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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位临沂人跨国恋成正果
“外国男临沂女”搭配占了八成多

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工作

人员介绍说，近 3年来，每年涉

外婚姻离婚率不超过 6%。而记

者了解，目前本市的离婚率在

12%左右。这样说来，涉外婚姻

的离婚率要低一半左右。

朱学光说，离婚的原因

主要是文化传统、价值观、生

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导致的

感情不和，另外两地分居，长
时间无法团聚也是导致离婚

的原因之一。

“以前经常会遇到二十多

岁的年轻姑娘嫁给一个五六

十岁的外国老头，现在这种年

龄差距过大的婚姻大幅减少。

虽然还是有差距比较大的夫
妇，但是绝大部分现在年龄差

都在 10-15 岁以内。”市民政
局社会事务科有关工作人员

说，涉外婚姻中夫妻双方的学

历、职业、社会地位等各方面

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现在跨国的恋爱结婚

越来越多的是以感情为基础

的，功利色彩有些淡了。目

前，临沂人娶个‘洋媳妇’，或

嫁个‘洋老公’，考虑最多的

不再是以此来改变自己的生

活条件，而是更注重对方的

人品、学识，学历素质相配的

特点也有所显现，因此容易

建立牢固的感情基础，离婚

率自然就低。”朱学光介绍

说。 本报记者 韩纪功

通讯员 庞玉鹏

2010 年，临

沂涉外婚姻共有
59 对，其中 49 位
沂蒙姑娘嫁给了

外国人；1 0 年
来，共有 370 余
名临沂人与外国

人喜结连理，共

有 37 名临沂小
伙娶回了外国媳
妇 … … 3 月 9

日，记者从临沂

市民政局社会事
务科了解到，自

进入 2 0 0 3 年以

后，我市涉外婚
姻的数量大增，

近些年一直维持
在 60 对左右。

“外国男临沂女”搭配占了八成多
“临沂从 2000 年开始办

理涉外婚姻，当时一年也就
能登记 10 多对，而这种情况

一直延续到 2002 年，平均每

年登记的涉外婚姻都只有十
几对。”谈起本世纪初涉外婚

姻情况时，市民政局社会事
务科科长朱学光介绍说。从
2003 年开始，涉外婚姻开始
有大幅增长，平均每年登记

的对数都在 60 对左右，算下
来过去十年间一共有 376 人

与外国对象喜结连理。

朱学光介绍，本世纪初，

临沂市涉外婚姻几乎都是外

国男人和临沂姑娘的“外国男

临沂女”搭配模式，来自临沂

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统计数
字显示：从 2000 年到 2010 年，

共有 318位临沂女性嫁给了外

国人，仅去年一年就有 49个沂
蒙姑娘嫁到了国外。现在，“外

国女临沂男”搭配的也在增

多，“外国女临沂男”已由 2000

年的 1 对增加到去年的 6 对。

从 2000年到 2010年，临沂小伙

已经娶回了 37名洋媳妇。虽然

看上去人数仍然不多，但现在

越来越多的外国姑娘愿意嫁

到临沂。

从分布上来看，本市女性

主要嫁到日本、韩国、美国等

国家，而且婚后 90% 都会选择

离开临沂，到外地或国外定

居；男性娶的外国媳妇多为美

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

朱学光介绍，在涉外婚

姻中，临沂人首选是外籍华

人、华侨和港澳台人士，因为
双方有着相同的文化传统，

没有语言障碍。近年来，临沂
人与日本人结婚的呈增多趋

势，这是因为在山东投资或

工作的日本人比较多，因此

通婚大量增加。另外，每年的

劳务输出、外国商人在国内

投资建厂、南下打工潮等都

促成了涉外婚姻的增加。

涉外婚姻离婚率低于我市一半

苍山 95 名

在利比亚

务工人员

安全回家

本报 3 月 9 日讯 (记

者 李欣洁 通讯员 许
伟)3 月 5 日，苍山县 95 名

在利比亚务工人员，全部安

全回家，无任何伤亡。

自利比亚国内局势动

荡以来，苍山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在利比亚务工人

员的安全问题，苍山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照有

关指示要求，第一时间和外

派公司取得联系，及时通过

外派公司及外派劳务中介

公司调度赴利比亚务工人

员情况，25 日，苍山 95 名

务工人员全部撤离了利比

亚，安全到达第三国。有的

在希腊克里特岛，有的在马

耳他。通过乘坐国家派出的

民航包机，2 月 28 日，第一
批 10 名苍山籍务工人员被

顺利地从第三国接回北京，

剩余人员的衣食住行也由

大使馆统一安排。3 月 2

日，所有务工人员全部回

国，苍山县派专人分别到北

京、上海机场将他们接回苍

山。

苍山县赴利比亚的务
工人员，主要由中建、中

博、青建 3 家企业为执行

利比亚建筑项目招收外

派，其中通过中建八局派

出 4 9 人、中博派出 2 6

人、青建派出 20 人。回国

前，这三家外派公司都对

务工人员做了妥善安置，

给他们送去了慰问金，解

决了回家路费，承诺了工

资兑现等实际问题，解除

了劳务人员的后顾之忧。

1 岁被烫伤，左脚趾 10 年没“落地”

阳阳：我想治好腿穿漂亮裙子

本报 3 月 9 日讯 (记

者 范磊贤 通讯员 郇

蕾)临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近日对 2010 年度全

市 71 家市外进临企业诚信

考核情况予以通报，共有

16 家企业被清理出临沂建

筑市场。

此次调查范围包括自
2007 年以来，所有在临备案

的市外建筑业企业，未在我
市备案的市外企业也在调查

之列。考核结果显示，南通建

筑工程总承包公司、北京建

工集团等 62 家企业为合格。

中城建第六工程局集团有限
公司等 9 家企业为不合格，

被注销《进临备案证》并清出

临沂建筑市场。

另外，江苏省装饰幕墙
工程有限公司等 16 家企业
逾期不参加考核，被列为重

点监控对象，施行失信谈话

制度，给予警告，暂扣《进临

备案证》，停止一年招投标

资格，一年到期后再行考

核。去年考核不合格且整改

不到位的厦门准信机电工

程有限公司等 3 家企业，去

年考核未列入结果的山东

电力建设第二工程公司等

4 家企业，在此次考核中均
被视为考核不合格，予以清
出临沂建筑市场。

“一个不幸女孩的心愿：我从小就爱漂亮的裙子，可我一岁的时
候脚被烫没了皮，再也没办法穿我心爱的裙子了。每当看到有女同学

穿着漂亮的裙子蹦蹦跳跳，我就特别羡慕。有时候，我会到没人的地

方偷偷地哭，我最大的愿望便是治好腿。”——— 摘自阳阳日记

1 岁时不幸跌入开水中

阳阳的母亲黄晓华是

甘肃人，有先天性的残

疾，她经过熟人介绍，嫁

给了陈召思。婚后他们生

活很幸福，阳阳很快降

生，为这个贫困的家庭增

添了一丝喜悦。黄晓华的

母亲也从甘肃赶来，将阳

阳带回去照顾。

但不幸却很快降临到这
个本来就不怎么圆满的家

庭。2002 年甘肃的冬天特别

寒冷，阳阳的姥姥家早就烧

起了炕，阳阳便喜欢在炕上

玩耍。这天，阳阳的小姨刚烧

开水，准备下面条。锅就在炕

的下面，阳阳玩耍时，一个不

小心，便跌入了滚烫的开水

中……

每当回忆起这段不幸的

时候，黄晓华眼睛里就有止

不住的泪水，她心中对阳阳

有无比的愧疚。“我对不起阳

阳，因为阳阳烫伤后，我也没

能去照看她。”黄晓华说。

钱挡住了黄晓华回家的

脚步，临沂到甘肃这么漫长

的距离，路费价值不菲，而且
还要凑钱给阳阳治疗。对黄

晓华来言，这一切实在是太

残酷了。

2008 年，黄晓华回了一

次甘肃，将阳阳接了回去。这

是 10 年来她第一次回家，至

今也没有再回去。而那年，阳

阳已经 8 岁了。

左脚趾从来没有接触到地面

3 月 9 日，记者来到阳

阳位于临沭县玉山镇陈沟村

的家，家里虽然简陋，但是非
常干净整洁。阳阳的母亲黄

晓华拄着拐在家里忙碌，这

对于她来说是个非常的体力

劳动。

中午 11 时许，阳阳放
学了，看到母亲在做饭，阳

阳赶紧过去帮母亲烧水。阳

阳的左腿由于烫伤已经变得

有些畸形了，她的脚趾头已

经上翻， 5 个脚趾头不在一

个平面上。正是这个原因，

阳阳的脚趾从来也没有接触

到地面，她也从来没有穿过

裙子。

黄晓华说，阳阳是个坚

强的孩子，为了不让父母担

心，有时候她会隐瞒自己的

心思。

不过，在阳阳一篇《 46

颗爱心》里，阳阳却吐露了自

己的心思，“一个不幸女孩的

心愿：我从小就爱漂亮的裙

子，可我一岁的时候脚被烫

没了皮，再也没办法穿我心

爱的裙子了。每当看到有女

同学穿着漂亮的裙子蹦蹦跳

跳，我就特别羡慕。有时候，

我会到没人的地方偷偷地

哭，我最大的愿望便是治好

腿。”

左腿再不治疗就会残疾

3 月 6 日，记者陪同阳

阳来到了临沂市人民医院骨

科医院，骨科医院的吴大夫

告诉记者，阳阳的左足现在

已经畸形了，肌腱和骨头都

已经受到影响了。初步估计，

第一次手术需要 2 到 3 万

元，后期还要进行治疗。

“如果再不进行治疗，阳

阳的左腿可能会丧失功能。”

吴大夫说。

那晚回来，阳阳把消息
告诉了黄晓华。黄晓华从阳

阳的眼睛里看到了希望，但

是阳阳并不高兴，其中的原

因黄晓华也再清楚不过。

“我和阳阳他爸现在只

有一个愿望便是给阳阳治

疗，但是我们感到力不从

心。”黄晓华说。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健

爱心正涌向阳阳

16 家企业

被清出

临沂建筑市场

临沭义工协会是最先

发现阳阳的，义工协会的

班如雪告诉记者，阳阳虽

然家庭困难，但是学习优

秀，他们也是尽自己的努

力来帮助阳阳。

班如雪告诉记者，3

月 6 日带阳阳来市里检

查，那是阳阳第一次到临

沂。阳阳在车上就要求让

自己抱着她，开始以为是

阳阳撒娇，但是后来阳阳

才说，两个人坐一个座位

可以省钱。其实阳阳不知

道有儿童票的。

中午，班如雪给阳阳买

了大包子，等大家都吃完

后，阳阳指着剩下的包子

问，能不能将剩下的包子拿

回家给爸爸吃。

记者一行将阳阳送到

了父亲陈召思那里，陈召

思拿出 50 元来给司机，说

这是油钱。当时在场的有

很多人已经落泪了。“谢谢

你们带阳阳去检查，真不

知道该如何谢谢你们。”陈

召思憨厚地说。

目前，越来越多的爱

心正涌向阳阳。临沭义工

协会已经组织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给阳阳捐款 5000

元，而且村里也给阳阳家

办理了低保。

阳阳在帮助母亲做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