尝试进行有策

略性地融合，即在保持族裔文化的同时，也开始接纳俄罗斯主流文化。例如，俄语作为主流文化的

重要部分，库尔德移民对其态度正由漠视逐渐向接受转变。据一位库尔德人受访者描述，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这里的很多人都不能用俄语打招呼，但为更好地融入这里，现已主动学习俄语了。语

言能力，特别是俄语口语能力在库尔德移民与主流文化群体交流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人际交

流主要依赖语言交流，良好的语言交流能力为消除库尔德移民与主流文化群体之间的文化藩篱提

供了可能。现实情况也印证了这一变化，“我们”—“他们”( “自己的”—“他人的”) 的二分法称呼

在库尔德移民中正在淡化。④ 同时，他们孩子的着装上也在发生变化，开始尝试穿短裤和衬衫，而

非长裙。⑤ 由此可见，由“分离”模式向“整合”模式过渡是未来库尔德移民在阿迪格共和国文化适

应策略的发展方向。正如贝瑞所言，作为个体最为理想的模式就是“整合”，但主流群体对非主流

群体成员文化适应也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⑥ 因此，库尔德移民的文化融合是否取得理想的效果，

还需要俄罗斯社会为其提供宽容的、开放的，多样性的文化环境，应在尊重其族裔文化传统的基础

上展开合作。
( 三) 经济融合

对库尔德移民而言，阿迪格共和国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他们在这里面临着不同的语言

环境以及自身学历和技能不被认可的困难，因而其融入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库尔德移民融

入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主要受制于当局对移民的态度、住房、就业情况等因素。⑦ 阿迪格共和国国立

大学经济学博士 Т．М．晓夫格诺夫( Т．М．Шовгенов) 也认为，外来族裔与当局的关系是讨论移民在

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现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阿迪格共和国，库尔德移民与地方当局的沟通主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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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阿迪格共和国库尔德区域公共组织( АГРЫ) 进行。该机构不仅促进了库尔德人与其他族裔之间

的紧密合作，而且还为其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提供可能。没有地方当局的政策和财政的支持，库尔

德社区的正常活动难以运转，库尔德移民也很难融入这里。①

大部分库尔德移民在阿迪格共和国拥有自己的住房。据民意调查显示，在阿迪格共和国 85%
的受访者有自己的住房②，只有 11%的人借住在朋友或亲戚家，4%的人租房住。在住房问题上，他

们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房产证的办理。这个问题自 1988 年库尔德移民购置当地房产起至今未得

到妥善解决。由于没有当地合法的居住证，大部分库尔德移民的不动产所有权不被地方当局承认。
他们没有土地和房子的使用权、支配权和所有权。地方当局也禁止其在土地上修建房子和出售房

屋。鉴于此，很多库尔德移民会选择最为便捷的途径，即将自己的房产登记在当地的亲戚名下。他

们以官方登记的房产所有人的名义缴纳房产税，而多以自己的名义缴纳水电费。据民意调查显示，

那些在迁入之前就较为富有的库尔德移民会更好地适应当地社会，因为他们会提前在当地购买自

己的不动产，这也促使他们会坚定地选择留在迁入地。③

就业是库尔德移民融入阿迪格共和国的重要途径，他们能否进入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并获得稳

定合法的工作是其能否顺利融入当地社会的关键。自主创业是库尔德移民区别于其他族裔的重要

特征，也是其融入当地社会的主要方式。自主创业的经济模式在库尔德移民中得以维系的核心因

素是强大的族裔凝聚力。族裔团结为库尔德移民快速有效地集中创业所必需的人力资源和巨额资

本提供可能。亲戚和朋友是库尔德移民创业者们主要的精神和经济支柱，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已成

为库尔德移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基于这一理念，他们为后来迁入该地的库尔德移民提供源

源不断的帮助。这样，在库尔德族群中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企业运营模式，即在封闭的族裔社区，

经验丰富者为后续迁入的新移民传授经营企业的经验和技能，从而维持企业长期而有序的运营。
库尔德企业家们力求在当地商场“站稳脚跟”，从而为更多的同胞提供就业机会。④

自主创业为库尔德移民融入当地社会提供了最为便捷的平台。据民意调查显示，在库尔德移

民中有 15%的人已开展商业活动，40%的人希望未来可以有自己的企业。库尔德企业家的经营范

围由最初的农产品种植，到肉类的生产与销售，再到小商品店、咖啡店以及车辆维修等。⑤ 这些关

乎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商业活动，已于无形之中将库尔德移民与原住民之间建起了日趋紧密的共

生关系。⑥ 但同时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库尔德移民对原住民也带来了就

业威胁，由此也让原住民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对抗情绪，这也成为日后库尔德移民引发族际关系紧

张的重要因素之一。⑦

( 四) 族际关系

在移民社会，外来族裔与本土居民天然地处在一个不平等的地位，族际关系紧张成为普遍现

象。⑧ 库尔德人移民与当地居民族际关系紧张，甚至还发生过直接冲突。此种族际冲突类型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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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学者 И．П．契尔诺布夫罗金( И．П．Чернобровкин) 所提出的“警惕性冲突”( Этнический
вигилентный конфликт) 。冲突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当地居民因为无法理解外来族裔的行为而产生

了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民族仇恨。“警惕性冲突”的特点是在外来移民与当地居民融合初期，“和平

共处”与“短暂冲突”两种相处模式交替出现，且持续时间较长。控制这类冲突的有效预防措施是，

地方当局需及时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并积极引导双方建立宽容和谐的相处环境。①

目前，库尔德移民所居住的阿迪格共和国赤卫区就属于族裔冲突区域。据阿迪格共和国相关

执法部门统计，赤卫区在 2011—2012 年间发生了数起库尔德移民与其他族裔( 阿迪格人、俄罗斯人

及达吉斯坦人等) 暴力冲突的事件。与之相比，同样作为外来移民的达吉斯坦人与当地人( 阿迪格

人、俄罗斯人及阿塞拜疆人) 的冲突频率却相对较少。可见，由“库尔德移民”所引发的族际冲突问

题确实更突出一些。总体而言，库尔德移民与其他族裔的关系相对稳定，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的可

能性不大。②

库尔德移民与其他族裔，特别是主流文化群体的冲突主要是文化层面的冲突。库尔德移民对

当地主流群体采用以分离为主的文化应对策略，而当地主流群体对他们也存在排斥态度，这是两者

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因文化和观念差异而引起的家庭纠纷通常是两者频繁发生冲突

的直接原因。对于库尔德移民的节日、礼仪、音乐、舞蹈等民俗习惯以及养育子女的观念和方式，当

地主流群体很难理解并认同。除此之外，他们对库尔德移民放养牲畜、砍伐果树以及寻求本族群社

会组织而非警察裁定纠纷等行为更为抵触。③ 正如库尔德文化中心负责人阿齐兹·沙米罗夫

( Азиз Шамилов) 所言:“由于库尔德人坚持本族裔特有的风俗习惯和生活观念，这为他们在调节

库尔德移民与其他族裔关系时增加了难度。当地主流群体是否可以理解并包容库尔德人的文化习

俗对于他们能否顺利地融入当地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对于库尔德人而言，引导他们在短期内

放弃自己长久以来形成的观念和行为确实是极为困难的。”④

当前，库尔德移民与其他族裔的族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两者关系趋于缓

和。地方当局出台了有利于库尔德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有效政策，减少并消除了两者因文化差异

而发生的冲突。当地居民对该群体的接纳程度也随之增高。二是双方关系紧张但整体趋于稳定，

仍处于可控范围之内。⑤ 就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前者成为未来发展趋势的可能性更大。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俄罗斯政府对境内少数族裔实行多元文化政策，这为俄罗斯社会在尊重库尔

德人文化的基础上与之开展合作提供保障; 二是库尔德移民逐渐意识到学习俄语的重要性，语言交

际能力的提高必将为打破库尔德移民与其他族群之间的族裔壁垒并维持双方良好的族际关系提供

可能。三是自主创业作为当前库尔德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主要途径，其以满足当地居民日常生活

为目的而建立的商业服务体系正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这决定了未来库尔德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

的依存关系也必将会日益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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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库尔德移民在俄境内虽可分为散居和聚居两类群体。但“公民身份”问题是这两类群体在融

入移居国进程中面临的共性问题。该问题的焦点是俄罗斯政府和库尔德移民对“俄罗斯公民”身

份的认定存在分歧。俄罗斯政府认为，依据独联体国家之间达成的协议，来自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

库尔德移民的国籍应由他们的户籍所在地确定。但库尔德移民却认为他们应获得俄罗斯国籍。理

由有两个: 第一，他们的祖先属于沙皇俄国的臣民①，而俄罗斯是沙皇俄国遗产的继承者; 第二，多

数库尔德移民精通俄语。苏联解体以后，在俄境内定居的库尔德移民，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甚

至包括贿赂警察等非法行为获取俄罗斯护照，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目前，大部分库尔德移民没有

俄罗斯国籍，还有少部分人群处于非法状态，既无国籍也无居住证。② 公民身份关乎库尔德移民在

俄境内的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其他公民权利和福利，因此也成了当前影响库尔德移民融入当地

社会的重要障碍之一。
除政府层面的因素之外，自身因素对库尔德移民在俄境内融入进程的影响更为重要。有鉴于

此，当前，散居和聚居的库尔德移民在俄境内的社会融入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散居于俄罗斯各

地的少数库尔德族裔，为更好地适应当地社会，会选择积极主动地融入俄罗斯主流社会群体。也正

因为如此，他们积极学习俄语，但同时也面临着库尔德语消失的危机。当前，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及

其他文化传播平台主要使用俄语，库尔德语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沦为无足轻重的交流工具。久而久

之，新生代的库尔德移民将失去掌握库尔德语的能力。③ 库尔德语作为库尔德文化的载体和重要

组成部分，其消失必然带来库尔德移民对族裔身份认同的淡化以及对族裔文化认同的阻碍。这也

意味着这类群体未来将淡化族裔文化认同而较容易融入主流文化群体。
但如上文所述，以阿迪格共和国为代表的聚居型库尔德移民的融入适应则呈现与之不同的发

展趋势。在这里，为强化族裔认同，他们更倾向于选择“自我封闭”的生活方式，在主观上拒绝融入

当地社会是造成该群体融入困境的最大障碍。另外，库尔德移民坚持保留并延续本族裔特有的风

俗习惯，如早婚早育、近亲结婚、教育观念淡薄等，因为很难被当地主流文化接受和理解而受到主流

社会群体的疏远或排斥，加之掌握俄语语言能力不足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也加剧了他们在移居国的

融入困境。目前，该群体的社会融入状态属于“扩散模式”④，即库尔德移民与俄罗斯主流社会处于

隔离状态，主流社会也视其为“他者”，虽然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主动融合的意愿，但不可避免的接触

却迫使被动融合发挥作用。这种融合模式虽然速度缓慢，但进程却一直持续。为更好地融入当地

社会，库尔德移民在保持族裔文化的同时，应对主流文化进行有策略性的融合，更多地接纳俄罗斯

主流文化。在融入移居国的进程中，他们需要处理好族裔文化与主流文化及族裔身份认同与国家

认同的关系，在维护自身族群利益的同时，需要超越群体主义的视野，加强与其他族裔融合的程度，

并更多地参与国家共同民族观念的构建中。此外，库尔德移民还应重视提高语言能力、受教育水平

以及实现从族内婚向族际婚姻的突破性进展。语言能力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库尔德移民就业的首

要因素，而就业则是其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途径，也是决定其能否顺利融入的关键。族际通婚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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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不同民族相互关系和深层次融合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消除库尔德移民与主流群体之间的

文化差异以及淡化库尔德移民族裔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
俄罗斯是多族裔国家，民族文化自治政策为库尔德移民保留和发展族裔文化提供了有力保障，

但文化藩篱仍存在于库尔德移民与主流社会群体之间。为更好地推动库尔德移民与主流社会群体

的融合，俄罗斯社会应为该群体提供宽容、开放的文化环境，并在尊重其族裔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展

开合作。俄罗斯移民局及其他政府机构应组织高校或其他社会机构对库尔德移民的社会融入情况

进行实践调研，并将调研数据作为政府制定移民政策的依据。俄罗斯当局在制定国家和社会政策

时也应考虑库尔德移民的因素，如尽快解决其公民身份问题，安排非政府组织为其提供援助，协助

其建立媒体发声渠道，增加库尔德文刊物的出版，为库尔德学生开设库尔德语课程等。
族际关系紧张是库尔德移民在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综合反映。俄罗斯政府

推行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的真正平等是增强少数族群“国族观念”和“公民意识”，维护国

家稳定和地区安全的重要途径。以库尔德人为代表的外来族裔，因为历史联系和人文特点可以成

为俄罗斯与其他国家之间融合的桥梁。但在一定条件下，他们也会与分隔在不同国度的库尔德人

之间建立互动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合诉求。近年来，中东库尔德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已

成为影响国家关系、引发政局动荡及地缘安全的重要变量。作为散居库尔德人的组成部分，俄罗斯

库尔德移民密切关注中东库尔德人的问题并给予积极的支持，这决定了其政治属性的存在、表现程

度及地缘影响相较于其他族群将更复杂而强烈。因此，库尔德移民在俄罗斯的境遇和发展及其引

发的族际冲突，不仅存在外溢风险，而且未来有可能成为地缘安全的政治危险源，构成整个地区稳

定的严峻考验。

Abstract The governance of ethnic relations i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task that
contemporary Ｒussia must face as a multi-ethnic country． In the context of integrated ethn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ethnic conflicts caused by Kurdish immigration not only have spillover
risks，but also bring severe challenges to the security of Ｒussia’s surrounding reg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conflicts between Kurdish immigrants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and promote their integration and adaptation in Ｒussian society，this paper takes
inter-ethnic relations in the Ｒepublic of Adygea as a case study to deeply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state of Kurdish immigrants and local society，and the existing difficulties． As the study shows，
social integration of Kurdish immigrants in Ｒussia has been slow，but the process has continued．
While safeguarding their own ethnic interests，they need to go beyond the vision of groupism and
strengthen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with other ethnic groups． This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future integration and adaptation of Kurdish immigrants，and also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Ｒussia’s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 current integration dilemma of Kurdish
immigrants also reflects in some way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of ethnic relations complicated by
immigration in Ｒussia．

( 白胜洁，讲师，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西安，71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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