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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人口占东南亚总人口的 ６％ 。 华商实行以人为

本的企业管理模式， 中西结合、 与时俱进、 国际化和多元化的

经营方式， 不但形成了强大的经济软实力， 其综合经济实力也

达到了中等地区强国的水平。 对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

亚、 越南、 泰国等国的华人参政状况进行研究发现， 其经济实

力有助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对当地社会产生某种影响力。

在近 ３０ 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友好关系的发展中， 华商成为中国改

１００

∗ 庄国土， 福建晋江人， 历史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华侨大学讲座教授， 华侨华人研究院 ／ 国际

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 知名的海外华人研究和东南亚研究专家。 研

究方向： 海外华人、 华人华侨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 中外关系史、 东南亚地区问题与国别政

治。



华侨华人蓝皮书

善与东南亚政治与外交关系的管道和动力之一， 为中国与东南

亚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可圈可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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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在 《 “软权力” 再思索》 一文中， 提出作为硬实力的经济力，

也具有软实力功能， 即 “一国成功的经济必定是其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基础”，

从而达到 “用财富可以使他国软化” 的目的。①

在全世界范围内， 华侨华人在经济领域特别成功是一个普遍现象。 诚然，

华侨华人并未组构独立的族群经济形态， 也不存在完整的族群内生产、 交换和

分配过程， 但作为个体或群体， 他们在当地国经济领域的成功则是有目共睹

的， 其经济成功的主观经验， 构成华侨华人经济软实力的要素， 也对他族乃至

其他国家产生相当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相比东南亚华商的经济软实力， 东南亚华商的政治软实力似乎甚少有学

者予以关注。 诚然， 除新加坡是华人主导政权以外， 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商

普遍在政治上低调行事。 我们认为， 华商经济实力所产生的影响力， 在一定

程度上有助于其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有助于对当地社会产生某种影响

力。 在近 ３０ 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友好关系的发展中， 东南亚华商作出了可圈

可点的贡献。

一　东南亚华商的经济实力及其吸引力

海外华侨华人的经济资源， 一直是华侨华人研究的热点问题。 尤其是对华

商资产总额的估算， 一直是研究华侨华人经济活动及其与中国关系的重要课

题。 １９８３ 年， 日本 《选择》 月刊 １０ 月号曾刊文指出： “分布世界五大洲 ９５ 个

２００

① 约瑟夫·奈： 《 “软权力” 再思索》 ， 《国外社会科学》 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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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 ２１００ 万华侨， 其可动员资金力量估计至少可达日本国预算的规模， 即

二三千亿美元。”① 据 《亚洲周刊》 的数据统计， １９９０ 年代东南亚华人资本额

已经高达 ３０００ 亿美元。② 据不完全统计， 至 １９９３ 年年底， 大陆以外的华人外

汇储备总额约为 ２２３１ 亿美元， 分别为台湾 ９０６ 亿美元， 香港 ３２７ 亿美元， 新

加坡 ４３７ 亿美元， 泰国华人 ２３４ 亿美元， 马来西亚华人 １５４ 亿美元， 印尼华人

１１０ 亿美元， 菲律宾华人 ４３ 亿美元， 其他国家华人 ２０ 亿美元。 据英国 《经济

学人》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的一篇文章估计， 除港、 台之外的华人资本， 总量已在

１５００ 亿 ～ ２０００ 亿美元。③ 据 ２０００ 年 《亚洲周刊》 发布的资料， 全球最大的

５００ 家华人企业中， 除港台两地的华商企业外， 绝大多数依然是新、 马、 泰、

菲、 印尼五国华人企业。 《亚洲周刊》 刊登的 ２００２ 年度国际华商 ５００ 强， 总

市值为 ４７６３ 多亿美元， 比 ２００１ 年增长了 ４ ３％ 。

笔者认为， 《亚洲周刊》 以及福布斯财富榜所列的华商上市公司， 仅是海

外华商企业的一部分， 既不包括没有上市的大型华商企业， 更没有涉及数以十

万计的中小型华商企业。 因此， 笔者在主持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国务院侨办重点课

题 《华侨华人经济资源研究———以华商资产估算为重点》 时， 通过对大华商

最为集中的前东盟五国华商中小企业的研究 （以新加坡和泰国为例）， 提出即

使是在大华商集中的地区， 华商中小企业资产也应当占华商资产总额的３０％ ～

５０％ 。 在其他地区， 中小企业可能是华商的主体。

华人资本指华人所有或者华人控制的资本， 其所有的资本往往表现为其拥

有的财富或企业股份及资产， 其控制的资本指所控企业的资产。 企业是资本的

载体， 华人资本离不开华人企业， 华人企业指由华商创办或控制的企业。④ 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随着国际形势与东南亚各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 东

南亚华人逐渐融合于当地社会， 成为当地国家民族的组成部分———华族。 东南

亚华侨社会逐渐转变为华人社会， 华人经济也成为当地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３００

①

②

③

④

引自冯邦彦 《香港华商与 “全珠华人网络” 的崛兴》 ， 《新经济》 １９９８ 年第 １０ 期。
根据香港 《亚洲周刊》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号 “国际华商 ５００” 提供的数字计算， 转引自郭梁 《东南

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 ，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第 ２０２ 页。
引自钟杏云 《加强研究并充分利用好海外华人资本》 ， 《中国软科学》 １９９６ 年第 ６ 期。
石维有： 《战后泰国华商发展史研究———关于资本积累的变化 （１９４５ ～ １９９６） 》 ， 厦门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 ２００５， 第 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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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华族充分发挥自身善于经商等特点， 克服种种困难， 不断改进经济活动方

式， 抓住各种契机， 扩大经济活动范围， 为自己赢得了应有的经济地位， 并为

居住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伴随着东南亚华族经济的崛起， 华

商网络日益形成， 华人资本逐渐成为本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一支不可忽视的经

济力量。

本课题组的初步研究结论为东南亚十国的华商的资产约 １５０５７ 亿美元。

其中， 华商大企业的资产 ９５０６ 亿美元， 中小企业 ３９９４ 亿美元， 外来华资

１５５７ 亿美元。 由于各国中小企业的数据不全， 对中小企业资产可能低估或大

大低估。 如以国别分， 则华商资产在新加坡为 ５９８６ 亿美元 （占 ３９ ７７％ ）、

在泰 国 为 ３８５３ 亿 美 元 （ 占 ２５ ６％ ）、 在 马 来 西 亚 为 １８１２ 亿 美 元 （ 占

１２ ０４％ ）、 在印度尼西亚为 １８６６ 亿美元 （占 １２ ４％ ）、 在菲律宾为 ７９７ 亿美

元 （占 ５ ３％ ）。 东南亚五国华商资产占东南亚华商资产的 ９５％ 。 由于对东盟

后五国的数据掌握不够， 只能依靠现有资料估算， 对后五国估计应当远低于

实际数额。 但东盟后五国的华商实力较小， 虽然低估， 对东南亚十国华商资

产总额的影响不大。 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占世界华侨华人人口的 ７３ ５％ ， 如

其他地区的华商人均资产和东南亚华商一样， 则港台和东南亚以外的世界华

商， 其资产总额应在 ５５００ 亿美元左右。 东南亚与其他地区的华商资产当在 ２

万亿美元以上。 加上港澳台地区， 中国大陆以外的 “世界华商” 资产总额当

接近 ５ 万亿美元。① 如以国家为类比单位， 近 ５０００ 万的华侨华人数量， 在全

世界 ２２４ 个国家和地区中 （国家为 １９３ 个， 地区为 ３１ 个）， 人口规模列前 ２５

位。 在人口规模前 ２５ 位的国家中， 华侨华人群体的发达程度和经济实力可居

第 ８ 位， 仅次于美、 日、 德、 法、 英、 意、 俄。 就华侨华人的人口规模和发

展程度而言， 其综合实力达到中等发展水平国家或地区的水平。 因此， 就其

经济规模和实力而言， 已经具备世界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无论是中国大陆

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部分发达国家， 引进东南亚华商资本都是招商引资

的目标之一。

４００

① 庄国土等： 《 〈华侨华人经济资源研究———以华商资产估算为重点〉 课题研究报告》 ， 国务院侨

办政法司编印，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第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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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东南亚华商的经济软实力

东南亚华商的经济成就， 引发各国学者对其经济软实力的研究， 并将其推

及东亚社会的成功经验研究。 诸如儒商文化、 华人企业经营理念、 华商管理模

式等华商的软实力要素， 都是关注的重点。

１ 以人为本的儒商企业管理模式

“儒商” 的定义见仁见智。 比较达成共识的是， 儒商指具有儒家传统文化

理念与修养， 并将之用于企业经营和管理获得成功的企业家。 大体而言， 儒商

通常受儒家道德观和价值取向的熏陶， 有较高的传统文化素养， 在企业经营中

完全以或部分以儒家理念规范个人和企业行为。

儒商奉行的经营理念， 通常包括信用、 敬业、 忠诚、 人本和和谐。 儒商

可分为传统儒商和当代儒商。 传统儒商指近代工业革命以前的农业社会的儒

商， 他们与非儒商的区别， 很大程度上是儒商经营目的并非仅以利润最大化

为归宿， 而是同时关注经营本身对社会的贡献。 此外， 经营方式与非儒商也

有较大差别。 儒商并非一味唯利是图， 他们把诚实守信、 “君子爱财、 取之

有道” 、 “仁、 义、 礼、 智、 信” 等儒家的道德准则作为商德， 做人经商并

重， 以做人的追求来经商， 在经商的过程中体现做人的原则。 他们认为 “良

贾何负鸿儒” ， 以亦儒亦商为尚。

现代儒商不仅保留传统儒商的美德， 而且吸收由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所滋

生的新的道德观念。 首先， 现代儒商及其管理团队崇尚先进知识和文化， 强调

知识型管理， 文化型经营， 注重员工知识和素质的培训和提高。 其次， 现代儒

商善于以仁爱思想构建和谐的企业环境和广泛的人际关系。 对内倡导关爱和谦

让， 建立等级明确但上下左右和谐的情感关系； 对外以 “仁义” 铺路， 遵循

公平竞争法则， 获利不忘回馈社会。 最后， 以仁义、 诚信之心从事经营， 不仅

守法， 而且守信， 强调货真价实、 童叟无欺， 在让顾客得到完美服务的同时自

己得到商业利益， 以义取财， 利以义制， 公德至上。

相比西方私营企业， 东亚、 东南亚私营企业多以家族管理方式为主。 无论

在日本、 韩国、 中国港台地区， 还是在东南亚， 成功的私营企业， 或多或少都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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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儒家文化理念的氛围。 如日本丰田公司的口号是 “为了人类、 为了社会、

为了地球”， 松下集团主张 “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世界” 等， 无不体现儒家

“仁者爱人” 的人本思想。 东南亚华商企业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 其经营理念

和方式虽与西方企业大相径庭， 但其技术的先进程度和管理效率却也能与之匹

敌， 充分显示出华商及其企业文化的软实力。

享誉世界商界的李光前， 堪称当代儒商的典型。 李氏的为人和经商之道，

秉持忠恕仁爱、 敬老尊贤。 李氏先入陈嘉庚的谦益公司， 被陈嘉庚提携为部门

主管， 后自创南益公司， 独立经营。 南益公司也是家族企业， 也秉持陈嘉庚的

儒商情怀， 关怀亲族乡亲及属下， 善待职工。 李氏深知公司员工的素质与忠诚

是企业兴旺的关键。 他视公司为大家庭， 雇主有如家长， 有义务维护雇员的福

利。 他对高级职员礼贤下士， 谦虚诚恳， 以兄弟之礼待之。 他重金聘用一位颇

有才干的年轻律师陈森茂任经理， 负责公司所有契约和重要文件的起草拟订工

作。 有一次， 李光前将一份文件增删了一些字句， 殊不知这类文件有一定格

式， 不宜随便改动， 因此引起陈森茂的不满。 他对李光前直言顶撞说： “先生

因为我识法律才用我， 如觉得比我更高明， 就请你自己起草吧！” 李光前听后

连忙解释说： “我不过想贡献一点意见， 供你参考而已， 请不要误会。” 此后，

他让陈森茂全权处理有关法律文件， 老板、 经理和谐共事， 相得益彰， 在星马

华侨社会， 传为美谈。① 对那些为南益集团作出特别贡献的高管， 如李成枫

等， 则礼遇终身， 在其退休之后仍聘为公司顾问， 高薪供奉。 他们则终生视公

司为家庭， 继续为公司效力。 李氏企业招聘员工多从华文学校优秀高中毕业生

中选拔， 须先经过举荐。 由于新加坡华文学校多以籍贯分野， 举荐也多为同乡

同族， 导致高层管理人员以福建籍同乡为主， 但是否任用仍以专业和操守为基

准， 要经过严格的面试， 保证企业雇用的同乡或亲族为当用人才。 符合条件后

再进行培训， 培训合格者才得以最后录用。 李氏集团实行盈利分享制度， 员工

报酬与生产效益挂钩， 职工薪金包括基本工资加奖励 （花红）， 激励职工勤奋

工作， 与公司效益共浮沉。 自 １９５１ 年始， 李氏企业就实施职工退休后领取养

老金的制度， 比新加坡政府规定尚早三年。 李氏企业提供给职工的福利还包括

６００

① 郑丙山： 《李光前的企业文化》 ， 《泉州社会科学》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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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医药、 购买贷款及职工子女奖助学金。 较偏僻的工厂还有职工宿舍， 免除

职工的后顾之忧， 使其能集中精力为公司服务。 公司关照员工， 员工效忠公

司， 聘用几为终身制。

当 １９８０ 年代以来日本的 “公司大家庭” “终身聘用” 的管理经验， 因日

本经济崛起与产业无匹的竞争力而让欧美世界大开眼界时， 李光前的企业早在

１９３０ 年代就已经开创了这种企业文化。

２ 中西结合、与时俱进的管理模式

新加坡多家华人家族企业， 其经营管理的明显弊端是所有权与管理权不

分。 家族企业通常由各房分别持有股份并共同管理。 这种状况常导致家族成员

公私不分， 滥用公款和权力， 培养亲信， 争权夺利。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创业者

去世后， 庞大的企业常因后代各房互相牵制、 对立而分割乃至瓦解。 因此， 有

华人富不过三代的说法。

鉴于新加坡多家华商家族企业因各种用人弊端而导致传统的家长式统治，

属下尸位素餐， 责权不分， 李光前吸收西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法， 将南益

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而治之， 董事会仅对相关业务和重大人事选拔进行决

策， 日常管理工作和业务推行则聘请专业经理及其所组织的业务团队负责。 其

经营哲学与用人之道为 “知人善任” 和 “唯才是举”， 摒弃陈嘉庚家长式领导

企业所衍生出的各种弊端。

累积科学知识， 把握国际商务脉动， 也是李光前与众不同的高明之处。 李

光前先后攻读暨南学堂、 清华学堂和唐山路矿学堂， 受较完整的理工科训练。

南渡新加坡后， 又入英印学堂， 并修习美国函授大学的土木课程， 精通中英

文， 兼通马来文。 李氏重现代商科和理工知识累积， 能把握国际商情变动和技

术发展， 以便企业经营和发展能与时俱进。 １９２０ ～ １９３０ 年代初， 世界橡胶业

繁荣， 李氏与其他华商， 如陈嘉庚、 陈六使等， 都赚得钵满盆溢。 １９３０ 年代

初以后， 世界经济进入大萧条， 橡胶价格飞流直下。 李光前洞察先机， 收缩生

产规模， 并及时采取各种方式降低成本， 向银行融资及分散投资业务。 因此，

当橡胶业巨头陈嘉庚、 林义顺等大企业纷纷倒闭时， 李氏公司得以幸免。 鉴于

新加坡很多大企业都因融资问题而倒闭， 李氏及时进入金融业， 自 １９３７ 年到

１９６４ 年， 担任由华侨、 华商、 华丰三大华商银行合并而成的华侨银行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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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时间长达 ２７ 年。

陈嘉庚和李光前同为儒商， 其区别则是传统儒商和现代儒商的差异。

李光前与时俱进的中西管理模式结合， 基本上能代表 １９７０ 年代以来东南

亚华人企业集团的主流经营管理模式。

首先， 第二、 第三代华商普遍具有现代管理与专业的教育背景。 受过良好

教育的年轻一代华人企业家开始参与乃至接手父辈主导企业经营管理， 企业逐

步走向决策和管理科学化。 老一代华侨企业家普遍受教育程度低， 对现代化企

业的经营日益力不从心。 年轻一代的华人企业家大多受过高等教育， 且不少毕

业于欧美著名学府， 有专业技能， 受过现代化企业管理系统训练， 并继承老一

辈的敬业精神。 他们能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机遇， 了解及时改革旧有体制

和引进先进技术与现代化管理方法的重要性， 并善于利用前辈开创的市场和社

会关系网络拓展业务， 从而使他们承接的基业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潮流。 与此相

关的是， 华人企业决策和管理也逐步科学化。 １９７０ 年代以前， 华人企业大多

是传统家族企业管理模式， 公司决策常由企业所有者独断专行。 １９７０ 年代以

来， 不少华人企业进行内部机制改革， 采取不少决策与管理科学化的措施， 如

吸收专家进入决策核心， 建立科学高效的运行管理制度，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

离， 集中管理和分层授权相结合等。 如谢建隆的阿斯特拉集团建立监事委员会

作为最高决策机构， 吸收专家参加。 再如马来西亚金狮集团 （ Ｔｈｅ Ｌ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采用非中央集权的管理方法， 集团上层只管理人事、 税务、 法律及

资金调动、 市场调查、 内部查账等， 把生产、 销售、 采购等权力交下属公司总

经理负责， 以便发挥下层的主动性。

其次， 很多华人企业大胆起用外部人才， 打破传统家族企业的 “任人唯

亲” 制度。 新加坡华侨银行较早把经营权委托专家经营。 １９６６ 年， 李光前主

动推举陈振传担任董事长职务， 之后又由杨邦孝担任董事长， 二人皆非李氏家

族。 林绍良集团旗下的第一太平洋集团 （下有 ２０ 多家子公司） 总裁曼纽·彭

基利南、 继陈弼臣任盘谷银行董事长的许敦茂、 担任常务董事会主席的庵蕾·

威拉旺， 都是杰出的非林氏家族出身的专业人才。

最后， 华人企业走向资本大众化和经营多样化。 传统华侨企业多为独资，

如需拆借， 也多在亲朋好友间进行。 当前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筹资方式大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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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上市、 募股、 与土著资本合作、 与外商合资等渠道， 广泛地筹集资金。 如盘

谷银行为加强竞争能力，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７０ 年代初修改银行组织章程，

向公众募股， 这一举措使盘谷银行持股人数迅速增加， 实力大增。 其 １９８０ 年

的资本额比 １９７１ 年增加了 ６ ９ 倍， 平均每年增长 ２５ ２％ 。

３ 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经营方式

１９７０ 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 资本、 产业、 商品和人力资源在

全球范围转移和重新配置， 使全球各类产业面临巨大挑战和机遇。 西方发达国

家经过战后到 ７０ 年代初的高速经济发展后， 从 ７０ 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低速发展

时期。 日本的高速发展时期则持续到 ８０ 年代。 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把

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 高耗能产业和对生态污染严重的企业， 转移到有发展潜

力的发展中国家去， 同时放宽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出口的限制。

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的过程中， 东南亚逐渐成为国际投资和

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热点， 首先是来自日本的投资和产业转移。 日本为了占领

亚洲市场， 加强对东南亚的投资， 转移竞争能力弱的劳动密集型和部分技术密

集型的企业到东南亚， 如造船、 石油化工、 电器、 汽车零件制造等， 力图迅速

在东南亚建立返销日本的中间产品生产基地和最终产品出口基地。 美国和西欧

不甘于日本独占东南亚市场， 也采取了与日本类似的措施。 而新兴的工业国家

和地区如韩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也随后加入了这股浪潮， 致使 ７０ 年代

中期以来， 东南亚一直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地区之一。 ７０ 年代以来， 东南亚

各国政府先后制定各种吸引外资的政策， 积极引进外国资本， 并鼓励外资与国

内资本合作经营。 外资往往需要寻找当地的合作伙伴， 而华人因为熟悉当地投

资环境， 拥有一定的资金和产销网络， 善于经营管理， 商务信用良好， 往往被

外商视为理想的合作伙伴。 东南亚华人企业在与外国资本合作中不但获得了先

进的技术、 经营管理经验和利润， 而且还可能借助跨国资本形成自己的国际经

贸网络， 成为跨国经营的资本集团。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国策以来， 经济飞速发展， 投资环境日益改善， 成为国

际资本投资的热点地区。 与其他外资相比， 东南亚华商具有与中国相通的语

言、 文化、 风俗习惯和地缘、 亲缘纽带的优势， 因此， 对中国投资十分踊跃。

据我国统计，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９ 年， 东盟各国在中国实际直接投资额达 ２９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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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绝大部分是华人投资的。 截至 １９９４ 年年底， 新加坡对华投资协议金额累

计 ８６ ３５ 亿美元， 项目 ４５６７ 个， 遍及中国主要沿海和内地城市。① 马来西亚的

郭鹤年集团与香港李嘉诚先生联手投资开发上海的 “不夜城” 和改造北京的

部分旧城区。 菲律宾华人巨富郑周敏的亚洲世界集团， 在河南洛阳签订系列开

发长期合作协议， 总投资额达 ２０ 亿美元， 并在厦门杏林投资占地 ３ 平方公里

的 “亚洲工业城”②。 泰国正大集团属下富泰有限公司签订上海浦东开发项

目， 总投资额为 ２０ 亿美元。 该集团还与中方合资开发广东东莞同沙旅游区，

预计投资 ５０ 亿港元。 泰国盘谷银行为了开拓中国市场， 在汕头、 上海、 成

都设立 ３ 家分行和北京办事处， 明泰集团等亦在汕头设立了 “泰华国际银

行” 。 新加坡华人的大华银行、 华侨银行、 华联银行， 分别在上海、 厦门建

立分行， 并在北京、 广州、 深圳、 福州设立代表处等。 据统计， １９９２ 年， 东

南亚华人大财团在中国签订投资金额 １０００ 万美元以上的有 １７ 个， 其中超过

亿美元的有 １１ 个。 ９０ 年代以来， 东南亚华人在中国投资向范围广、 规模大、

层次高的领域拓展。 东南亚华人企业在中国投资创造了可观的利润， 增强了

本身的实力。

华人企业的经营也日趋多样化。 许多华人企业突破原来单一经营模式和传

统经营领域， 向综合性集团转化。 林绍良集团是印尼最大的综合性财团， 它控

制国内外 ３５０ 家公司， 经营行业包括金融、 钢铁、 水泥、 汽车、 纺织、 医药、

造纸、 面粉、 服装、 电器、 食品、 木材、 烟草、 化工产品、 土特产、 机器设

备、 运输、 房地产、 进出口贸易等。 郭鹤年集团战前经营船务， 战后主要经营

食糖、 大米、 面粉。 ６０ 年代开始向多种经营综合集团发展， 业务遍及东南亚、

欧美、 中国等地， 拥有公司 １００ 多家， 目前年总资产达 ６０ 亿美元， 名列马来

西亚首富。 即使专营的金融业， 战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如黄祖耀经营的大华

银行， ５０ 年代资本不过 ２００ 万元 （新加坡币）。 ７０ 年代以来， 以银行为支柱

进行多种经营， 经营范围包括银行、 保险、 投资、 信托服务、 黄金买卖、 交

通、 租赁、 电脑、 旅游、 工业制造、 船务、 饭店等。 至 １９８９ 年， 该集团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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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联合早报》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２４ 日。
《福建侨乡报》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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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达 ２５０ 亿新元， 设国内外分行及办事处 １２５ 家， 拥有附属联营公司 ６０ 多家，

业务遍及全球， 成为国际性多元化金融集团。 其他如李光前经营的华侨银行、

陈弼臣父子经营的盘谷银行， 以及谢建隆经营的阿斯特拉集团、 谢国民经营的

正大集团、 黄奕聪经营的金光集团等， 都是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要， 以居住国

为依托， 以国际市场为发展目标， 大力扩展多种经营。

东南亚华人企业以人为本的儒商企业管理理念， 中西结合、 与时俱进的管

理模式， 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经营方式， 长期形成的国际性华人关系网络以及华

人企业掌门人传统的克勤克俭和敬业守信精神， 是东南亚华商及其企业最具优

势的软实力。

三　东南亚华人的政治软实力

政治软实力是个人、 群体、 民族或国家以柔性方式运用政治资源去维护主

体的利益的实力。 虽然拥有政治软实力的主体更多体现在国家层面， 但作为族

群或社群的华人， 尤其是东南亚华人， 其拥有的政治软实力也可圈可点， 不

过， 其政治软实力长期没有被关注。

参政是发挥政治软实力的最重要平台。 在东南亚， 新加坡华人族群主导政

治权力， 马来西亚华人作为少数族群参政， 其他国家的华侨华人则作为个体政

治家参政。 无论在东南亚的哪个国家， 华商的经济实力都是华人参政的重要基

础。

在东南亚， 新加坡是唯一由华族主导政局的国家。 华人作为多数族群的新

加坡岛国， 处于马来人占绝对多数的印尼人和马来西亚人的汪洋大海中。 华人

主政者如何取得国内的马来少数民族的合作， 是成功建构多元社会， 从而保持

与邻国良好关系的关键。 因此， 新加坡华人执政者考量族群政治的重点， 是如

何保障非华人族群的政治权利。 由于马来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为了使马来人

逐步改变弱势处境， 新加坡政府给予特别照顾， 提供给马来人不低于其人口比

例的社会公职数量和机会。 在政治上， 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坚持党组织成

员种族成分的多元化。 在政府中， 不同族群的公务员大致占与其人口数量相当

的比例。 在 １９８８ 年大选中， 考虑到马来人议员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和马来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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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素质问题， 政府采用 “集体当选制” 来保证议员中有一定数量的马来人。

１９８８ 年大选后组成的新国会， 也特别注意推选一名马来人当副议长。 在内阁

有马来族和印度族的政治代表， 更是自治、 独立以来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新

加坡成功地通过社会多元化战略使族群政治关系基本和谐， 避免了其他东南亚

国家经常发生的强势民族或社会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激烈对抗， 使国家意识

能为各族群所接受。

马来亚 （及以后的马来西亚） 华人的主要政党马华公会目前成员约 ７０ 余

万人， 长期与巫统、 国大党合作组成联盟， 参加马来西亚的选举和政府组织活

动， 谋求华人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① 马来西亚的其他华人政党如 １９６６ 年 ３

月成立的 “民主行动党 ” （ ＤＡＰ）、 １９６８ 年出现的 “马来西亚人民运动 ”

（Ｇｅｒａｋａｎ Ｐａｋｙａｔ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等， 都以谋求在当地的政治权利为己任。 马华公会

领导层在涉及种族间利害关系时， 通常采取妥协和退让的态度， 这种妥协和退

让的态度常引起华人社会责难。 然而， 这是基于华人在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人

口较少、 长期处于弱势的政治和军事地位的现实而采取的态度， 显示华人社会

为了国家长期利益做出让步的诚意。 华人社会的妥协既是不得已的， 也是明智

的选择。 马华公会强调马来西亚各民族共同的经历、 共同的命运， 反对在文

化、 宗教和种族上以马来人为中心。 同时， 它也注意到马来人和其他土著人在

经济上的软弱， 主张给予必要的支持与保护。 在马来西亚 ２００７ 年内阁中， 共

有 １９ 位华裔出任政府正、 副部长 （其中正部长 ６ 位）， 但马来西亚的内阁部

长大多是由马来人担任， 这与华人作为马来西亚第二大民族， 占全国总人口

２５％ 以上， 社会经济地位 （主要反映在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方面） 居各民族之

首的地位仍不成比例。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８ 日， 包括巫统和马华公会在内的执政党国民阵线惨败， 反

对党公正党和民主行动党大胜。 执政的国民阵线， 国会议席从原来的 １９９ 席

减少到 １４０ 席， 只获得简单多数， 丧失通过修宪等国家重要议案所必需的

２ ／ ３多数。 在 ２２２ 个国会议席中， 反对党赢得 ８２ 席， 超过 １ ／ ３。 马华公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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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晓威： 《 “马来西亚华人公会” 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之研究》 ， 台湾 “中央大学” 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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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 原有 ３１ 席国会议席， 只赢得 １５ 个国会议席和 ３１ 个州议席。 华人反对党

民主行动党在此次大选中获得空前胜利。 通过席位增减可见， 民主行动党席

位全部取自马华公会和民政党， 从而决定性地改变了华人社会的政治版图。

民主行动党原有 １２ 席， 此次竞选 ４７ 个国会议席， 中选 ２８ 席 （胜出比率

５９ ５７％ ）； 在州立法议会方面， 竞选 ９ 个州属的 １０１ 个州议席， 中选 ７３ 席

（胜出比率 ７２ ２８％ ）。

２００８ 年马华公会大败， 是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版图重新分割的转折点， 马

华公会从此一蹶不振。 究其原因， 是马华公会领导层长期内耗不断， 暮气沉

沉， 缺乏革新动力， 越来越让年轻人失望。 其柔性诉求的结果使华人权利长

期得不到改善， 也累积了华人各阶层的不满。 中华大会堂在第 １２ 届全国大

选期间， 发表 《国家兴衰， 华社有责》 的大选建言与展望声明， 提出包括恢

复地方议会选举、 废除 《内安法令》 、 全面检讨媒体法规、 全面检讨私营化

政策、 以 “有竞争性的福利政策” 取代 “土著政策” 等政见， 为华人在野党

竞选推波助澜。 最终大选结果就是华人用脚投票， 马华公会席位减少近一

半， 民主行动党则从 １２ 席暴增到 ２８ 席。 反观华人反对党民主行动党在这次

大选期间的表现， 可以看到， 该党是一个较有生气且相当有选举智慧的政

党。 华人反对党不但英才如云， 候选人有口才， 有学识， 有激情和政治智

慧， 其竞选策略和选后表现也可圈可点。 选前打出 “选的是党” 的口号， 消

弭了党内候选人之间的竞争。 胜选后也表现出相当政治智慧， 及时宣示让获

胜的果实与各个族群共同分享。 民主行动党在大本营槟州获胜之后， 党秘书

长即宣布槟州设两名副部长， 由马来人和印度人分别担任， 是槟州有史以来

首次出现华、 巫、 印三大民族同时出任首长和副首长共治的局面。 同时， 民

主行动党也宣布， 槟州议会将由 ７ 名民主行动党代表和 ３ 名公正党代表组成，

这 １０ 名行政议员也包括上述两名副首长； 公正党人出任槟州议长和副议长，

唯人选将由该党本身做出决定； 唯一当选的回教党议员， 也将安排能相应发

挥政治作用的位置。 这样的安排表明， 华人政党希望所主导的州领导层内，

有各大族群的代表， 也暗示华人政党如有机会参与主导马国政治， 也将如法

炮制。

虽然华人反对党民主行动党在此次大选中获得出乎意料的胜利， 但就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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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华人社会在马来西亚的整体政治地位而言， 此次大选则暴露出华人政治实

力的下降。 （１） 传统华人政党暮气沉沉， 党争严重。 马华公会内部争权夺利

由来已久， 原第二大华人政党 （按在国会和州议会席位数量论） 民政党的前

党魁与现任主席长期貌合神离， 马华公会与民政党之间也矛盾重重。 两个最大

的华人政党内部凝聚力不断下降， 不少党内骨干离心离德， 严重削弱了在华人

社会的影响力。 两党之间的矛盾， 也给华人反对党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可预

料的将来， 这两个参政党如果不励精图治， 锐意改革， 其在华社的影响力急

遽下降指日可待。 （２） 华族整体政治实力下降。 整体实力下降首先表现在

总席位的下降。 虽然此次大选民主行动党席位激增， 但其席位主要取自马华

公会和民政党。 民主行动党席位从上届的 １２ 席增加到 ２８ 席， 但马华公会则

从 ３１ 席下降到 １５ 席， 民政党席位更从 １０ 席减至 ２ 席。 民主行动党所获得

的槟州首席部长席位， 也无非夺自民政党。 换言之， 本届大选华人政党总席

位净减少 ８ 席。 而华族的主要竞争对手、 以马来人为主的各政党， 其总席位

则相应增加。

２０１３ 年大选， 马华公会再遭惨败， 只获得国会 ７ 席， 并兑现会长蔡细

历的承诺： 如遭败选， 马华公会议员不入阁。 这是自马来西亚独立以来华

人第一次缺席内阁。 华人反对党民主行动党气势如虹， 竞选 ５１ 个国会议席

和 １０３ 个州议席， 获得 ３８ 个国会议席和 ９５ 个州议席， 成为马国第二大政

党。

在印尼的苏加诺执政期间， 印尼华人仍有相当的社会政治地位。 印尼国会

中有几名华人议员和少数内阁部长， 如税务、 财政与审计部长陈金龙， 国务部

长黄自达等。 土生华人参加印尼国籍协商会与其他由土生华人领导的社会政治

组织， 中华总会、 商会、 侨总等则是以新客华人为主的社团。① 中印 （尼） 断

交后， 华人社团活动被禁止。 尽管在苏哈托时代有华裔参与政府内阁， 甚至担任

部长， 但他们代表的是印尼土著政治集团的利益， 并非作为华人群体的代表。 在

哈比比和瓦西德执政时期， 印尼华人开始以华人族群身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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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 廖建裕： 《印度尼西亚华人近况》 ，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 《华侨华人历史国际研

讨会论文集》 ，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 第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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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活动， 参政意识如春潮勃发。 主要由华人组建的政党有大同党 （ ＰＡＲＴＡＩ

ＢＨＩＮＥＫＡ ＴＵＮＧＧＡＬ ＩＫＡ）、 融 合 党 （ ＰＡＲＴＡＩ ＰＥＭＢＡＵＲＡＮ）、 佛 教 民 主 党

（ＰＡＲＴＡＩ ＢＵＤＨＬＳ ＤＥＭＯＫＲＡＳＩ） 和中华改革党 （ＰＡＲＴＡＩ ＲＥＦＯＲＭＡＳＩ）。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印尼大选， 大同党获得国会 １ 席、 省议会 ２５ 席的成绩。 华人也组建各种

泛华裔社团， 如印尼华裔总会、 印尼百家姓协会、 国家团结联合会、 印尼华裔青

年正义联合会， 积极参与公众事务。 此外， 各种华人宗亲、 校友和同乡社团也如

雨后春笋出现。 在组建华人政党和社团参政的同时， 不少华人华裔精英则作为重

要土著政党的骨干发挥维护华人族群利益的作用， 如梅加瓦蒂的民主斗争党的骨

干郭建义 （Ｋｗｉｋ Ｋｉａｎ Ｇｉｅ）、 印尼国民使命党的王宗海 （Ｋ Ｓｉｎｄｈｕｎａｔａ）、 人民民

主党的史福仁 （Ａｉｅｆ Ｂｕｄｉｍａｎ） 等。 印尼华人参政的热潮正在兴起， 但印尼民

主制度薄弱， 贫富悬殊， 各种社会矛盾尖锐， 一旦社会冲突激化， 华人仍可能

受到伤害。 从 １９９９ 年到 ２００４ 年， 印尼已有数十位各地华人精英当选国会议

员、 地方代表理事会议员、 省议会议员和县市议会议员。 在 ２００４ 年的国会选

举中， 有 ３００ 名华人作为国会、 地方议员候选人参加竞选， 其中 ７０ 多人当

选。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华裔黄汉山高票当选印尼西加里曼丹省副省长， 成

为印尼有史以来首位当选一级地方行政首长的华人。 此外， 另一位华裔候选

人黄少凡高票当选为该省西北部的山口洋市市长， 成为印尼历史上第一位华

人市长。 总体而言， 由于华人只占印度尼西亚总人口的 ４％ ， 比例较低， 加

上华人社会内部不团结， 喜欢各立门派等因素， 因此选举成绩仍不够理想。

在目前印度尼西亚内阁中， 只有商务部长冯慧兰是华人。 ２００９ 年印尼华社各

界精英， 在各县市、 省区和中央国会积极参加各政党竞选， 创下历来人数最

多和代表政党最多的纪录， 在四级议会 ５ 万多名候选人中， 华裔候选人超过

１０００ 名， 而所代表的政党派系， 也几乎遍及大部分政党， 就是一些伊斯兰政

党也有华裔候选人。① 虽然选举结果不理想， 但华人参政的热情高涨。 印尼

《国际日报》 发表评论认为， 从 ２００９ 年起， 印尼华人已成为印尼社会重要政

治力量。

与印尼华人凸显华族身份而参政不同， 泰国华人则基本上以华裔泰人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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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印尼华人全面参政成主流社会重要组成部分》 ， 《国际日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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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参政。 众所周知， 泰国华人融入泰族的程度较高， 华社精英通常以泰族认同

为第一认同， 以华族认同为第二认同。 在 １９６５ ～ １９６６ 年泰国内阁的 １９ 名成员

中， 中泰混血儿占 １２ 名， 包括总理他依。① 华人血缘基本上已经不成为政治

家需要掩饰的弱项。 １９９０ 年针隆·西蒙竞选曼谷市长， 尽管有人指责他有华

人血统， 但仍以压倒对手的多数票当选。② 此外， 泰国华人财团通过为主要政

党提供经费和邀请泰国政要参与企业管理的方式间接影响泰国政治， 尤其是对

华商的政策。③。 近年来在政坛争夺的红衫军和黄衫军， 其领袖他信和阿披实皆

为华裔。 但在政坛呼风唤雨的华裔， 其文化和政治认同都是泰族。 或许由于有中

国血统的政治家长期主导泰国政坛， 中泰关系数百年来一直稳定友好， 堪称国际

关系史的奇迹。

１９７５ 年菲华集体入籍是菲华政治认同转向的转折点。 在菲律宾绝大多数

华侨已完成政治上归化于居住国后， 其参政意识也逐渐发展。 特别是 １９８２

年 ５ 月巴朗盖选举， 菲华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 １９８６ 年 ２ 月阿基诺执政后，

不少华人被任命为政府部长、 驻外使节及各省、 市、 区的地方官员， 许多华

人企业家也纷纷参加竞选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 他们一改过去的心态， 以其

具有中国血统为荣， 努力争取华人社会的选票。 在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的国会选举

中， 至少有 １０ 多位华人及其华裔当选为国会议员。④ 华人参加 １９９２ 年大选

盛况空前。 参加各类选举的华人人数增加， 而且对总统选举起了重要影响。

９ 个总统候选人都表示同情华人或与华人亲善。 华人社会也分成 ７ 个集团分

别支持 ７ 个候选人， 每个候选人得票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与华人领

导层的关系。 华裔阿尔弗雷多·林将军竞选马尼拉市长获得胜利， 部分要归

功于华人的票数和财力上的支持。⑤ 华人投票的原则更多的是基于整个菲律

宾的利益而不仅是为了华人族群的利益。 很多情况下华人与多数菲律宾原住

民的选择是一致的， 表明华人与原住民的政治倾向将逐渐趋同， 有着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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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贵强、 古鸿廷： 《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 ， 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１９７８， 第 ９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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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利益。 更为可喜的是菲律宾年轻一代的华人政治家正在成长， 他们在坚

持华族文化的同时强调华人要融入菲律宾社会， 以菲律宾社会为归宿， 与原

住民共同建设菲律宾。 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４ 届国会的 ２４０ 名众议员中， 至少 ２４ 人为

华裔。 ８１ 名省长中华裔占了 １１ 名。 华裔地方官员， 如市长、 镇长等人数更

多。 尤其是 ７７ 岁的华裔候选人林斐洛以压倒性优势当选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市市长， 是菲华参政的标志性成就。 在阿罗约总统的内阁中， 农业部长黄严

辉是纯华人血统的部长， 国防部长德奥多洛也有华人血统。① 菲律宾华人社

会普遍认为， 在菲律宾可以积极鼓励华人参政， 但不能操之过急成立华人政

党， 否则会使华人从主流社会中孤立出来， 违背华社一贯主张的融入主流社

会的立场。

菲律宾华人普遍参政是从 １９８６ 年的紧急大选开始的。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流亡海外的反对党领袖阿基诺参议员在马尼拉机场遭枪杀， 事件引发一场对菲

律宾影响深远的政治危机， 迫使马科斯总统于 １９８６ 年提前举行总统选举。 在

这场选举中， 菲律宾华人首次参加国会议员选举， 总统候选人阿基诺公开承认

自己的华裔血统， 华人选民则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参加选举。 当马科斯总统连任

胜出的选举结果宣布后， 反对党发动大规模的示威集会， 抗议选举舞弊， 一些

华裔青年也走上街头， 直接参加了后来称之为 “人民力量” 的 ２ 月集会。

１９８７ 年， 为鼓舞菲华参与选举的热情， 菲律宾 ５ 家华文报纸， 在选举期间公

开呼吁华人积极参与选举， 支持华裔候选人。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 ３ 日， 《世界日报》

发表评论 《一次意义重大的选举： 华人参政成熟的标志》， 号召 “让我们怀着

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菲律宾公民的自豪感， 投身到这场标志着我们华人参政成

熟的重大标志的选举中去”。

推出和支持华裔候选人， 成为华人积极参选的主要目标。 １９８７ 年菲律宾

举行国会参、 众两院选举时， 科拉松总统亲自提名的 ２４ 位参议员候选人名单

中有 ３ 名华裔， 参加众议员选举的 １８９７ 名候选人中， 有 ７１ 名华裔。 虽然华裔

候选人并不特别标榜代表华人的利益， 但这是华人社会首次被动员起来， 从族

群立场支持华裔候选人。 在 １９８７ 年国会选举中， １４ 名华裔当选国会众议员，

７１０

① 〔新加坡〕 《联合早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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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数 ５ ６％ ， 高于华人人口比例数倍。 另外， 在许多省议会和政府公职选举

中， 也不乏华人当选。

１９９２ 年的大选， 华人参政进一步发展， 参加各级议会选举的华人华裔增

多。 仅在大马尼拉就有 ３６ 名华人角逐市政、 国会和参议院席位。 １５ 名角逐国

会议员的华人中， 有 ５ 人当选。 而在上一次 （１９８８ 年） 该区选举中， 只有 ４

人参选， ３ 人当选。 在马尼拉市长选举中， 由于有华裔候选人林斐洛 （Ａｌｆｒｅｄｏ

Ｌｉｍ） 参选， 大多数马尼拉华人选民把选票投给他， 并在经费上给予支持， 成

为林斐洛当选的一股助力。 然而， １９９２ 年大选最让人瞩目的是华人首次公开

对总统候选人的态度。 在以往总统大选中， 华人社会尽管有所选择， 但只是暗

中支持。 此次总统大选期间， ７ 位总统候选人均非华裔， 都表示出对华人的善

意， 而华人社会则因看法不同， 分别公开支持 ７ 位候选人。 虽然表面上看华人

的选票有所分散， 却表明华人从菲律宾整体利益出发， 与土著选民一样， 可以

公开选择自己认可的总统。

积极参政的观念已经深入华社人心， １９９５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７９％ 受访

华人不赞同 “华人不应从政” 的传统观念， 仅 ９％ 的受访者仍坚持这一看法。

７４ １％ 同意华人有权向政府施压， 要求政府解决华社面对的问题， 仅 １０％ 认

为华人没有权利向政府提类似要求。 华人投票也显示多元化， 华人投票的原则

更多的是基于整个菲律宾的利益而不仅是为了华人族群的利益。 在菲律宾的多

党制下， 不再有所谓整个华社支持一个选定的候选人之类的事情发生， 年轻华

人更以国家问题的取向来选择所支持的候选人。

到了 ２１ 世纪， 更多较 “纯正” 的华人开始从政。 之前的参政华裔， 以

混血儿居多， 即除了拥有华人血统外， 其余与本土菲人一样， 没有接受过华

文教育、 不会说华语。 在 ２００１ 年中期选举中， 至少有 ５ 名能讲闽南话的华裔

当选众议员， ２ 人当选省长， １ 人当选市长， 还有大约 ２０ 人当选省市议员和

市长。 其中， 当选众议员的洪于柏和张桥伟， 不仅能讲他加禄语、 英语和闽

南语， 还能讲汉语普通话。 年轻一代的华人政治家在坚持华族文化的同时强

调华人要融入菲律宾社会， 以菲律宾社会为归宿， 与原住民共同建设菲律

宾。

２００６ 年大选后， １４ 名参议员中 ３ 人属华裔， ２００ 名众议员中 ８ 名属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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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名省长中有 ３ 名华裔， １５７７ 名市社长中有 １０２ 名华裔。 在华人选民最多的

马尼拉市第三区， 参加竞选该区 ６ 席市议员的华裔候选人多达 １１ 位， ４ 人当

选。

２０１１ 年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 （以下简称菲华商总） 提供的资料显示， 菲

律宾政府各部、 委、 署、 局的部级任命官员中， １５ 人是华人 （见表 １）； 在国

会议员中， 有 ２６ 人是华人血统， 占国会议员比例超过 １２％ ； 在各省、 市、 社

长及其副手中， 有 ２７４ 名官员是华人。

表 １　 ２０１１ 年菲律宾政府华裔部级官员名单

姓 　 名 职 　 位

林炳智（ＲＯＢＲＥＤＯ，ＪＥＳＳＥ Ｍ ） 内政部长

阿尔伯托·林（ＬＩＭ，ＡＬＢＥＲＴＯ） 旅游部长

陈显达（ＬＡＣＩＥＲＤＡ，ＥＤＷＩＮ） 总统府发言人

蒙特霍·吴（ＭＯＮＴＥＪＯ，ＭＡＲＩＯ ＧＯ） 科技部长

帕德兰加（ＰＡＤＥＲＡＮＧＡ，ＣＡＹＥＴＡＮＯ ＪＲ ＷＯＯ） 国家经济和发展局局长

洪钦钦（ＨＥＮＡＲＥＳ，ＫＩＭ ＪＡＣＩＮＴＯ） 国内税务署署长

黄廷光（ＵＹ，ＩＶＡＮ ＪＯＨＮ ＥＮＲＩＬＥ） 咨讯暨通信科技委员会主席

曾 － 贡萨加（ＣＨＡＮ⁃ＧＯＮＺＡＧＡ，ＮＧＩＮＡ ＴＥＲＥＳＡ Ｖ ） 总统府廉政委员会专员

阿尔弗雷多·波（ＰＯ，ＡＬＦＲＥＤＯ Ｙ ） 专业规管委员会专员

ＳＹＬＩＡＮＧＣＯ，ＧＥＯＲＧＥ Ｔ 总统通讯业务办公室副部长

ＴＩＯ，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ＲＥＹ Ｍ 总统通讯业务办公室副部长

里卡尔德·陈（ＲＩＣＡＬＤＥ，ＰＥＬＡＧＩＯ ＴＡＮ） 投资署署长

德拉拉·许（ ＪＡＮ ＭＩＫＡＥＬ ＤＥ ＬＡＲＡ ＣＯ） 助理执行新闻秘书

埃尔比尼亚斯（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 ＥＬＢＩＮＩＡＳ） 上诉院陪审法官

洛德斯·王（ＭＡＲＩＡ ＬＯＵＲＤＥＳ ＯＮＧ） 总统助理

　 　

菲华向候选人提供经费， 与政治人物结成私人情谊也是华人参与政治的一

种方式。 每次竞选， 政客们向工商界的募款经费中很大部分来自华人社会， 这

一传统由来已久。 无论是在马科斯任总统时期还是在科拉松总统、 拉莫斯总统

时代， 华人都向参选的政治家提供了大量的竞选经费。 １９５０ 年代的麦格塞塞

总统， 就曾通过朋友找菲华商总助选。 一些菲华侨领和马科斯总统、 科拉松总

统私交甚笃。 据菲华商总李永年访谈录， 科拉松在为竞选总统筹措经费期间，

是他亲自开车， 将科拉松送到当时商总理事长庄清泉家， 收取商总提供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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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金。 不少华商领袖也积极参与国家事务， 获总统委以重任。 如李永年曾获阿

基诺总统委任为大使， 黄呈辉、 蔡聪妙、 蔡其仁、 施恭旗、 李逢梧等人曾获阿

罗约总统委任为特使。

不过， 华人中的大多数仍然属于无特定政治倾向阶层。 华人群体的突出经

济表现， 抑或导致其在政治上更加难以融入主流社会， 而政治上的障碍又使华

人更多地关注经济而远离政治， 这样便陷入恶性循环。 此外， 所谓的主从关系

（Ｐａｔｒｏｎ⁃Ｃｌｉ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或庇护制的菲律宾政治文化、 家族主义及人情至

上的政治观念， 华人与当地人经济矛盾的政治化以及华人社团的山头林立因

素， 均影响华人作为少数族裔正常参与国家政治。

越南华人的政治权利在 １９８６ 年越南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有所改善， 不过越

南华人尚未在国家政治层面发挥重要作用。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 中越关系实现正常

化， 越南政府对华人采取实用政策， 希望利用华人的经济能力， 因此也重视保

障华人的政治权利。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 越共中央在河内和胡志明市分别召开华人

工作会议， 称 “越南党和国家对华人的政策是， 既充分保障华裔公民的权利

和义务， 又确保实行民族平等， 尊重、 维护和发扬华人的美好民族文化传统，

为越南各民族大家庭丰富多彩的文化作出贡献”①。 此后越南政府采取了一系

列改善华人政治经济地位的措施， 如允许华人参军、 从事工商贸易和金融行

业、 恢复华文中小学、 允许华人子弟上大学、 可以成为国家公务员等等。 迄今

为止， 在越南尚未有代表华人族群利益的政党和代言人。 华人只是作为个体参

与公众事务和担任政府官员职务。 胡志明市的华人工作处主任由华人何增担

任， 一些华人担任市、 区、 街道的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等。②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在越南第十二届国会代表选举中， 由胡志明市祖国阵线委员会推荐的胡志

明市市委委员、 华人工作处主任、 市委民运处副主任 （越南华人） 姚妙玲当

选连任。 总体而言， 即使是担任公共管理事务的华人， 其级别也较低， 且被安

排在不太重要的位置上。

０２０

①

②

赵和曼： 《越南华侨华人在振兴该国经济中的作用》 ，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１９９３ 年第 １ 期。
于向东： 《战后 ５０ 年来越南华人政治地位的变迁》 ，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第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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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动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的华商

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较大社会影响力， 是华侨华人推动所在国与中国关

系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与外交关系中， 华侨华人或作

为个体， 或通过社团与华文媒体途径， 为中国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作

出重要的贡献。 在此仅举几个例子。

促进中国与印尼恢复外交关系的华商唐裕。 唐裕 １９２６ 年出生于印尼棉兰，

祖籍福建安溪蓬莱镇温泉村， 是东南亚地区著名的实业家， 敦那士私人有限公

司主席， 国际儒学联合会的理事长。 唐裕年幼时被父亲送往新加坡学习华文，

成人后在印尼和新加坡两地经商， 从事船务和经营石油公司。 １９５０ 年代以后，

唐裕定居新加坡， 自置油轮， 经营海上石油运输， 鼎盛时期拥有 ２００ 多万吨船

队， 有新加坡 “船王” 之称。 唐氏以成功商人身份， 早年就展示 “民间政治

家” 的才华。 １９５０ 年代初， 唐裕配合印尼中央政府， 协助消除苏门答腊巨港

以及其他岛屿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误解， 促进甫独立的印尼各地和各族的合作。

为此， 时任苏门答腊巨港市长的阿邦拉萨克评价他是 “为印尼独立和印尼政

府付出精力、 人力、 财力， 为独立的印尼国家作出贡献的人”。 １９６４ 年， 新马

合并， 成立马来西亚， 印尼认为这是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新殖民主义产物。

据称印尼特工在新加坡制造恐怖爆炸事件， 新加坡政府不顾当时印尼总统苏加

诺的要求， 将两名印尼特工处死。 印尼政界一片哗然， 海陆两军戒备， 扬言对

新加坡动武。 唐裕此时在新印两地都有大企业， 以印尼国际贸易尚需新加坡转

口为由， 力劝印尼苏加诺总统不能动武。 １９６０ 年代中期， 印尼和马来西亚因

婆罗洲的边界划分发生武装冲突， 唐裕穿梭于两国之间传递信息和居间调解。

１９７０ 年代后， 唐裕又出面帮助协调科威特、 巴林和阿联酋等国部长成功地访

问了印尼， 为日后印尼与这三个国家的建交作出了贡献。①

促成中国与印尼复交， 堪称唐氏的得意之笔。 １９６５ 年以后， 中国与印尼

全面交恶， 乃至中断外交关系。 唐氏深知， 双边关系的恢复需从恢复经贸入

１２０

① 任越： 《 “民间大使” 唐裕》 ， 《东南亚纵横》 ２０００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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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１９７８ 年， 唐氏作为在印尼有较大商业利益和影响力的印尼工商总会名誉

会员， 推动该会会长苏坎达尼率团访华。 苏坎达尼在 １９９３ 年出版的回忆录里

记载， 他当时也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 这是印尼商品极大的市场；

同时， 印尼也需要中国的产品， 双方互有需求。 为此， 苏坎达尼三次向印尼时

任总统苏哈托提出恢复印尼和中国两国直接贸易关系的建议。 正是在唐裕和苏

坎达尼的共同努力下，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 苏坎达尼终于代表印尼工商会和中国贸

促会在新加坡签署了两国恢复直接贸易关系的谅解备忘录。 虽然这份备忘录是

以 “民间形式” 签署的， 但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 也对两

国 １９９０ 年恢复外交关系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① 苏坎达尼后来被中国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授予 “人民友好使者” 称号。

双边直接贸易毕竟还不是外交关系。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 印尼前副总统马利克

通过唐裕致函中国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奚业胜， 希望能在年内访华。 中国外交学

会会长韩念龙回函由唐裕转交， 邀请马利克访华。 另一位印尼前副总统布沃诺

也在唐裕的帮助下， 由韩念龙会长向布沃诺发函邀请访华。 两位印尼前副总统

的顺利访华， 增进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

１９８９ 年， 唐裕访问中国， 受到中国总理李鹏的接见。 返回印尼后， 唐裕

向国务部长慕迪奥诺转达中国领导人希望恢复邦交的期待。 主掌中国事务的国

务部长慕迪奥诺力劝苏哈托总统做出邀请中国总理李鹏访问印尼的安排。 李鹏

总理于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 ６ 日抵印尼访问， 与苏哈托总统签署复交文件， 实现了中

国与印尼的关系正常化。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２５ 日，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长授予

唐裕先生帕拉塔玛勋章 （ Ｂｉｎｔａｎｇ Ｊａｓａ Ｐｒａｔａｍａ）。 在唐裕先生授勋仪式上， 印

尼外交部长称： “唐裕先生是这样的一位印度尼西亚公民。 他在印度尼西亚争

取独立的革命和实现独立内容的时期为帮助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 不计名

利， 作了诸多贡献。 甚至在外交领域， 唐裕先生也作了他的贡献。 他帮助实现

了恢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②

在中马友好关系和促成中马建交方面， 李引桐、 曾永森等人起了重要

２２０

①

②

孙天仁： 《一生中最大的成就———访印尼友人苏坎达尼》 ，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政府昨向华族名士唐裕颁授帕拉塔玛记功勋章》 ， 《印度尼西亚日报》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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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李引桐 １９１３ 年出生于福建南安芙蓉竞丰村。 １２ 岁时随父到新加坡投靠宗

亲李光前先生。 李引桐先后在新加坡和中国国内就学， 后在李光前的公司任

职， 以人品和能力逐渐被重用， 聘为南益公司的总巡， 全权处理当时最为棘手

却想大力发展和扩张的泰国橡胶业务， 不久又被任命为泰国南暹公司的总经

理。 在李光前准备放弃南暹公司时， 李引桐买下南暹公司的产业， 创立了泰国

德美行有限公司， 该公司后成为泰国橡胶业巨擘。 在朝鲜战争期间， 橡胶是中

国急需的重要战略物资，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其盟友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

李引桐通过他在香港的南宗公司， 由泰国经香港、 澳门两地辗转捐赠给国内大

量的橡胶， 并多次秘密回国考察在国内种植橡胶树的可能性。 他历尽艰险， 将

橡胶树苗和相关仪器引进海南岛， 又聘请专家到海南帮助传授橡胶栽培技术，

在海南岛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橡胶种植基地， 弥补橡胶种植的空白。 迄今， 橡胶

品种的 “桐 １ 号” “桐 ２ 号” “桐 ３ 号” 等 “桐” 字号， 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中

国 “橡胶之父” 的功业。

１９５５ 年， 李引桐冲破重重阻力， 成功地组织和发动了华侨工商代表团回

国， 受到何香凝、 廖承志的热烈欢迎。 １９５６ 年， 他又组织了新马工商考察

团到中国访问， 并参加国庆观礼活动， 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１９７０ 年，

马来西亚发生大水灾， 李引桐请求中国红十字会捐款赈灾。 中国救灾代表

团飞抵吉隆坡， 获得坚决反共的马来西亚政府的款待。 １９７０ 年， 为了尽快

让中马建交， 李引桐力劝其密友、 当时准备参选首相的大马国防部长拉扎

克， 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争取华人选票。 拉扎克正苦于无人搭桥中国方面，

李引桐自荐往北京， 表达拉扎克要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 李引桐的书面建

议被送达毛泽东主席， 毛主席批示： “可以谈。” 李引桐被破天荒地任命为

中共的联络代表， 直飞吉隆坡， 代表北京与拉扎克会谈。 １９７２ 年， 中马两

国展开正式谈判。① １９７４ 年， 中国和马来西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李引桐也

因此就有了衔着橄榄枝的 “和平鸽” 、 不拿薪水的 “外交官” 的美称。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 ５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部、 中央军委授予李引桐先生 “一等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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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和碧君： 《曾永森穿针引线乒乓球为马中破冰》 ， 〔马〕 《中国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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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称号， 并颁发给他一枚国家一级和平勋章， 以表彰他在中马建交中所作

的贡献。①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 李引桐还向福建省政府和厦门市发送关于厦门特区建设意

见的信函。 李引桐根据自己多年的国际经商经验， 认为 ２ ５ 平方公里的厦门特

区太小， 招商门槛又太高， 倡议在厦门扩大特区范围和建设 “自由港”。 时任

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看到信后， 深有同感。 此后每逢中央领导人来厦门视察，

他必定据此汇报 “自由港” 事项。 １９８４ 年， 邓小平视察厦门， 在项南再次提

议下， 同意将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②

马华公会前会长、 现任马来西亚首相对华特使兼马中商务理事会主席黄家

定也是马中友好往来的推动者。 黄家定 １９５６ 年出生于霹雳州哥打淡板新村，

华校毕业后入拉曼学院大学先修班， 后获得政府助学金进入马来亚大学， 获理

科荣誉学位， 精通中、 英、 巫三种语文。 黄家定政治生涯始于 １９８６ 年担任当

时的交通部长兼马华总会长敦林良实的新闻秘书， 他先后出任马华公会副总会

长、 总会长、 卫生部政务次长、 内政部政务次长、 内政部副部长和房屋及地方

事务部长。 ２００８ 年因马华公会选举失利， 引咎辞去马华公会会长和部长职位，

并宣布不入阁， 不蝉联。 此后出任马中商务理事会主席和马来西亚首相的中国

特使， 迄今仍是马来西亚华人中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 其从政座右铭是

“堂堂正正做人， 清清白白做官， 踏踏实实做事”。 据其本人叙述， 其政风深

受朱镕基影响。③ １９９６ 年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访问马来西亚时， 黄家定被指定

为朱镕基在马时的 “侍卫部长”。 朱镕基在政务上所展现出来的魄力与执行

力， 尤其是肃贪方面的决心， 被黄家定视为楷模。 他曾公开表示： “我最敬仰

的一位国际领袖就是中国总理朱镕基。 他的两大特点是： 办事时铁面无私， 待

人时心细如尘。”④

黄家定在部长和副部长任内， 对推动中马关系不遗余力。 ２００３ 年， 黄家

４２０

①

②

③

④

百度百科： 人物·李引桐条， ｈｔｔｐ： ／ ／ ｂａｉｋｅ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ｌｉｎｋ？ ｕｒｌ。
钟兆云： 《１９８４ 年邓小平视察厦门内情》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ＧＢ ／ ｐａｐｅｒ２０８６ ／ 。
２００８ 年， 黄家定先生应作者之邀， 受聘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客座教授。
黄文斌、 叶汉伦： 《做事、 做官、 做人： 黄家定的政治人生》 ， 吉隆坡： 嘉阳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第 ７４、 ７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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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部长任内， 随同候任首相巴达维访问中国。 在访问厦门大学时， 得知厦门

大学南洋研究院对马来西亚有较深研究后， 黄家定向巴达维建议， 在马来西亚

大学设立中国研究所， 厦门大学也同时设立马来西亚研究所， 两个机构常年合

作， 每年轮流在厦门和吉隆坡召开中马关系研讨会。 ２００７ 年， 他以马华公会

会长身份访问北京、 山东和上海， 目的是建立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 建立

马华和中国地方政府的关系。

２０１１ 年， 黄家定接任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 同时被任命为马

来西亚首相对华特使。 自就任以来， 黄家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国家重点项目上，

始终按照马中商务理事会的宗旨， 促进和加强马中两国经贸、 金融、 制造、 服

务等行业双边合作， 准确有效地传达两国之间的商务信息， 吸引中国大型国有

或原国有企业到马来西亚投资。 在两国一些重大的合作项目上， 马中商务理事

会充分发挥了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进行协调和沟通的重要作用。 在黄家定的策

划和奔走下，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正在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出席中马经贸投资合作论坛时提议双方共建中马钦州产业园， 作为双

方在中国西部地区合作的第一个工业园。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 两国总理出席了

中马钦州产业园开园仪式。 ６ 月 １５ 日， 在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贺国强和马总理纳吉布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共建马中关丹产业园的

意向协议， 以带动马来西亚东海岸经济特区的发展。 中马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里， 落实了中国—东盟合作框架下 “两国双园” 的合作模式。

在巴达维和纳吉两届总理任内， 中马政治、 经济和军事合作关系迅速发

展， 作为两任总理的政治盟友与私人密友， 黄家定功不可没。

作为厦门大学的客座教授， 黄家定和时任高教部副部长的何国忠博士自

２０１１ 年起就参与筹备和全力推动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设立。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贾庆林访问马来西亚期间， 出席了厦门大学在马来西亚建立分校签字仪式。 １０

月，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马来西亚新阳光集团、 厦门大学在中马经济合作高峰

论坛上签订全面支持厦门大学马来西亚校区建设的协议。 中马双方还宣布， 将

依托厦大马来西亚分校， 建设中国东盟海洋学院。 这是中国首次同意公立大学

在海外设立分校。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一校连两国， 体现出中马人文交流的

深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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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菲建交过程中， 菲律宾华侨也扮演重要促进角色。 １９７４ 年， 马科斯

总统夫人访问北京后， 由晋江旅菲知名人士吴永源、 杨振殊、 施天津、 吴礼

祥、 洪宗凯等人在当年发起创立菲华联谊会， 以促进中菲友谊、 增进双方互相

了解为宗旨。 菲华联谊会首先为中菲建交造势， 在菲首都马尼拉放映中国电

影， 举办马科斯夫人访问中国图片展。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建交以后， 各地华侨华人力促中外地方和民间关系的发

展。 如印尼华人， 在促成中国与印尼缔结友好省市、 友好城市、 发展政府和民

间的合作与交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① 祖籍广州开平的印尼侨领胡建章便是

一代表性人物。 早在 ２００５ 年， 胡建章率领印尼华裔青少年夏令营一行 ２０ 多人

回到开平寻根问祖。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胡建章组织了四次印尼华裔参加中国 （江

门） 侨乡华人嘉年华活动， 让他们认识祖籍国， 增进对祖籍地的感情， 并借

机前来家乡开展友好交流活动。 每次他都组织印尼不同城市的华人参加， 以便

让更多的印尼华人与祖籍国祖籍乡友好交往， 以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 为使中

华文化可以在泗水传承下去， 胡建章在泗水市为贫苦的华人子弟设立了助学

金、 奖学金， 自己出资每年选送青少年到广州学习中国武术。 另外， 他还多次

率领泗水华侨音乐社赴江门、 珠海、 中山、 香港特区等多个城市进行过艺术文

化交流表演。 他还和 ＡＤＩＪＡＳＡ 基金会的同事们一起连续几年每年资助 ２０ 多位

印尼青年赴重庆师范学校深造， 为培养印尼华文师资积极努力。 在胡建章的牵

线搭桥和积极会商下， ２００９ 年江门幼儿师范学校和泗水小太阳三语国民学校

签订为 “友好姐妹学校”， 开创了两市学校合作交流的新篇章。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在泗水市政府办公厅举行的泗水建市 ７１６ 周年仪式上， 市长

班邦先后向在泗水市的建设与发展、 环保、 社会医疗、 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作

出杰出贡献的人士颁发奖状， 胡建章获得了 “印中文化艺术交流贡献奖”。 他

的积极联系和精密配合促进了江门市和泗水市两市的政府间往来， ２００９ 年江

门市市长王南健访问泗水市并和泗水市班邦市长签订了 《两市友好合作交流

纪要》。 时隔一个月， 胡建章全程陪同班邦市长回访江门市， 开展两市的 “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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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丽嫦： 《中国与印尼关系发展中软实力的提升及华侨华人的推动作用》 ，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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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旅”， 并展开了对广州、 中山、 珠海的政府访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他又协助

促成了江门市政府代表团率艺术团赴泗水市参加文化艺术旅游节， 努力推动两

市的友城建设。①

表 ２　 东亚、 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建立友好城市 （省） 概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年底）

国 　 别 省 ／ 州 城市 合计

菲律宾 ９ １８ ２７
印 　 尼 ７ １０ １７
泰 　 国 １８ １１ ２９

马来西亚 ４ ６ １０

新加坡 ０ １ １
越 　 南 ５ ２４ ２９
缅 　 甸 ０ ６ ６
老 　 挝 ４ ２ ６
柬埔寨 ７ ４ １１

韩 　 国 １５ １２９ １４４
朝 　 鲜 ３ ５ ８
日 　 本 ３５ ２１６ ２５１
合 　 计 １０７ ４３２ ５３９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网站的相关统计数据整理。

结　语

就中国的对外关系而言， 东南亚是中国巩固周边关系的关键， 是中国外交

的核心利益所在。 ３６００ 多万华侨华人， 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 ６％ 。 其人口素质

（教育和现代技能） 较高， 多从事经贸、 技术和管理行业， 形成规模庞大、 实

力雄厚的华商群体。 他们与中国是天然盟友。 共同的文化和民族认同、 密切的

地缘、 亲缘关系和某种程度的利益相关， 都使东南亚华商一直秉持促进当地国

与中国友好关系的意愿， 成为中国改善与东南亚政治与外交关系的管道和动力

之一。

７２０

① 《印尼侨领胡建章情系桑梓致力中印交流誉满两地》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ｚｇｑｊ ／ ２０１１ ／
０５ － １８ ／ ３０４８７６１ ｓｈｔｍ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