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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华侨华人” 不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 也不是非主要

行为体， 它只是存在于中国与侨民移入国的一个族群， 在不

同的国家所引发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 现有的日本华侨华人

研究， 不是把华侨华人作为自变量， 认为它影响中日关系，

就是把华侨华人作为因变量， 认为它受中日关系影响。 但根

据本文的分析结果， 中日两个国家间关系， 包括历史上的冲

突、 生存利益等， 深刻影响了华侨华人在日本的生存。 学界

探讨的华侨华人在提升国家软实力、 公共外交等方面的作

用， 受中日关系制约， 实际上难以发挥。 近年来， 受 “钓鱼

岛购岛” 等事件影响， 越来越多日本华侨华人选择回国定

居， 除非中日关系好转， 在日华人人口将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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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航客机技术的发展， 互联网、 手机等通信技术的进步， 全球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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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２０１５年度华侨华人研究专项课题重点项目“华侨华人在中日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研究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４）”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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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小， 许多华人走向海外。 据庄国土教授估计， ２００８ 年海

外华人已达到 ４５００ 万人①。 如今中国人走向海外， 与早期沿海居民因贫穷

移居东南亚， 或者被骗卖到海外当契约劳工大不相同， 现在有许多是为求

学、 养老、 设厂、 投资甚至生子的。 他们遭遇的问题与过去也有很大差异。

早期学界更多关注华侨华人在当地的同化与融合问题， 后来转移到华人在经

济发展中的功能， 如今也关心华侨华人在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

用②。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政府部门越来越强调在国际关系的视野下研究

华侨华人问题， 如国侨办副主任何亚非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这一点③。 东南

亚是海外华人人口最多的地区， 学界一向关注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 但日本

却是周边国家中与中国关系最复杂的。 １９４５ 年日本结束了对中国的侵略，

１９７２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但近些年两国又因为参拜靖国神社、 钓鱼岛归属、

赔偿道歉、 慰安妇等问题时而引发冲突。 在这样的国家关系背景下， 华侨华

人作为一个群体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本文将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回答这

个问题。 首先讨论华侨华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定位， 其次分析学界对于在

日华侨华人作用的两种不同看法， 最后进行比较得出结论。

一　华侨华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定位

（一）中国华侨华人学的研究对象

华侨华人研究的研究对象为何， 它在什么领域与国际关系学发生关联，

这是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 ２１ 世纪初， 中国学术界曾对华侨华人学科建

设进行过热烈的讨论。 总的来说， 他们认为中国华侨华人学在国内外一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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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国土： 《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 《世界历史》 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
李安山主编 《中国华侨华人学： 学科定位与研究展望》，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序言第 ２
页。
国侨办副主任何亚非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这一点。 许多传统研究华侨华人的科研机构、 高

校先后成立了国际关系专业或者院系等， 华侨大学成立了国际关系学院， 暨南大学也是同

样的情况。



华侨华人蓝皮书

在地位不明确的问题， 从以史学研究为主演变为社会学、 民族学、 宗教学、

移民学等多领域、 多方向的研究。 而且， 任何单一学科都不能完全将其囊

括， 是一个多学科综合的社会科学门类， 带有明显的跨学科性与多学科

性①。 关于它的研究对象， 北京大学教授李安山认为有以下 １２ 方面： ①作

为所属国少数民族的华人研究 （华人移民定居国外的生存发展过程）； ②华

人经济 （史） 研究 （作为近代世界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及当今角色

的转变———企业模式、 运作方式和经营哲学等的转变）； ③华人社会 （史）

研究 （作为世界移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作用， 华人的社会习俗、 生活

方式与社区变化等）； ④华文文化教育 （史） 研究； ⑤华侨华人宗教 （史）

研究； ⑥华侨华人与新闻传播 （史） 研究； ⑦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⑧华侨

华人与国际关系； ⑨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⑩侨乡研究； 华侨华人的比

较研究； 华侨华人学研究 （学科建设问题）②。

但是， 厦门大学李国梁教授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华侨华人学可以分为

以下 １０ 方面。 ①关于研究对象、 概念、 范畴的研究； ②华侨华人历史；

③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研究； ④华侨华人在居住国的生存发展研究； ⑤海

外华侨华人社会变迁研究； ⑥华侨华人经济研究； ⑦华侨华人教育和文化研

究； ⑧华侨华人法规和政策研究， 如居住国政策、 国内政策、 移民政策、 归

侨政策等； ⑨侨乡研究； ⑩国内外学术动态研究， 如对欧美日澳和东南亚学

术界华侨华人研究成果的翻译、 评介， 对国内外学术动态的综合性论述、 著

名学者的介绍等③。

从这两个学者的观点来看， 华侨华人研究的对象几乎涉及了各个学科领

域， 有历史学、 经济学、 社会学、 人类学、 哲学 （宗教学）、 教育学、 新闻

传播学、 国际关系学等等。 但李安山设定的研究对象比李国梁的涉及面要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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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山主编 《中国华侨华人学： 学科定位与研究展望》，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序言第 ２
页。
李安山： 《华侨华人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对象》，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郭梁： 《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与学科建设———浅议华侨华人学》，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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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多了华侨华人宗教 （史） 研究、 华侨华人与新闻传播 （史） 研究、 华

侨华人与国际关系、 华侨华人的比较研究等四方面。 而李国梁所指出的

“国内外学术动态研究” 则是李安山所忽略的。 但国内外学术动态是每一项

研究 （甚至不能说是每一个学科） 都必须进行的， 不能把它归属到 “研究

对象” 中。 另外， 他谈到的华侨华人法规和政策研究这一部分， 李安山则

把它归类到 “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 领域。 李安山认为， 华侨华人与国际

关系研究的对象共有以下四方面： ①历史上各个国家对华侨华人的移民政策

（多元、 融合、 强迫同化、 歧视等） 及其对中外关系的影响； ②在政治、 经

济矛盾背景下华侨华人问题引发的国际关系危机； ③华侨华人在国际关系中

所起的作用； ④华侨华人在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中所起的桥梁作用。 按照李安

山的观点， 那些华侨华人宗教 （史）、 侨乡、 新闻传播等研究与国际关系都

是不相关的。 然而， 国际关系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 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以

及理论。 如何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研究华侨华人呢？

（二）国际关系学视角下的华侨华人研究

国际关系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 在英文里国际关系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与国际政治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可以相互替代。 一般认为，

１９１９ 年英国亚伯大学 （Ａｂｅｒｙｓｔｗｙ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设立国际政治学教席， 是国

际政治学诞生的标志。 教科书上说， 国际政治是揭示国际社会中各种国际政

治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的一门学科①。 广义的

国际关系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非国家组织之间的关系、 国家与非国

家组织之间的关系。 狭义的国际关系， 专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国际关

系学早期的研究多偏向于哲学的争论， 直到华尔兹 （Ｋ Ｗａｌｔｚ） 利用结构分

析法构建了国际政治理论②， 国际政治学才能够科学地解释国际政治的发展

规律。 他提出了层次分析法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把国际政治研究分为国际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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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岳： 《国际政治学概论》 （第三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导论， 第 １ 页。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 Ｗａｌｔｚ，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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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国家、 个人三个层次①， 深刻影响了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 国际关系发

展出的理论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是把国际体系作为自变量的理

论。 因此， 体系理论被视为科学的理论， 而以国家为解释对象的理论则被认

为是不科学的， 以个人为研究对象的理论非常少见， 主要是政治心理学家涉

足的领域， 分析领导人的性格、 感情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等②。

国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行为主体， 国际组织与跨国公司被视为非主

要行为体。 而 “华侨华人” 是作为一个族群被研究， 它难以在层次分析

法的框架内归类是显而易见的。 可是， 仍有一些学者尝试在层次分析法

的框架下对华侨华人研究进行定位。 周聿峨、 龙向阳认为， 就国际关系

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来看， “体系层次” 的国际关系可以分为全球性国

际体系和地区性国际体系两个方面。 在 “国家层次” 中的 “华侨华人与

国际关系” 也可以分为 “华侨华人与国家间关系” 和 “华侨华人与国家

对外关系” 两个方面③。 但从体系理论来看， 华尔兹提出层次分析法是为

了探索影响行为体的变量， 旨在解释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为体的行为。 而

周、 龙二人谈到的 “华侨华人的行为必须关涉中国国家利益， 从而影响中

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 “华侨华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被动地关涉于

某一个特殊事件之中， 且该事件涉及中国的国家利益” 等， 并不涉及体系

因素。 换言之， 它不会对国际体系的变化造成任何影响。 而且， 华尔兹的

假定是所有国家行为体的功能类似， 而周、 龙二人却突出中国这个行为体

的作用， 因此， 在层次分析法的框架下定位华侨华人研究不能说是合适

的。

华侨华人最早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 主要是传统

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与近代西方国际秩序冲突所引起的。 在中国主导的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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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ｅａｌ Ｗａｌｔｚ， Ｍａ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Ｗａｒ：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９
张清敏： 《国际政治心理学流派评析》， 《国际政治科学》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周聿峨、 龙向阳： 《关于 “华侨华人” 与国际关系的思考》，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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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中， 是以文化认同来区分华夷的， 而不是种族， 它与藩属国之间也

没有清晰的边界①。 后来， 由于西方势力入侵亚洲， 东南亚一些藩属国接受

了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 战后要求独立， 从而引发了与中国之间包括华

侨华人在内的诸多问题。 扼要言之， 这是两种不同国际秩序观念的冲突②。

因此， 在国际关系的视野下研究华侨华人问题， 首先就是要揭示传统东亚

国际秩序的原理， 进而解构两种观念的冲突。 但在改革开放后， 新移民更

多迁往西方国家 （即便是移往非西方国家， 中国以及其他非西方国家也接

受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所以， 此时面对的是新秩序下的移民问题③。

质言之， 华侨华人问题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所引发的问题并不完全相

同， 根据国情会有差异。 它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在国际事务中， 通常只涉及

中国与侨民移入国两个国家， 而不会同时涉及诸多国家。 因此， “国际关

系视角下” 的华侨华人研究， 把研究重点放在 “两个国家之间” 更为合

适， 即旨在探讨中国与侨民移入国两个国家之间因华侨华人引发的问题。

二　日本华侨华人对中日关系之影响

对于华侨华人作为一个群体在两个国家之间到底扮演着何种角色， 学界

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是把华侨华人作为自变量 （原因） 来讨论， 另一种

是把华侨华人作为因变量 （结果） 来讨论。 前者认为华侨华人影响 “两个

国家间关系”， 后者则认为 “两个国家间关系” 影响华侨华人。

现有的几项研究估算， ２０１２ 年前后在日中国籍人口已达到 ８０ 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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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尚会鹏： 《 “伦人” 与 “天下” ———解读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 《国际

政治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考 Ｊ Ｋ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Ｓ Ｙ Ｔê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ｇ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６， Ｎｏ １， １９４１， ｐ １３７； 张启雄： 《中华世界秩序原理

的源起： 近代中国外交纷争中的古典文化价值》， 载吴志攀、 李玉主编 《东亚的价值》， 北

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５ ～ １４６ 页。
必须指出的是， 中国加入现代国际体系的时间比较短， 对这个体系的认识和理解还比较薄

弱， 现在还处于适应与调适之中， 因而还有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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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玉华统计的数据是 ８０ ０６ 万人①， 戴二彪统计的结果为 ７３ ６３ 万人②。 在

日本所有外国人群体中， 中国籍的人数是最多的③。 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

不少学者认为， 华侨华人可以影响中日关系的进展。 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

“软实力”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与 “公共外交”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方面。

软实力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 １９９１ 年提出， 他在 《美国注定领

导世界？ 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 一书中阐述了关于软实力的早期概念④， 而

后在 《美国霸权的困惑》 《软力量： 世界政坛成功之道》 等多部著作中进一

步系统性地论述。 他认为软实力作为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性或利诱手段实

现自身所愿的能力， 主要来源于三种资源， 即文化、 政治价值观和对外政

策。 文化指对他国具有吸引力， 政治价值观是政府在内外事务中遵循并实践

的观念， 对外政策主要是具有合理性从而占据道德上的权威⑤。 软实力不是

一个国际关系理论， 只是约瑟夫·奈提出的一个维持美国霸权的政策建议。

但不少国内学者认为华侨华人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资源。 例如， 陈奕平

和范如松认为， 华侨华人是中国软实力构建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资源， 可以

在中国文化的推广、 核心价值观的传播、 中国国情与发展模式的介绍以及中

国对外政策的解释这四个方面发挥作用⑥。 曹云华、 张彦认为， 海外华人是

中国软实力的 “承载者”， 文化软实力体现在华人社团、 华人媒体和华人学

６６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具体是 ８０６１８１ 人， 参见鞠玉华 《论中日关系对在日华侨华人的影响》， 《暨南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 年第 ８ 期。
戴二彪： 《二十一世纪的日本华侨华人》， 载丘进主编 《华侨华人研究报告 （２０１３）》，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根据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规定， 华侨是指定居在外国的中国公民， 华人是指已加入居

住国国籍者及其后裔。 日本社会中， 日本国民一般对华侨、 华人、 在日中国人的区别并不

明确， 称谓大多混用为 “在日中国人” “华侨”。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 Ｂｏｕｎｄ ｔｏ Ｌｅａ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９１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２００４， ｐｐ ２， １１
陈奕平、 范如松： 《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 作用、 机制与政策思路》， 《华侨华人历史研

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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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即 “华人三宝” 之中①。 许多学者从这个角度探讨东南亚华侨华人软实

力②， 一些学者也将其视角拓展至日本华侨华人。 陆桢认为， 日本的华文媒

体、 华侨华人社团、 华文教育、 杰出华侨华人可以提升中国对日本的软

实力。

他指出， １９７２ 年以来日本华文媒体蓬勃发展， 现有纸媒 《中文导报》

《东方时报》 《联合周报》 等， 电视媒体 ＣＣＴＶ 大富、 ＴＶＢ 大富、 凤凰卫视、

东方卫视， 网络媒体日本侨报电子周刊、 中国周报、 东京流行通讯中国最新

情报。 借助它们可以弘扬中华文化、 塑造中国形象、 打造中国国际话语权，

提升中国软实力。 日本有 ５ 所华侨学校： 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横滨山手中华

学校、 横滨中华学院、 东京中华学校以及大阪中华学校， 它们独立于日本正

规教育体系之外。 此外， 还有 １００ 多所华文补习学校、 远程教育机构。 借助

它们可以固守中华认同， 确立民族自觉； 传播中华文化， 增进与当地社会的

交流与融合； 加强华社的团结， 促进华社和谐发展， 从而提升中国软实力。

此外， 华侨华人社团也是一股重要力量。 ２０ 世纪末， 新老华侨华人社团就

达到了 ２００ 多个， ２１ 世纪成立的有日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 日本新华侨华

人会， 还有一些同乡会等， 它们可以发挥四个方面的软实力： 加强华社团

结， 凝聚华侨华人意志； 促进中日交流， 增进中日邦交； 服务当地社会， 传

播中华价值观； 支持祖 （籍） 国发展， 彰显爱国热情。 最后， 还有 “个人”

这一部分， 一些爱国华侨也是中华文化和中华传统价值观的载体， 留学生回

国服务也可作为软实力的重要资源③。

公共外交是 １９６５ 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院长埃德蒙·格利恩 （Ｅｄｍｕｎｄ Ｇｕｌｌｉｏｎ） 在爱

德华·默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成立仪式的演说中提出的概念， 指公众态度对

７６０

①

②

③

曹云华、 张彦： 《中国的海外利益： 华侨华人的角色扮演———基于软实力的视角》， 《暨南

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期。
许梅： 《东南亚华人在中国软实力提升中的推动作用与制约因素》， 《东南亚研究》 ２０１０ 年

第 ６ 期； 陈瑶： 《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与华侨华人的作用———国际关系学和华侨华人学整

合的视角》， 《华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陆桢： 《日本华侨华人社会与中国软实力》， 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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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的形成和执行产生的影响。 它有以下四个特点： 首先， 它的行为对

象是公众不是政府； 其次， 它的行为主体是一国政府， 而不是非国家行为

体； 再次， 公共外交不同于宣传， 强调要讲真话； 最后， 公共外交具有明显

的公开性特点①。 这个概念虽然与软实力提出的背景有很大差异， 但一些研

究人员却将它们结合起来。 郑华认为， 公共外交作为国家软实力提升的重要

路径， 已成为外交实践和理论研究领域普遍达成的共识②。 钟新指出， 可以

将公共外交作为提升软实力的目标， 而将开展公共外交视为实现目标的途

径③。 俞新天认为， 软实力是公共外交要达到的目标， 也是开展公共外交的

指导思想④。

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 刘宏呼吁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国公共外交不可忽视

的力量， 建议中国政府可以从主体性、 针对性和参与性三个方面转变思路，

调整相关政策， 发挥华侨华人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优势和作用⑤。 金正昆与

臧红岩认为， 侨务公共外交是非传统外交之一， 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中国的国

家营销。 侨务公共外交的主体是海外华侨华人， 客体是所在国及其社会公

众， 方式是信息传播和沟通交流， 目的是传播中国文化， 构建良好的中国国

家形象⑥。 卢小花从日本华文媒体、 华侨华人社团、 华文教育讨论对日本公

共外交的影响。 她认为， 日本华文传媒客观报道事实， 塑造中国形象， 输送

华人信息， 改善在日华人形象， 推动出版和电视事业， 介绍中国国情与现

状， 可以发挥以下三点作用： 从语言交流到文化理解， 打好公共外交的基

础； 促进知识精英之间的交流， 发挥思想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 维护在日

华人与中国的形象， 保障中国公共外交的成效。 日本华文教育蓬勃发展， 教

授汉语的学校越来越多， 可以起到三个方面的作用： 传承中华文化， 为促进

中日交流培养后备人才； 传播中国文化， 提升在日华人的社会地位； 传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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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高飞： 《公共外交的界定、 形成条件及其作用》， 《外交评论》 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
郑华： 《新公共外交内涵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
钟新： 《新公共外交———软实力视野下的全民外交》， 《现代传播》 ２０１１ 年第 ８ 期。
俞新天： 《中国公共外交与软实力建设》， 《国际展望》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刘宏： 《中国崛起时代的海外华人与中国外交》， 《开放时代》 ２０１０ 年第 ８ 期。
金正昆、 臧红岩： 《当代中国侨务公共外交探析》， 《广西社会科学》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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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言，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此外， 华侨华人组成的社团也相当有影响

力， 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日本华人教授会议为中日政治经济往来建言， 日本

中华总商会促进中日经贸交流， 在日科学技术者同盟促进中日科技交流， 北

海道新华侨华人联合会促进中日文化交流， 日本校友会蓬勃发展是中国公共

外交的新兴力量①。 张月也认为日本华侨华人促进了日本民众对历史和中国

现状的了解， 改善了日本舆论环境， 维护了中国和平统一， 推动了中日关系

发展， 提升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力等②。

尽管这些研究人员提出的观点很多， 实际上， 它们所涉及的软实力仅仅

是奈所指的三个来源中的两个： 文化、 价值观。 软实力有三个来源， 但华侨

华人作为一个载体， 所能表现出来的是 “文化” 与 “价值观” 两个方面，

外交政策所涉及的是制度层面的内容， 不是个人所能涉及的。 软实力的作用

主要在于同化力， 有一些学者认为， 华侨华人能够在侨居地向当地民众讲述

中国的外交政策， 即认为是中国的软实力表现， 这显然误解了软实力的作

用。 另外， 华侨华人在 “文化” 与 “价值观” 方面能发挥多少作用， 也还

有讨论空间。

三　中日关系对日本华侨华人之影响

接下来讨论把华侨华人作为因变量 （结果） 的情况。 学者认为 “两个

国家间关系” 影响华侨华人， 但探讨中日关系影响华侨华人的研究较少。

罗潮晃曾记录过战前华侨华人在日本生活的惨状。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日本华侨人数骤减万人， 而后七七事变的发生进一步加速了华侨回国进程，

仅长崎一地在三个月内回国的人数就占到了当地华侨总数的 ２ ／ ３。 在日本各

地经营的华侨事业陷入停顿状态， １９４１ 年日本公布的 《贸易业整备要纲》

规定不准外商从事贸易业， 作为华侨经济支柱产业之一的贸易业受到巨大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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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卢小花： 《日本华侨华人社会与中国公共外交》，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３。
张月： 《日本华侨华人与中国对日公共外交》， 《东南亚纵横》 ２０１２ 年第 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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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 当时还留在日本的华侨亦是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华侨经济地位不断下

降。 此外， 日本政府还针对华侨制定了多项法律进行迫害和监视。 除了华侨

经济受到重创， 华侨社团也遭到不同程度的解散和合并。 卢沟桥事变爆发

后， 在日华侨的处境更加困难， 或商店倒闭， 或被强制到工厂当劳工， 连小

学生也难以幸免， 被疏散到农村的华侨由于敌对国公民身份时常受到欺凌，

即使出趟家门也需要得到警察署的许可， 回来还需要 “销假”。 当时华侨凡

是持有相机的便被认为是间谍， 在桥上照相也会被逮捕， 路过日本军营更是

会遭遇枪击， 不少华侨无辜被逮捕， 最后被拷问致死。 据统计， 战时针对华

侨而杜撰的犯罪名目不下三四十种， 包括业务霸占、 不敬、 违反赛马法、 违

反劳动法、 思想犯、 行为不良罪等， 旅日华侨当时在日本的生活处境可以用

“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来形容①。

朱慧玲在探讨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时认为， 日

本华侨华人社会境况随着中日关系的好坏而兴衰， 中日关系是日本华侨华人

社会的晴雨表②。 但是， 她并没有展开论述。 近年， 鞠玉华曾在两篇文章

中谈到中日关系恶化对日本华侨华人的影响， 关注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引

发的问题。 ２０１２ 年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购买钓鱼岛事件， 引发中国的严

正抗议。 但 ９ 月 １０ 日日本内阁仍宣布从 ２０１２ 年度预算中拨出 ２０ ５ 亿日

元， 向粟原家族 “购买”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三个岛屿， 试图将钓鱼岛

国有化。 中国许多城市展开反日示威游行， ９ 月 １５ 日数千人聚集在日本驻

华使馆前， 部分民众向该使馆投掷矿泉水、 鸡蛋， 甚至点燃日本国旗。 １０

月 １６ 日， 中国军舰也首次在距钓鱼岛 ８０ 公里处驶过钓鱼岛维护主权。 但

是， 在 “购岛” 风波影响下， 日本华侨华人的生活每况愈下。 日本社会中

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的言论随处可见。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对中国抱有亲

切感的人下降至 １８ ０％ ， 是历史的最低点。 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 对中

国有亲切感的人达到 ７０％以上。 一些日本右翼组织， 如 “奋起日本” 曾两

０７０

①

②

罗晃潮： 《日本华侨史》，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４， 第 ３１９ 页。
朱慧玲： 《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 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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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东京大久保的华人聚集区对华人开办的商点组织示威游行， 并且公开

包围和威吓华人店铺。 远在关西地区的神户市 “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遭到

不明人士放火。 位于九洲的福冈市等地发生了多起中华料理店被砸等事

件①。 鞠玉华指出， 中日关系恶化， 赴日旅游人数大幅减少， 直接影响到华

侨华人经营以中国人为服务对象的旅行社、 旅馆、 饭店、 翻译公司的生意。

日本企业也不愿意聘请中国留学生、 华侨华人雇员。 一些日本知名企业， 如

罗森株式会社、 永旺株式会社、 优衣库公司， 聘请中国留学生、 华侨华人雇

员的数量大量裁减。 ２００６ 年以来， 在日人数连续增长， ２０１０ 年在日人数达

到 ６８７１５６ 人， 但 ２０１１ 年却下降到 ６７４８７９ 人， 比上一年减少 １２２７７ 人。 永

居者的在留资格持有者也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３０８６ 人减少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５９７ 人。 中

国留学生总数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３４４８３ 人减少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２７４３５ 人； 在日本兴

业的降幅最大， 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２１５３ 人逐年减少， 至 ２０１１ 年仅有 ３８９ 人②。 中

日关系恶化直接的影响是归国人员增多。 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时候， 有一些

学者乐观地认为， 在日中国人将很快突破百万， 但是没料到中日关系恶化影

响了在日本生活的华侨华人。

郭王聪在一项分析日本华侨华人的研究中指出， 日本是华侨人数多于

华人的国家。 留日人员的回归率特别高， 赴日留学生大幅度减少， 只有日

本的华侨人数多于华人， 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 中日民族关系的变化无疑

是最主要的原因。 日本华侨华人增幅下降的趋势也反映了中日关系的恶化

和中日民族对立情绪升高的现状③。 戴二彪也指出， 虽然最近 ２０ 年经济增

长缓慢， 但作为发达国家中的第二经济大国和科技大国， 日本依然是一个

有吸引力的国家。 因此， 如果没有 ７０ 多年前的日本侵华战争及其带来的

遗留问题， 本来应该有更多的中国新移民选择在日定居。 但是， 因为历史

问题， 最近 １０ 年来两国关系 “政冷经热”， 一直不够安定乃至紧张。 在这

１７０

①

②

③

鞠玉华： 《中日关系与在日华侨华人：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八桂侨刊》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鞠玉华： 《论中日关系对在日华侨华人的影响》，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 年

第 ８ 期。
郭王聪： 《日本华侨、 华人的数量变化及其原因》， 《世界民族》 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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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背景下， 加上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地位上升， 许多新移民最终选择

了回国①。

学者提出了不少中日关系影响日本华侨华人生存的案例， 但他们并没有

提升到理论的高度， 更多是现象的描述。 而且， 对于中日关系本身的研究不

够深入， 主要是针对某个冲突事例进行探讨。 如果能够提炼出规律， 对于两

国关系影响华侨华人生活这个观点会更有说服力。

四　结论

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国家理论中， 强调一个民族组成一个国家， 民族

国家具有共同的民族、 语言、 生活方式等特点。 理论上的单一民族国家是

很少见的， 更多是多民族国家， 但日本主要是由大和民族组成的， 在日本

境内除北海道的阿伊奴族和琉球群岛的琉球人之外， 大多数国民都属于同

一民族。 而且， 日本人认为， 他们与日本天皇有共同的祖先， 都是天照大

神的后代。 而中国人移往日本之后， 同化、 融合的速度并不算快。 改革开

放后， 由于人口快速增加， 形成一个较大的群体， 他们在中日两国间处于

中间人的角色。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华侨华人这个群体能够影响中日两

国关系的进展吗？

从学者讨论的华侨华人可以发挥桥梁作用的软实力与公共外交来看， 恐

怕是过高估计了华侨华人的作用。 在日本还没有现今这么大数量的华侨华人

前， 日本在唐朝时便进行大化革新， 全面汉化， 连日本的文字都是从中国学

来的。 日本不只学习中国的各种文化产物， 现今日本京都还保持着唐朝长安

城的格局， 它们还学习中国的各种制度 （软实力的外交政策范畴）， 认为日

本是全世界对中国最为了解的异民族并不为过。 但是， 它并未因此影响中日

两国关系的顺利进展。 在旧时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 日本就不是长期稳定

２７０

① 戴二彪： 《二十一世纪的日本华侨华人》， 载丘进主编 《华侨华人研究报告 （２０１３）》，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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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的藩属， 它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才向中国朝贡①。 而且， 它还时不时骚

扰中国沿海居民。 明朝中叶， 丰臣秀吉尝试出兵攻打中国。 近代， 西力东

渐， 日本遭受西方势力的威胁， 它采取的策略是侵略中国以自强②。 对于日

本人来说， 为了生存， 日本的整体国家利益更为重要。 有一些学者以为， 华

人的私人交情可以影响侨居国领导人的行为。 他们以 ２００８ 年日本首相福田

康夫访问中国前邀请在日华人专家学者就中日关系与对华政策咨询意见， 日

本法政大学华人教授王敏借由向日本天皇、 皇后授课向日本上流社会宣传中

国文化③， 说明日本华侨华人的社会影响力正在提高， 直接作用于政府层

面。 这是对国家行为的基本原则缺乏了解。 事实上， 日本只是利用华人专家

的专业知识而已。 日本政府考虑的是日本的利益。 在日华人只是达到这个目

的的手段而已。 没有这个华人， 他们可以找到其他替代人选。 领导人不可能

为了与杰出华人的私人交情， 作出有违国家利益的决策。

日本社会秩序良好， 一向以低犯罪率闻名。 在日本遗落东西， 往往能在

原处找回。 许多日本人住的公寓， 门甚至不上锁。 但是， 一些素质较低的华

人移民、 偷渡客， 在日本坑蒙拐骗， 破坏日本的秩序， 引发日本人的反感。

据日本法务省和东京都警视厅统计， ２００３ 年日本共有外国刑事犯罪 ２５００

人， 其中 ８０％为中国人； 在被遣返的外国人当中， 中国人位列第一， 人数

达到 １２３８２ 人④。 犯罪行为包括抢劫、 盗窃、 非法经营、 非法打工、 造假护

照等。 有一些留学生犯罪情节严重， 居然还犯了杀人、 灭门等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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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朝贡的前提是朝贡国以接受中国对当地国王的承认并加以册封， 在国王交替之际以及庆慰

谢恩等之机去中国朝见， 是以围绕臣服于中央政权的各种活动， 作为维系其与中国关系的

基本方式， 但朝贡体制的根本点是靠贸易关系支撑。 参见 〔日〕 滨下武志 《近代中国的国

际契机： 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朱荫贵、 欧阳菲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３４ ～ ３５ 页。
游国龙： 《序列意识与大东亚共荣圈———对二战时期日本国家行为的心理文化学解读》，
《日本学刊》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
蔡建国、 蔡建达： 《民间交往中华侨华人作用的研究———以日韩为例》， 《国务院侨办课题

研究成果集萃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战涵： 《中日媒体都不应该漠视在日华人犯罪问题》， 日本新华侨报网，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ｎｏｃｎｅｗｓ ｊｐ ／ ｎｅｗｓ ／ ｓｈｏｗ ａｓｐｘ？ ｉｄ ＝ ２７６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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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被誉为 “中国留学生之父” 的日本老人吉野谕在大分县

山香町惨遭杀害， 经警方调查后发现犯罪者为 ５ 名外国留学生， 其中 ４ 名为

中国人。 这些事件震撼了日本列岛。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日本举行年度反华游行

时， 以东京大学教授酒井信彦为代表的 “自由西藏协会” 公然打出 “中国

人滚回去” 的标语。 不可否认， 日本媒体、 政客对于这些华人犯罪案件的

确有大肆渲染的嫌疑， 但不能否认的是， 最近 １０ 年， 日本警察厅按国籍排

列的外国人刑事犯罪统计， 在日本的中国籍涉案人数一直名列榜首。 这种情

况大大抵消了一些华侨华人所做的公共外交工作。 这也许是日本人对中国的

好感度持续下降的原因之一。

日本是一个岛国， 天然资源并不丰富， 其国民更为团结， 这从战争中日

本人的战斗力可以看出。 华侨华人作为一个群体在日本社会中可谓是在夹缝

中生存。 笔者认为， 中日关系才是影响日本华侨华人生活的关键因素。 换言

之， 中日关系是自变量， 日本华侨华人是因变量。 这个 “华侨华人” 指的

不只是族群， 也是个人。 龙向阳与周聿峨在族群层次上曾指出， 就国际政治

现实而言， “国家间关系” 是自变量， “华侨华人” 是因变量， 国家间关系

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相应国家华侨华人的发展及其所能发挥的作用。 但在个人

层次上他们却指出， 华侨华人是有特殊身份的人， 其行为必然关涉中国国家

利益， 从而影响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①。 这不能说是冷静分析， 更多

是充满着感情色彩。 事实上， 即便在华侨华人担任该国元首的情况下， 也会

更注重该国的国家利益， 而不是中国的国家利益。 ２０ 世纪中日关系正常化

以来， 中日两国曾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日本民众对中国非常友好。 这期

４７０

① “许多华人在新中国外交发展进程中以个体或团体的身份， 在促进居住国与中国之间的建

交， 政治、 经济、 文化领域交流的扩展， 整体或局部的重大问题、 矛盾与纠纷的化解等方

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例如， 中国与泰国建交过程中的泰籍华人许敦茂。” “也有一些华人本

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政治身份， 但由于其与居住国领导人有着特殊的个人关系， 从而对居

住国的华侨华人政策及居住国与中国关系的推进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例如， 巴西华人顾

杭沪医生因精通中医针灸， 与巴西总统卢拉建立和保持着良好的个人交往关系。” 龙向阳、
周聿峨： 《关于 “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 的再思考》，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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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日本华侨华人数量急速增加， 学者把华侨华人看成影响中日关系的变

量。 然而， 我们并不否认华侨华人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 也肯定能提升国家

软实力， 但对于其间的机理， 应该更细致地进行分析， 而不能将其扩大化。

中国与不同国家的关系不同， 有的历史上曾经友好， 有的近代曾发生过冲

突， 也有的曾侵略中国， 华侨华人在这些国家的处境也有差异。 如何看待华

侨华人的作用需要根据情况具体分析①。 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在日本这一

与中国有诸多冲突的国家， 华侨华人的角色相对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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