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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新生代华裔的国家认同与

文化认同研究

　 沈　 玲∗

摘　要： 通过对泰国近 ５００ 名新生代华裔及其家庭成员就语言使用、

语言能力、 族群意识等问题的问卷调查与访谈发现， 泰国华

裔青少年在认同方面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从国家认同来

看， 他们已完全倾向于居住国， 从文化认同来看， 新生代华

裔与其祖辈相比， 对中华文化更多的是理智型认同， 而其祖

辈更多的是情感型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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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认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原意为相同或同一， 后来用于心理学中， 指的是个人与他

人、 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情感上、 心理上的趋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认同主要

指一种身份意识， 包括性别身份认同、 族裔散居者的文化身份认同或民族文化

认同等在内的问题成为精神分析批评、 后结构主义批评等争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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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包括自我认同与集体认同。 从哲学、 心理学角度来看， 自我认同是

因自我意识萌生而产生， 并伴随着自我意识的成熟而形成的一种身份感， 它

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特征。 集体认同则侧重于社会学、 政治学的角度， 是指因

对所属地域、 文化、 集体的某种体验而来的归属感， 像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

文化认同、 乡土认同等都属于集体认同。 历史、 性别、 阶级、 种族、 民族、

宗教信仰、 地域等是建构集体认同的主要依据。 自我认同与集体认同并非毫

无关联， 集体认同中的历史、 性别等因素是形成自我认同的社会性因素。

海外华人的认同是一个复杂的存在， 对此众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

庚武教授将现今正在变化中的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状况分成历史认同、 中国民

族主义认同、 村社认同、 国家 （当地） 认同、 文化认同、 种族认同和阶级认同。

他指出， 可通过多种认同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这个观念来处理华人的认同问

题①。 庄国土教授倾向于将东南亚华人的认同分成政治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

两类， 其他包括文化、 历史、 阶级、 法律、 社区、 种族等在内的认同全部归

入其中②。 就海外华人华侨而言， 人口的迁移流动以及在异域的生存发展必

然伴随着认同的发生与变化。 认同问题并不是静态的， 在不同时期同一类人表

现出的认同有可能发生变化。 海外华人的认同情况复杂， 从认同类型来看， 有

国家认同、 政治认同、 经济认同、 文化认同等， 虽然这些认同概念各有交叉，

但当我们谈及认同时， 还是可以在多重认同的前提下区分不同的认同来进行讨

论， 而且各国的华人情况不同， 除了要分类型讨论还应分国别来研究。

海外华侨华人多集中在东南亚地区， 其中又以印度尼西亚、 泰国、 马来

西亚三国的华侨华人数最多， 而泰国又是东盟十国中唯一没有遭受殖民统治

的国家。 历史上泰国政府没有特别排挤与压迫华人， 反而是积极接纳华人融

入泰国社会。 从族群关系来看， 泰国的华人与泰国原住民友好相处， 这些都

为泰国华人认同泰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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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



华侨华人蓝皮书

学术界对泰国华人华侨的认同研究或者从宗教和民间信仰角度切入， 或

者从华人认同、 政治参与角度切入， 或者从民族学角度进行比较， 对泰国华

人的认同问题作了较深入的理论探讨， 已取得了不少成果， 形成了一些代表

性的观点。 比如， 美国施坚雅 （Ｓｋｉｎｎｅｒ， 也译作斯金纳） 的 《泰国华人社

会： 历史的分析》 一书在关注泰国华人同化政策研究的同时得出结论： 泰

国华人都会被同化， 泰国华人社会在未来将不复存在。 这就是学术界普遍认

为的斯金纳 “单一认同模式”。 他的观点受当时国际大环境的影响， 带有冷

战思维， 其同化理论受到后人较多的质疑。 考福林 （Ｃｏｕｇｈｌｉｎ， 有译作高国

麟、 柯林） 在其代表作 《双重认同： 当代泰国华人》 一书与论文中认为，

泰国华人虽然在国家认同上倾向于泰国， 但仍保持着一定的本民族文化认

同， 因此泰国华人的认同是双重认同 （ｄｏｕｂｌ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唐志强和陈国贲提

出的 “唐和陈模式” （Ｔｏ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ａ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则主张， 泰国华人的认同是

多元的、 复杂的， 并不是单一朝着斯金纳的同化模式发展①。 庄国土教授认

为， 泰国 “华人族群认同意识逐渐削减， 但进程放慢”②。 国内有研究者认

为， 自 １９７５ 年中泰建交以来， 华人的发展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华人更加

主动、 广泛地参与当地政治生活， 随着泰国华人政治认同转向泰国， 他们的

文化认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有既认同当地文化又认同华人文化的特点③。

还有研究者通过对泰国华人社会的考察发现， 泰国华人不是被同化而是主动

融入泰国社会， 泰国华人与中国并没有形成过真正的 “集体认同”， 泰国华

人的认同是基于经济规范下的阶层认同④。

目前学界对泰国华人的认同研究侧重于老一辈华人， 而对于新生代华裔

缺少调查研究。 实际上，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世界格局已发生了巨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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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素芳 《泰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八桂侨刊》 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庄国土： 《略论东南亚华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发展趋势》，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
参见陈晓宏 《战后中泰关系视域下的泰国华人认同研究》， 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３。
参见赖映红 《泰国华人身份属性及认同对中国软实力建构的启示》，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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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中国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崛起， 像泰国等海外华人华侨生活较多的国

家与中国的政治、 外交关系都有良好的改进， 国际形势与经济的发展使得海

外新生代华裔生活的社会政治、 经济、 文化等方面都有不同于以往的特征，

因此在认同方面自然会出现新的情况。 “全球化进程改变了华侨的生存状

态， 从而对他们的生存身份产生了新的影响， 对他们的身份归属和文化认同

带来了新的特点。”① 而青年期是塑造认同的最佳时期， 通过对新生代华裔

青少年的调查， 可以发现他们在文化认同方面所具有的特点。

基于以上考虑， 本调查组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至 ８ 月在泰国曼谷公立中山学

校、 罗勇光华学校、 吞武里易三仓学校、 普吉泰华学校、 挽武通大同学校和

公立文益学校 ６ 所学校就泰国新生代华裔的文化认同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和

访谈。 虽然王庚武教授对认同的分类较为繁复， 但他提出的多重认同观念给

我们研究海外华人的认同方面以很大的启发。 本文即在王庚武教授的多重认

同框架之下进行研究与分析。

本问卷共有 ２１ 大题 １０８ 小题， 内容涉及被试对象的个人情况、 语言、

宗教信仰、 文化、 社团、 媒体使用等方面， 除与个人情况有关的题目不涉及

其祖辈、 父辈外， 其他题目均有对被试者祖辈、 父辈的调查。 本文主要以其

中的 １２ 大题 ５７ 小题展开讨论， 以期通过对华人家庭三代人的对比发现新生

代华裔在认同等方面的新变化。

本调查共分发问卷６００ 份， 实际回收５０１ 份， 回收率８３ ５％， 其中有效问卷

４３８ 份， 有效率 ８７ ４３％。 本调查问卷分别设有汉语版和泰语版， 泰国新生代华

裔青少年或因自身汉语水平或因阅读习惯， 均选择泰语版问卷进行作答。

参与调查的泰国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基本情况如下： 男性 １９８ 人， 占

４５ ２％ ， 女性 ２４０ 人， 占 ５４ ８％ 。 所有被试均出生于泰国， 均有泰国国籍，

其中华人混血占 ８ １６％ 。 平均年龄 １４ ７ 岁。 ３９ ８％ 的被试来自富裕家庭，

５５ １％的华裔家庭条件一般， 约 ５ １％的家庭经济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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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震： 《全球化时代的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特点》， 《扬州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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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泰国新生代华裔的国家认同分析

在认同类型中， 文化认同是核心， 国家认同则起支配作用， 影响其他认

同。 关于国家认同，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 简单来说， 国家

认同就是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的归属感与情感依附， 包括对国家的态度与情感

取向。 国家认同带有一定的强制性， 它的转变标志是国籍的改变。 就东南亚

地区来说， 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大多数华人已经加入了居住国国籍， 国家认

同的转变至此也基本完成。 在入籍问题上， 泰国政府曾几次修改入籍条件，

到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 华人入泰国籍的条件再次放宽， 只要同时满足月收入 １００

美元以上、 能说泰语、 非政治犯这三个条件即可申请入泰国籍， 取消了在泰

国连续居住满 ５ 年以上才能申请的限制， 这就进一步促成在泰国的华人加入

泰国国籍。 而泰国政府实行的出生地和血统相结合的政策又使得华人华侨的

后代可以自动获取泰国国籍。

1  国籍情况

问卷对新生代华裔及其家庭主要成员的国籍问题进行了调查， 结果见

表 １。

表 １　 国籍情况

单位： ％
国

籍调 查 对 象
中国籍 泰国籍 不清楚

新生代华裔的祖辈 １６ ００ ８ ００ ７６ ００

新生代华裔的父辈 １ ８８ ８２ ３０ １５ ８１

新生代华裔 ０ １００ ００ ０

　 　

从表 １ 可以看出， 如果去除不清楚部分， 在新生代华裔所在的华人家庭

中， 确定是中国籍的比例呈代际下降， 即祖辈为中国籍的最多， 其次为父

辈， 而新生代华裔均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在泰国出生， 已全部加入泰国国

籍。 他们从小接受泰式教育， 视泰国为自己的祖国， 自认是泰国人。

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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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政意识

参政意识是国家认同的另一个标志。 泰国华人的参政意识是东盟十国中

最强的。 本调查问及泰国新生代华裔的职业选择， 结果显示， 在未来的职业

选择上， 泰国新生代华裔更倾向于从事商业活动， 较少有进入政坛的打算。

即便选择进入政府部门当公务员， 也是因为这一工作社会地位较高， 收入稳

定， 新生代华裔并未将升官晋职等视为努力追求的目标。 通过访谈还发现，

９５％以上的被试没有那种以泰人身份参政议政而为泰国华人争取更多权利的

想法。 其实从新生代华裔明确表示他们是泰国人这一点可以看出， 在泰国新

生代华裔心目中， 华人和其他泰国人一样享有同等权益， 有不少被试明确表

示现在没有必要特别强调他们的华人身份。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华裔作为

泰人中的一分子， 其参政议政已是非常自然和普遍的事情。 根本而言， 华人

或华裔参政与泰人参政已无实质性的差别。”① 他们 “以公民身份参政， 不

凸显华族身份， 不代表华族群体”②。 泰国华人的参政主动而积极， 他们高

度认同泰国的政治与社会。 这种认识的形成与泰国的国籍法有关。 因为若从

政治法律角度来看， 在泰国， 不论你的血统、 文化、 宗教为何， 只要入了

籍， 都是泰国公民。 而且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 泰国的华人是以泰籍泰人的

法律身份而不是泰籍华人或华族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 特别是 １９９２ 年 “五

月流血事件” 以后， 泰国走向多元民主， 华人参政的环境更加宽松， 获得

的参政权利也较过去更多。 正因为泰国人与华人都可以自由参政， 并有同等

的参政权利， 同样受国家法律保护， 所以华人也无须着重彰显其华人特性。

实际上， 经过多年的同化， 泰国的华人与泰人已高度融合， 正因此， 接

受调查的被试才认为无须特别强调其血统或民族。 另外， 从历史上看， 泰国

参政的华人中有不少就是企业家， 他们在经济上获得较大的发展之后， 或通

过选举、 资助政党直接参政， 或作为影响政府决策的压力团体间接参政， 以

此获得更大的势力。 因此， 即使表面看来， 被试的新生代华裔没有浓重而明

１８２

①

②

许梅： 《泰国华人政治生活的变迁》， 《东南亚研究》 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
庄国土： 《东南亚华人参政的特点和前景》， 《当代亚太》 ２００３ 年第 ９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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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参政意识， 但也不能因此断定那些选择从商的新生代华裔一定会放弃未

来参政的可能。

3 中文姓名使用情况

有研究指出， 泰国是 “华人被同化的程度最深”① 的国家。 所谓华人被同

化程度最深， 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基本上归化， 绝大多数加入泰籍；

二是华人以泰国为家， 效忠于新的祖国甚至改泰名、 泰姓， 表明华人落地生根

的观念较强； 三是接受泰国的文化、 语言以至很多习俗， 如合掌礼， 进泰国的

寺庙， 同泰国人民一起过宋干节 （泼水节）， 甚至成年剃度出家等②。

从国籍来看， 本次调查的新生代华裔已全部加入泰籍。 从姓名来看， 姓

氏是标志血缘关系的一种文化符号， 有着调整和维持社会结构的作用。 中国

传统文化中历来重视血缘以及由此而来的姓氏制度。 某种意义上， 是否拥有

中文名字是对宗族与民族认同的判断指标。 一般来说， 认同中华传统文化，

认同华人身份的华人倾向于保留与使用中文姓名。 但是， 泰国为了同化华侨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如泰国皇室对上层华人赐爵封衔、 颁布 《姓氏条例》，

准许华人将原来的中文姓氏更换为泰人姓氏等。 这就使得一批华人不再坚持

中文姓氏， 反以有泰姓为傲。 而且 “华人中更换泰姓的人日益增多。 据报

道， 目前申请更换姓氏者， 华人占 ９０％ ”③。

表 ２ 是本次对中文姓名的调查结果。

表 ２　 使用中文姓名情况

单位： ％
调 查 对 象

中 文 姓 名
新生代华裔 新生代华裔的父辈 新生代华裔的祖辈

有 ９ ０６ ３ ６４ ４ ５５

没有 ９０ ９４ ９６ ３６ ９５ ４５

　 　

２８２

①

②

③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广东华侨研究会编著 《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 暨南大学出版

社， １９８９， 第８７ 页。
许国栋： 《从华人宗教信仰剖析泰国的同化政策》，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１９９４ 年第 ２ 期。
周聿峨： 《东南亚华文教育》， 暨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第 ２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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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２ 中可以看到， ９０％以上的泰国新生代华裔以及他们的祖辈、 父辈

没有中文姓名。 调查同时发现， 有 ５ ４６％ 的被试的中文名字是父辈起的，

５５ ４５％的被试的中文名字是家中的祖辈所起， ３９ ０９％ 由老师等其他人所

起。 在有中文名的被试中， 约有 ６１％ 的中文名是由其直系亲属所起， 其中

由父母所起的比例小于由祖辈所起的比例。 这些数据表明， 在姓名方面愿意

保留华人特性的泰国华人较少， 泰国华人家庭虽遵从由祖辈为孙辈起名的传

统， 但对中文姓名并不特别重视。 在有中文名字的新生代华裔青少年中， 有

６１ ８４％的人知道自己中文名字的意思， ３４ ８８％的人会写自己的中文名。 进

一步调查发现， 新生代华裔的中文名多在华校学习时使用， 占 ４４ ２１％ ， 其

次为亲朋好友见面打招呼时使用等。 在家庭成员之间， 无论是父母叫孩子还

是爷爷叫孙子， 泰国名都是最常使用的， 且祖辈、 父辈与孙辈之间泰国名字

的使用比例呈上升趋势。 具体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姓名使用情况

单位： ％
姓

名使 用 场 合
中文名 泰文名 英文名 其他

调查对象的父母称呼调查对象 ３ ６８ ９１ ９１ ２ ９４ １ ４７

调查对象的爷爷称呼调查对象 １ ６３ ８９ ４３ ５ ６９ ３ ２５

调查对象的爷爷称呼调查对象的父亲 ３ ３６ ８７ ３９ ５ ８８ ３ ３６

调查对象称呼华人朋友 ３ ２３ ９ ６８ ５ ６５ ８１ ４５

　 　

仅就中文姓名的调查来看， 在泰国华人家庭中， 中文姓名的保留人数与

使用人数都较低， 泰国华人对自己中文姓名的重视和了解程度都不太充分。

泰国新生代华裔仍有华人身份认同， 但更多的是泰国人身份认同。 本调查显

示， 一方面， 在有中文姓名的被试中， 由直系亲属之外如教师等起中文名的

比例不低， 另一方面， 新生代华裔有中文姓名的比例相较于他们的父辈和祖

辈有所上升。 因调查均在设有汉语课的学校进行， 且汉语课任课教师均为不

懂泰文的中国教师， 因此有中文姓名的新生代比例上升更可能是汉语教育在

泰国蓬勃开展的结果， 而并不能表明泰国新生代华裔宗族与民族认同的上

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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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通过以上对被试的国籍、 职业选择、 参政态度、 中文姓名等的调查分

析， 可以认为泰国新生代华裔在国家认同上已完全认同泰国， 泰国政府多年

来在同化华人方面采取的措施确实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

二　泰国新生代华裔的文化认同分析

尽管泰国华人在日常生活外在表现的许多方面， 如衣食住行、 风俗习

惯、 语言使用上已经与泰国人没有多少不同， 不过在深层次， 泰国华人与泰

国人还是存在差异。 这种差别正是华人文化认同的体现。 我们知道文化认同

是对群体或文化的态度与情感取向， 它包括个体与外部世界、 其他个体或群

体的关系。 不同于政治国家认同的强制性特征， 文化认同是个体的本能选

择。 在能体现个体文化认同的所有因素中， 语言符号、 行为规范、 价值观念

等是常见的考查指标。 下面我们将从语言、 族际通婚等方面分别对新生代华

裔的文化认同进行分析。

1  几种主要语言掌握与使用情况

本问卷分别就泰国华人社会几种主要语言的掌握与使用情况进行了调

查。

关于祖籍方言的掌握情况， 调查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祖籍方言掌握情况

单位： ％
掌 握 程 度

调 查 对 象
听说流利 听说一般

能听懂，只
会说一点儿

能听懂，
但不会说

听不懂

也不会说

华裔青少年 ４ ８５ ４７ ５７ ３９ ８１ ０ ９７ ６ ８０
华裔青少年的父辈 ２０ ３８ ４２ ９３ ２０ ５１ ７ ４３ ８ ７５
华裔青少年的祖辈 ５ ４１ ６７ ５７ ４ ０５ ９ ４６ １３ ５１

　 　

在被调查的泰国新生代华裔中， 祖籍方言听说流利的占 ４ ８５％ ； 听说

一般的占 ４７ ５７％ ； 能听懂， 但只会说一点儿的占 ３９ ８１％ ； 能听懂， 但不

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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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说的占 ０ ９７％ ； 听不懂， 也不会说的占 ６ ８％ 。 若将听说流利与听说一般

的都视为可以用祖籍方言进行日常交际， 则对比华人家庭的三代人可以发

现， 泰国新生代华裔与其父辈用祖籍方言交际的水平总体低于其祖辈， 祖籍

方言的掌握情况与代际呈正相关。

关于汉语普通话的掌握情况， 调查结果见表 ５。

表 ５　 汉语普通话掌握情况

单位： ％
掌 握 程 度

调 查 对 象
听说流利 听说一般

能听懂，只
会说一点儿

能听懂，但
不会说

听不懂也

不会说

华裔青少年 １１ ４５ ３２ ０６ ４１ ２２ １６ ０３ ３ ８２

华裔青少年的父辈 ２２ ８２ １１ ２１ １２ ３７ １６ ９１ ２３ ２０

华裔青少年的祖辈 １５ ９１ １１ ３６ ６ ０６ １５ ９１ ３ ７９

　 　

从表 ５ 可以发现， 若将汉语普通话听说流利与听说一般的都视作能以

普通话进行交际， 华人家庭汉语普通话的掌握情况与代际呈正相关。 与其

祖辈、 父辈相比， 泰国新生代华裔是华人家庭三代人中普通话水平总体最

好的一代， 他们对汉语普通话的掌握情况好于汉语方言。

关于新生代华裔及其家人自认为哪种语言说得最好， 调查结果见表 ６。

表 ６　 对自我语言表达水平的评估

单位： ％
语

言调 查 对 象
英语 泰语 汉语普通话 汉语方言 其他

华裔青少年 １１ ９７ ４１ ８８ １８ ８０ １５ ３８ １１ ９７

华裔青少年的父辈 ３０ ００ １６ ２５ ２８ ７５ ３ ７５ ２１ ２５

华裔青少年的祖辈 ２６ ２４ ３４ ７５ １ ４２ ３４ ０４ ３ ５５

　 　

从表 ６ 可以看出， 泰国华人家庭中， 新生代华裔的父辈自认为英语水平

最高的人最多 （ ３０％ ）， 新生代华裔自认为泰语水平最好的人最高

（４１ ８８％ ）， 而新生代华裔的祖辈自认为泰语水平最高的人数和自认为汉语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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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水平最高的人数相差不多， 都在 ３４％ 左右。 这一结果也与上文泰国华

人家庭三代人对祖籍方言和汉语普通话的调查结果相印证。 但在祖辈中， 自

认为普通话水平最高的比例不到 ２％ ， 表面看起来与表 ５ 中的结论矛盾， 但

表 ６ 主要是比较几种语言表达水平， 表 ５ 则只考察一种语言的表达水平， 两

者侧重点不同。

表 ６ 还显示， 新生代华裔的父辈自认为英文水平和汉语普通话水平最

高的比例最高。 本调查中的新生代华裔所在的家庭多数经营商业活动， 且

近 ４０％的家庭经济条件不错， 作为家庭支柱的父辈是英文水平和汉语水平

最高的一个群体并不奇怪。 这与英文和中文在泰国经济发展中实用价值的

提高有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泰国经济发展， 华人资本在其中占有重

要地位， 要更好地发展跨国贸易或者获得升迁， 熟练地掌握英语就成了关

键。 因为英文在经济生活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华人才会更努力地学习。

９０ 年代以来， 随着中国的崛起， 中泰经济交往的日渐频繁， 汉语普通话的

实用价值也进一步提高， 成人学汉语的热情也因此大增。

而作为调查对象的泰国新生代华裔普遍出生在语言控制基本不存在

的 ９０ 年代以后。 实际上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以来， 泰国政府就开始放宽

华文教育政策。 华文成为外语教育语种之一， 可以按照目前泰国外文教

育教学政策合法进行。 华文教育可以从小学一直到高中， 大学有中文系

或中文组。 小学的华文教育从原来的一至四年级延长至六年级， 那些未

开设华文的学校可以从五年级开始教授华文。 在中学， 华文也成为选修

课。 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汉语课， 华文培训中心也不断增加， 有不少来

自中国的教师加入了泰国汉语教师队伍。 虽然表 ６ 的数据显示， 新生代

华裔并不认为汉语普通话是他们说得最好的语言， 但考虑到他们现在多

是初中学生， 未来汉语普通话的水平还有不少提升的空间与可能。 新生

代华裔与泰国人在共同的学校接受相同的教育， 平常与泰国人有较多的

接触机会， 自然他们的泰语水平要远远高于汉语水平， 包括汉语方言水

平。 可见， 与其祖辈、 父辈不同， 新生代华裔生活在一个更宽松开放的

时代， 新生代华裔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均得到了加强， 表现在语言上就是

６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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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语言能力的兼备与提高。

有研究指出： “如今， 在泰国 ７０ 岁以上的老年人能够熟练掌握汉语方

言， 四五十岁左右的人可用少量的华语进行交流， 而因为华文教育的断层等

原因， 比较年轻的人多半不会讲华语或者汉语方言。”① 从本调查的结果来

看， 老一辈华人的汉语方言水平确实要高于其孙辈， 而包括汉语方言在内

的几种语言在现代华人社会的使用情况则较为复杂。 泰国的华人多数来

自中国的潮汕地区， 潮州话是华人社会的主要方言， 因为潮州人较早在

泰国从事商业活动， 社会影响力较大， 因此潮州话也是华人社会的商业

用语， 一些来自中国其他地域的华人也会说潮州活， 早期华校还曾一度

将潮州话作为教学用语， 有的私立中等专业学校， 如呖喃隆商校直到

１９９２ 年才改用汉语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 此外， 客家话、 闽南话、 粤语

等也有一定的使用人群。 从表 ４ 可以看到， 泰国华人家庭三代人中， 有

的祖辈、 父辈既听不懂又不会说祖籍方言， 成长在这样家庭的新生代们

丧失了方言的学习环境， 泰语成为他们的母语或最常用交际语言。 除此

之外， 有不少泰国华人家庭三代人能说方言与汉语普通话。 本调查问卷

将潮州话、 客家话、 闽南话、 粤语等单独列出来， 与汉语普通话、 泰语、

英语等一起进行了调查， 以了解泰国华人社会几种主要语言的使用情况。

调查结果见表 ７。

从表 ６ 可以看出， 不论是方言水平还是汉语普通话水平， 泰国新生代华

裔都不是最高的群体。 而表 ７ 则表明， 新生代华裔确实具有多语言能力， 但

其语言使用情况较为复杂。 在日常生活中， 如与亲戚、 父母、 祖父、 华人朋

友交谈时他们能根据说话对象与场合转换语言， 同时存在较多语言混用现

象。 而其祖辈与父辈交谈时及父母之间交谈时更常用包括潮州话、 客家话、

闽南话、 粤语等在内的汉语方言， 泰语和汉语普通话的使用率都不如汉语方

言高。

７８２

① 蔡昌卓主编 《东盟华文教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３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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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几
种
主
要
语
言
使
用
情
况

单
位

：
％

使
用

情
况

使
用

语
言

新
生

代
华

裔

青
少

年
与

父

母
之

间

新
生

代
华

裔

青
少

年
与

祖

辈
之

间

新
生

代
华

裔

青
少

年
与

华

人
朋

友
之

间

新
生

代
华

裔

青
少

年
与

华

人
同

学
之

间

新
生

代
华

裔

青
少

年
与

亲

戚
之

间

新
生

代
华

裔
青

少
年

与
非

华
人

同
学

朋
友

之
间

公
共

场
合

新
生

代
华

裔

父
母

之
间

新
生

代
华

裔

父
辈

与
祖

辈

之
间

泰
语

５
７９

４
１０

３
２０

５
５６

１
５７

５
４７

４
６５

６
５０

８
８７

汉
语

普
通

话
９

０９
６

５６
１６

８
０

５
５６

１１
８

１
６

２５
８

５３
９

７６
４

０３

潮
州

话
０

８３
５

７４
３３

６
０

９
５２

１６
５

４
３

９１
２１

７
１

４９
５

９
３３

０
６

闽
南

话
１

６５
４

１０
２１

６
０

３
９７

１８
１

１
１０

９
４

１８
６

０
９

７５
４

０３

客
家

话
９

０９
１

６４
９

６０
１９

８
４

４０
１

６
１０

９
４

１３
１

８
２０

３
３

３０
６

５

粤
语

１１
５

７
３

２８
８

８０
２４

６
０

１８
９

０
１９

５
３

３
１０

１１
３

８
４１

９
４

英
语

７
４４

２
４６

２２
４

０
７

９４
１０

２
４

７
８１

１０
０

８
５

６９
３

２３

混
合

，但
以

普
通

话
为

主
３

３１
１４

７
５

３
２０

１６
６

７
５

５１
１６

４
１

６
９８

３
２５

１１
２

９

混
合

，但
以

汉
语

方
言

为
主

１４
０

５
３

２８
２４

８
０

６
３５

１５
７

５
１４

８
４

１１
６

３
２

４４
９

６８

混
合

，但
以

泰
语

为
主

１２
４

０
１０

６
６

２
４０

１
５９

３
１５

０
７８

９
３０

０
８１

３
２３

混
合

，但
以

英
语

为
主

２２
３

１
９

０２
４

００
１

５９
１１

０
２

２４
２

２
３

１０
４

０７
２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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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字书写水平

除了语言表达能力外， 问卷还调查了新生代华裔及其家庭成员的汉字书

写水平。 调查结果见表 ８。

表 ８　 汉字书写水平

单位： ％
书 写 水 平调 查 对 象

非常好 一般 只会写一点儿 不会写

新生代华裔 ４４ ５７ １３ ０４ １５ ２２ ２７ １７

新生代华裔的父辈 ３７ ７５ １５ ６ ２３ ７９ ２２ ８７

新生代华裔的祖辈 ３３ ６２ ２０ ６９ ４１ ３８ ４ ３１

　 　

表 ８ 显示， 就汉字书写水平而言， 新生代华裔处于两个极端， 汉字书写

水平最高与不会写的比例均是华人家庭三代人中最高的。 新生代华裔的祖辈

中不会写汉字的人最少， 只会写一点儿的比例最高。

有学者认为， 地域观念、 方言的使用是出于文化关系， 而不是政治与权

力关系①， 不过就本次调查而言， 政治关系与权力关系导致了新生代华裔的

地域观念与方言使用与其祖、 父辈相比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体

现在祖籍地域观念的淡薄和方言水平与使用频率的降低。 实际上， 政治关

系、 权力关系会影响语言的使用。 在某些国家， 在政治高压、 强权政治统治

之下， 一个族群的语言可能会从显性使用到隐性使用， 甚至会一度消失， 而

另一种语言也可能取代一种语言成为强势语言。 同样经济关系也会促进一种

语言的流行与使用。 泰国虽没有严重的打击华文教育的行为， 但泰国政府颁

布的法律法规在一定时期还是影响了汉语在泰国的发展与使用。

接受调查的新生代华裔的祖辈和父辈出生并接受教育的时间大致是在

２０ 世纪四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 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里， 泰国的华文教育

经历了起伏。 １９４６ 年 《中暹友好条约》 规定， 华人有设立学校教育子女的

自由， 但 ７ ～ １４ 岁的华人学龄儿童均接受泰文初小四年的强迫教育。 １９４７

９８２

① 林其锬： 《论文化认同与华人社会》，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１９９２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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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驻泰使馆人员与泰国教育部的协议又规定， 华文学校一至四年级每周

华文课的时间在 １０ ～ １２ ５ 小时。 泰国的华文教育获得了短暂的发展。 １９４７

年銮披汶执政之后， 华文课只能上到小学四年级， 且周课时降低， 教材由泰

国教育部统一编订， 泰国的华文教育陷入低谷。 １９５４ 年， 泰国政府修改了

１９１８ 年的 《暹罗民立学校法》 （又称 “民校条例”）， 规定不准增加华校学

生的名额， 不准华校增办， 校主必须是三代泰籍之人等， 华校因此锐减。

１９６０ 年， 泰国政府又公布 《发展国家教育方案》， 规定华校须于三年内逐渐

减少华文的教学时数， 三年后初小各年级每周只能教授 ５ 小时。 后因各华校

董事会与华人社团的请求， 泰国教育部同意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校每周可教 ６

小时华文， 不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校每周可教授 １０ 小时华文， 但民办华校只

能开办四年制小学。 所以华校学生与华校数量又一次减少。 １９７５ 年中泰建

交之后， 泰国政府才允许教授华文的民办小学由四年制延长为六年制， 但五

六年级不准教授华文， 而改以每周教授 ５ 小时英文。 允许教授华文的学校，

小学一、 二年级每周只可教授 ５ 小时， 原有的三、 四年级每周仍可教授 １０

小时， 但以后要逐渐减少。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泰国教育部又规定全国中小

学实行新学制， 华校可设五、 六年级， 但只准教英文， 全部华文日校初小一

至四年级， 每周都只准教授 ５ 小时华文①。 由此可以推测， 本次调查的泰国

新生代华裔所在的家庭， 如果没有另外上华文补习学校或补习班， 其祖辈与

父辈在学校接受华文教育的时间并不多。 同时， 此时泰国政府还对华文教师

严格审查，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泰国的汉语教师都处于短缺状态， 不少教

师也没有接受过严格的汉语学历教育， 教师的汉语普通话水平不高， 教出来

的学生的汉语普通话水平也可想而知。 另外， 华文在当时也失去了使用价

值， 作为一种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民族语言， 学习的时间少， 效果不明显，

而其他功课的压力又大， 家长考虑孩子的前途， 也会更重视孩子的泰语和英

语学习。 在种种因素影响下， 现在新生代华裔的祖辈与父辈的汉语听说读写

水平不会很高。

０９２

① 周聿峨： 《东南亚华文教育》， 暨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第 ２８２ ～ ２８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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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随着世界范围内汉语热的兴起， 包括本次被调查的四百多名新生

代华裔在内， 有越来越多的泰国华人与泰国人开始学习汉语。 《中国社会科

学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国外语言生活动态栏目》 引一则编译自泰国

《国家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的报道宣称： “泰国　 汉语成最受泰国学生欢迎

外语。” 据统计， “泰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委员会管辖的 ７００ 所学校约 ３０ 万名

学生学习中文。 日语、 韩语也日渐受欢迎， １７５ 所学校约 ３ ４ 万名学生学习

日语， １ ２ 万名学生学习韩语， 而韩语仅次于近些年才开始在基础委管辖的

学校中教授。 亚洲语言日渐风靡， 而西方语言， 尤其是法语， 则日渐式微。

基础委教育标准局副局长指出， 中国经济强盛致使学生更多地关注亚洲语

言。 东盟经济共同体也影响学生选择学习周边国家的语言”。 从中可以发

现， 经济因素已经成为影响语言学习者学习动机的最直接因素。 这一点在上

文已有论及， 而现在泰国新生代华裔的汉语学习动机也有明显的表现。

3 中文学习动机

本调查考察了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中文学习动机， 此项设为多选， 但绝

大多数新生代华裔青少年只选择了其中一个原因。 调查结果见表 ９。

表 ９　 中文学习动机

单位： ％

学习中文

的原因

父母

要求

祖辈

要求

自己想学，
因为我是

华人

中文对将

来找工作

很有用

对中国

文化感

兴趣

想到中

国旅行

想和中

国人做

生意

想到中

国定居
其他

百分比 ６ ０８ ２ ８２ ０ ４５ ２ ４８ ２ １４ ８１ ０８ ２ １４ ０ ７９ ２ ０３

　 　

表 ９ 的结果表明， 只有 ０ ４５％ 的被试表示是 “自己想学， 因为我是华

人”， ２ １４％的华裔被试因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才学习汉语， ８ ９％的华裔被

试表示是父母或爷爷奶奶要求他们学习汉语， 其他则是因为学汉语对找工作

有用， 或者因为将来想和中国人做生意、 到中国来旅行而学习汉语。 通过访

谈得知， 多数泰国华裔学生的家庭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贸易、 餐饮、 旅游等工

作， 受家庭影响， 华裔学习汉语为的是将来更好地从事相关的工作。 可见，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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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华裔学习动机的工具性特征比较明显， 新一代的年轻华人普遍以一种

务实的心态学习汉语。

从表 ９ 可以看出， 因家中长辈要求学习中文的比例并不高。 这一方

面说明， 泰国华人家庭比较民主， 较少强迫孩子做他们不喜欢做的事情；

另一方面也表明， 在族群语言学习方面， 泰国华人家庭并不将其视为文

化代际传承所必需。 这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 “泰国华人在华语问题上也

有分歧。 大部分华人认为华文是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纽带， 而且华人在

泰国的经济地位较高， 他们以能说华文为荣。 但也存在另一种声音， 也

有人因为融入泰国当地生活、 与泰人通婚等原因， 不重视华文， 不要求

子女学习华文”①。

那么， 新生代华裔如何看待华语学习？ 本问卷对新生代华裔主动学习中

文的意愿设计了几组问题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见表 １０。

表 １０　 中文学习意愿

单位： ％

调查内容 选择比例

如果有机会，愿意到中国长期学习中文 ２５ ２０

不愿意到中国长期学习中文 ４２ ２８

如果有条件，将来会坚持让自己的孩子学中文 ４８ ４６

不会坚持让自己的孩子学中文 １０ ７７

由孩子自己决定是否要学中文 ２１ ５４

要求孩子会听说汉语方言即可，不一定要学习汉语 １９ ２３

如果条件允许，将来会让自己的小孩到中国学习中文 ５２ ０３

不会送孩子到中国去学中文，但一定会在泰国的华校学习中文 ２４ ３９

即便条件允许也不会允许孩子到中国学中文 １２ ２

　 　

表 １０ 显示， 有 ２５ ２％的被试表示， 如果有机会， 愿意到中国长期学习

中文， ４２ ２８％表示不愿意， 另有 ３２ ５２％ 的被试表示要看情况而定。 这表

明， 有一些新生代华裔仍具有积极主动的族群文化学习意愿。 问卷中还设置

２９２

① 蔡昌卓主编 《东盟华文教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３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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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道假设题。 关于如果条件允许， 是否会坚持让他们的孩子学习中文， 调

查结果表明， 有 ４８ ４６％的新生代华裔表示将来会坚持让自己的小孩学习中

文， １０ ７７％的人表示不会， 另有 ２１ ５４％ 的被试表示由孩子自己决定， 有

１９ ２３％表示只要求孩子会听说汉语方言即可， 不一定要学习汉语。 关于如

果条件允许， 将来是否会让孩子到中国学习中文， ５２ ０３％的被试表示会让

自己的小孩到中国学习中文， ２４ ３９％表示不会送孩子到中国学中文， 但一

定会在泰国的华校学习中文， 只有 １２ ２％ 的人表示即便条件允许也不会允

许孩子到中国学汉语。 从上述几组数据可以看出， 新生代华裔对下一代的汉

语学习总体是积极的， 有近一半的被试坚持让下一代学习汉语， 一半以上愿

意孩子到祖籍国学习汉语。

综合表 ４ 至表 ８ 的结果可以发现， 泰国新生代华裔在族群语言的使用与

书写等方面并没有较其祖辈、 父辈有明显的提高， 甚至其祖籍地地域方言的

水平与使用能力都有所降低。 对于海外华人来说， 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增强往

往伴随着民族性的减弱， 表现在语言上就是本族群语言能力和使用频度的降

低， 而族群语言水平的降低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程度的降低。 以上研究

表明， 泰国新生代华裔在民族文化认同方面已远不如其长辈。

泰国新生代华裔一方面承认汉语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纽带， 是华人独

特性的重要标志， 作为华人应当学习汉语； 但另一方面， 并非全部新生代华

裔都会主动学习汉语， 他们也不再百分百坚持汉语作为民族语言在本族群中

的传承。 实际上， 当泰语或英语就能满足交际需要、 现实生活中汉语已非必

需时， 华裔在语言使用中的随意性就会大大增强， 这正是语言的情感价值与

实用价值的矛盾带来的影响。

4 对族际通婚的态度

在泰国， 泰国政府鼓励华人与他族通婚， 实际生活中华人与非华人通婚

的情况并不少见。 对于海外华人来说， 与当地人通婚某种意义上可以反映其

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程度， 而华人是否愿意与当地人通婚也能反映他们的身

份认同。 “这是因为族群之间的基本差异深植于人们的群体认同之中”， “而

每一个人只有对另一个人在感情和心理上都认为 ‘可以接受’ 和感到十分亲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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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时候， 才有可能考虑到与他 （她） 缔结婚姻的问题”， 所以族际通婚可作

为 “测量不同族群相互关系和深层次融合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①。

本调查对华裔青少年对待族际通婚的态度进行了考察。 结果显示， 只有

１６ ６７％的华裔表示不会和他族通婚， 只和华人通婚； ５１ ８６％的华裔表示不

确定； ３１ ４８％的华裔肯定地表示会和泰国人通婚。 我们知道， 同族内不同

方言人群之间的通婚会导致方言的消失或强化， 族际之间的通婚也会造成语

言使用的变化， 族外通婚让本族群内语言使用的单一性与纯粹性不复存在。

泰国新生代华裔愿意与他族通婚的比例不低， 由此可以推测， 未来华人家庭

中祖籍方言和普通话的使用频率可能呈下降趋势， 同时与语言变化相伴的极

可能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削弱。

5 参加祭祖活动的情况

以上从语言使用方面探讨了泰国华人家庭的文化认同。 关于新生代华裔

参加其家族祭祖活动的情况， 调查结果见表 １１。

表 １１　 有关祭祖活动的调查

单位： ％

调查内容 比例

参加过在中国举行的家族祭祖活动 ２４ １０

参加过其家族在泰国举行的祭祖活动，但没参加过在祖籍地举行的祭祖活动 ７０ ５９

家族从来没有回祖籍地举行过祭祖活动 ２ ９８

从没参加过在祖籍地举行的祭祖活动 ２ ３７

如果有条件，将来打算回祖籍地探亲或祭祖 ２５ ８６

如果有条件，将来也不打算回祖籍地探亲或祭祖 ４１ ３８

如果有孩子，未来会带他们回祖籍地探亲或祭祖 １６ ６７

如果有孩子，未来不会带他们回祖籍地探亲或祭祖 １３ ３３

　 　

有 ２４ １％的被试参加过在中国举行的家族祭祖活动， ７０ ５９％的被试参

加过其家族在泰国举行的祭祖活动， 但没参加过在其祖籍地举行的祭祖活

４９２

① 马戎： 《民族社会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４３６ ～ ４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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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只有不到 ３％的被试表示其家族从来没有回祖籍地举行过祭祖活动， 不

到 ２ ４％的泰国新生代华裔从没参加过在祖籍地举行的祭祖活动。 这些数据

一方面表明， 仍有较多的泰国华人家庭保留着传统的祭祖习惯， 若不能回祖

籍地祭祖， 他们会选择在泰国举行祭祖活动； 另一方面， 有较多的华裔新生

代被家中长辈带着回祖籍地参加祭祖活动， 这也表明泰国华人会有意识地培

养后代的华人意识。 当问及 “如果有条件， 将来有没有打算回祖籍地探亲

或祭祖” 时， ２５ ８６％的新生代华裔表示有此打算， ４１ ３８％ 没有这一打算，

３２ ７６％表示不好说。 而当问及 “如果您有孩子， 您会带他们回祖籍地探亲

或祭祖” 时， １６ ６７％的被试表示会， １３ ３３％的被试表示不会， ７０％的被试

表示不好说。 这些数据也反映出泰国华裔青少年主动回祖籍地探亲或祭祖的

愿望并不是特别强烈， 但考虑到本次调查的新生代华裔青少年均是未成年

人， 他们的想法尚未定型， 经过家中长辈的引导， 未来不排除有更多的新生

代华裔会有此类意识。 换言之， 新生代华裔的华人意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比

较大。

“一般来说， 汉族同化别的民族， 而在泰国不同， 汉族被泰族同化。”①

其实若从另一角度来看， 泰国华人接受泰国的文化正是其民族性的一种体

现。 中华文化本身就以包容为特点， 中华民族的性格中也有重实用的一面，

所以当华人移居到泰国后， 与泰国政府的各种政策体制培养相适应， 除了在

国家认同上转向泰国认同之外， 在文化上也很自然地包融吸纳外族文化， 从

而入乡随俗。 正如台湾学者戎抚天指出的： “在与中华文化有基本关系的文

化特质上， 华人受到的影响却不大， 如祭祖、 家庭成员间的权利与义务关

系， 尤其在价值取向上， 更保留很多中国传统的色彩， 如服膺自然、 崇古、

内向发展。”② 本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结论。 访谈发现， 几乎所有被试的泰国

新生代华裔所在的家族在过春节这类传统节日时依然遵守传统的节日习俗，

５９２

①

②

范宏贵： 《华南与东南亚相关民族》，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１８４ 页。
李亦园、 文崇一、 施振民主编 《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 （上）， 台北正中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１６
页。 潘艳贤 《民族意识调控的国际例证———２０ 世纪泰国民族政策及泰国华人认同意识的演

变》， 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０７， 第 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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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在重要的日子里敬奉祭祀祖先。 本调查也证实， 泰国新生代华裔在文

化认同上显示出双重性的特征。 他们虽在国家认同上倾向于泰国， 接受了不

少泰国文化， 但并没有完全泰国化， 依然保留了不少中华传统文化。

三　泰国新生代华裔与老一辈华人华侨的

　　文化认同对比分析

“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人们的民族文化认同本质和内涵给予了界

定，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当属态度情感说和价值类型说。 前者认为个体的

民族文化认同取向反映的是一定社会文化资源满足其内在文化心理需求程度

的主观体验， 表现为人们对于某种相对稳定的文化模式的归属感， 包括社会

价值规范、 宗教信仰、 风俗习惯、 语言艺术等的认同， 其实质是一种 ‘自

我认同’， 是个体协调自己的认知、 态度和行为相同或相一致的程度。 因此

人们的某种民族文化认同一旦形成就有较强的稳定性， 可以不受地域、 环

境、 语言等限制而独立存在。 价值类型说则主张民族文化认同具有生存适应

价值， 是人们借以评量外来新异文化的内在心智操作准则， 指特定个体或群

体认为某一文化系统内在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结构中， 并自觉循之以评价事

物、 规范行为。 此外， 当人们面临社会文化转型或者多元文化情境时， 个体

民族文化认同的价值取向便趋于多元性、 多样性和多维性， 而由此建构的民

族文化认同心理结构和类型一直是学界的聚焦点。”① 就泰国华人的民族文

化认同而言， 老一代华人的民族文化认同更多属于态度情感类型， 而新生代

华裔则属于价值类型。

1  对中国的情感与态度

本调查发现， 入籍的新生代华裔对祖籍国有一定的亲近之情， 这正是

其华人意识的外在表现。 问卷考察了泰国华裔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归属意

６９２

① 王沛、 胡发稳： 《民族文化认同： 内涵与结构》，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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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即泰国华裔青少年在泰国和祖籍国中国之间， 倾向于哪一方。 因为体

育比赛较少受客观政治环境和经济利害的制约， 问卷中有一题假设有一场

体育比赛， 竞赛双方分别是中国和泰国， 请他们选择支持的一方。 调查结

果见表 １２。

表 １２　 体育比赛中支持国家的情况

单位： ％
调 查 对 象

支 持 方
新生代华裔 新生代华裔的父辈 新生代华裔的祖辈

中国队 ３０ ３８ ３８ ０４ ４３ ６９

泰国队 ３１ ６５ ３３ ８ ２３ ３

不好说 ３７ ９７ ３４ ０６ ３３ ０１

　 　

调查结果显示， 支持中国队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 新生代华裔青少

年的祖辈、 父辈、 新生代华裔青少年。 支持泰国队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

为： 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父辈、 新生代华裔青少年、 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

祖辈。 表示 “不好说” 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 新生代华裔青少年、 新

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父辈、 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祖辈。 从结果可以看出， 在

泰国华人家庭中， 祖辈是支持中国队最多的一个群体， 同时又是支持泰国

队最少的一个群体。 调查表明， 支持中国队的比例与代际呈负相关， 即被

试的祖辈一代选择支持中国队的人数最多， 其次是被试的父辈一代， 而新

生代华裔支持中国的比例最低， 但新生代华裔支持中国队的比例和支持泰

国队的比例差别并不大。 泰国新生代华裔已全部加入泰国籍， 在国家认同

上已明确指向泰国， 但若结合表 １ 的调查结果可以发现， 并非全部泰籍新

生代华裔都选择支持泰国队。 而新生代华裔的父辈中有中国籍的不到

２％ ， 但支持中国队的比例达到 ３８％ 多。 政治上的国家认同与文化上的认

同并不总是相等的， 泰国的华人不论是否改变国籍， 他们对中国仍有感

情。

关于 “中国与泰国相比， 更喜欢哪一个国家”， 调查结果见表 １３。

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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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３　 对中国、 泰国的喜爱情况

单位： ％
调 查 内 容调 查 对 象

中国 泰国 两国都喜欢 两国都不喜欢 不好说

新生代华裔 １４ ９１ ７ ４６ ３４ ６５ ３５ ０９ ７ ８９

新生代华裔的父辈 １６ ４５ １５ ２３ ２１ ５９ ２５ ４６ ２１ ２７

新生代华裔的祖辈 ６ ３９ １０ ９６ ２７ ４０ ４６ １２ ９ １３

　 　

从调查结果来看， 新生代华裔青少年所在的泰国华人家庭中， 喜欢中国

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 被试父辈、 被试自己、 被试祖辈； 喜欢泰国的比例

从高到低依次为： 被试父辈、 被试祖辈、 被试自己； 表示两者都喜欢的比例

从高到低依次为： 被试自己、 被试祖辈、 被试父辈； 表示两者都不喜欢的比

例从高到低依次为： 被试祖辈、 被试自己、 被试父辈； 表示 “不好说” 的

从高到低依次为： 被试父辈、 被试祖辈和被试自己。 表 １３ 的数据表明， 泰

国新生代华裔喜欢中国的比例不是最高， 但若加上中国和泰国都喜欢的比

例， 则是最高 （４９ ５６％ ）； 新生代华裔的父辈中， 喜欢中国的加上两者都

喜欢的， 总比例为 ３８ ０４％ ； 有 ６ ３９％的被试祖辈喜欢中国， 加上中泰两国

都喜欢的， 总比例为 ３３ ７９％ 。 这一数据同样表明， 较多的新生代华裔对祖

籍国抱有好感。

但当问及 “将来是否会到中国定居” 时， 只有 ６ ９９％ 的新生代华裔表

示会， ３９ ５２％表示将来不会到中国定居， 另有 ５３ ４９％表示 “不好说”。 通

过访谈发现， 出生并成长于泰国宽松华人政策之下的新生代华裔， 他们对其

居住国泰国的情感归属和国家认同意识明确， 但对祖籍国中国的亲近之情依

然存在， 不过这种亲近有一个前提， 即不改变他们现有的生活环境。 比起定

居中国， 他们更愿意到作为祖籍国的中国去游览参观， 这一点从表９ 对中文学

习动机的调查中也可以看出。 表 ９ 显示， 有超过 ８１％的新生代华裔学习中文

是想到中国旅行。 对新生代华裔而言， 泰国已经成为他们的家乡、 他们的祖

国， 他们不愿意离开家乡到遥远的中国去生活。 另外， 若将表 １２ 的数据与表

１３ 的数据进行比较会发现， 虽然泰国新生代华裔喜欢中国的比例较高， 但在

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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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有关国家荣誉的体育赛事方面， 支持中国队的比例又是三代人中最低的。

这看似矛盾的结论正好说明， 泰国新生代华裔对祖籍国的认同更为理性。

2 对中国的了解程度

华裔青少年对祖籍国的了解程度直接反映他们身份认同的程度。 本调查

设计了多个问题来考察泰国新生代华裔青少年及其家庭成员对祖籍国中国的

了解情况。 当问及 “您的家族从什么时候开始定居到泰国” 时， 仅 ３ １％的

被试选择 “不清楚”， 有 ６５ １２％ 的被试的家族从祖父开始在泰国定居，

１１ ６３％的被试家族从曾祖父辈开始在泰国定居， １８ ６％ 的被试家族从父辈

开始定居泰国。 当问及 “您的家族从哪儿移居到泰国” 时， 也只有 ９ ７％的

新生代华裔青少年选择 “不清楚”， 知道自己家族从中国移居到泰国的占

９０％以上。 这表明泰国新生代华裔对家族史的了解程度比较高。

“认同是个记忆问题。”① 集体认同与历史意识密切相关。 “过去的叙事

以不同方式规定了我们的位置， 我们也以不同方式在过去的叙事中给自身规

定了位置， 身份就是我们给这些不同方式起的名字。”② 因此， 在对待本民

族历史的态度中内蕴的是个体的集体认同意识。

调查组对泰国华人家庭对中国历史的了解程度进行了调查， 结果见

表 １４。

表 １４　 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情况

单位： ％
了 解 程 度

调 查 人 群
非常了解 一般了解 一点儿也不了解

现在不了解，以后会加强

对中国历史的了解

华裔青少年 ３２ ２４ ３５ ５３ １２ ５０ １９ ７３

华裔青少年的父辈 ３０ ５０ ２０ ０５ １６ ６０ ３２ ８５

华裔青少年的祖辈 ２６ ５６ ３０ ４７ １７ １９ ２５ ７８

　 　

９９２

①

②

〔美〕 戴维·莫利、 〔英〕 凯文·罗宾斯： 《认同的空间》， 司艳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１２４ 页。
〔英〕 斯图亚特·霍尔： 《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 见罗刚、 刘象愚主编 《文化研究读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第 ２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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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１４ 可以看出， 包括新生代华裔在内的泰国华人对祖籍国的历史了

解情况总体不错， 但非常了解的比例只占三分之一左右。 不过华人家庭三代

人的比例差别也不大， 且有意愿在未来加强对中国历史了解的比例比较高。

回顾泰国华文教育的历史可以发现，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銮披汶政府下令全国所有

的华校必须用泰国教育部编订的中文教材， 而这些教材中关于中国历史、 文

化、 习俗等都不准提及。 不少泰国华人因此失去学习中国历史、 文化、 习俗

等知识的机会。 这也是新生代华裔的祖辈、 父辈对中国历史了解情况并不是

特别好的原因。

调查组对泰国华裔青少年及其家庭成员对当代中国的了解程度同时进行

了调查， 调查结果见表 １５。

表 １５　 对当代中国的了解情况

单位： ％
了 解 程 度

调 查 人 群
非常了解 一般了解 一点儿也不了解

现在不了解，以后会

加强对当代中国的了解

华裔青少年 １５ ２５ １９ ４９ ４１ ５３ ２３ ７３

华裔青少年的父辈 ４０ ０４ １７ ９４ ３４ ７３ ７ ３１

华裔青少年的祖辈 ２９ ３７ ３９ ６８ ２６ １９ ４ ７６

　 　

从表 １５ 可以看出， 非常了解当代中国比例最高的是华裔青少年的父辈，

其次是华裔青少年的祖辈， 华裔青少年中非常了解中国的比例最低。 本调查

中大多数被试的家庭都从事零售业或服务业等经济活动， 而政治与经济的关

系非常密切， 作为华人家庭中坚力量的父辈更关心当代中国， 他们中非常了

解当代中国的人数比例也是三代人中最高的。 而新生代华裔平均不足 １５ 岁，

正在求学阶段， 对当代政治不是特别关心， 所以非常了解当代中国的人数比

例最低。 不过若将对当代中国非常了解和一般了解的一起统计， 在华人家庭

三代人中， 了解比例从低到高依次为： 华裔青少年 （３４ ７４％ ）、 青少年的

父辈 （５７ ９８％ ）、 青少年的祖辈 （６９ ０５％ ）。 可见， 在华人家庭中， 辈分

越高， 了解当代中国的人越多， 辈分与了解当代中国的比例呈正相关， 即随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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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辈分的下降， 了解当代中国的人数亦随之下降。 而 “一点也不了解当代

中国” 和 “现在不了解， 以后会加强” 的人与辈分呈负相关， 即辈分越低，

比例越高。 若将本调查结论与对中国历史了解程度的调查结论综合来看， 可

以发现， 在华人家庭三代人中， 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人群比例从高到低

的是祖辈、 父辈和新生代自己， 总体呈下降趋势。

3 对中文书籍的阅读意愿与兴趣

通过调查得知， 新生代华裔所在家庭中有 ３７ ６１％ 的中文书最多，

３１ １９％的家庭中文报纸最多， ４ ５９％ 的家庭中文杂志最多， 有 ２６ ６１％ 的

家庭没有任何中文书报杂志。 前文已分析， 今天泰国的华人家庭仍有汉语方

言、 汉语普通话的使用环境， 与之相似， 华人家庭也保留着一定的中文阅读

习惯， 但仍有不少家庭没有这一环境。 调查还发现， 就新生代华裔青少年所

在的华人家庭而言， 第一代、 第二代和第三代感兴趣的重点差异并不明显。

关于 “如果能阅读中文书， 会喜欢看哪方面内容的中文书”， 调查结果见表

１６。

表 １６　 中文书籍的阅读意愿与兴趣

单位： ％
内

容
调 查 对 象

中国

文化

中国

历史

中国

文学

当代中

国经济

中国

法律

当代中

国政治

中国

哲学

旅游

指南
其他

华裔青少年 １９ １０ ２４ ７２ １５ ７３ １２ ３６ ３ ９３ ７ ８７ ３ ３７ １ １２ １１ ８０

华裔青少年的父辈 １８ ７４ ２６ ４５ ６ ６４ ５ ５７ ２ ５５ １９ ７０ １ ８２ ６ ０２ １２ ５２

华裔青少年的祖辈 １２ ２４ １４ ８０ １７ ８５ １０ ２０ ３ ５７ ４ ０８ ７ １４ ３ ０６ ２７ ０４

　 　

本题为多选题， 表 １６ 显示， 除未列入选择的其他内容的书籍外， 华

裔青少年中文书籍的阅读意愿与兴趣从高到低依次为： 中国历史、 中国

文化、 中国文学、 当代中国经济、 当代中国政治、 中国法律、 中国哲学、

旅游指南等。 新生代华裔父辈的中文书籍阅读意愿与兴趣从高到低依次

为： 中国历史、 当代中国政治、 中国文化、 中国文学、 旅游指南、 当代

中国经济、 中国法律、 中国哲学等。 新生代华裔祖辈的阅读意愿与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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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到低依次为： 中国文学、 中国文化、 中国历史、 当代中国经济、 中

国哲学、 当代中国政治、 中国法律、 旅游指南等。 可见， 如果具备基本

的阅读能力， 现代泰国华人家庭三代人都更倾向于阅读有关中国文化、

中国历史、 中国文学的中文书籍， 这表明泰国华人仍很关心本民族的传

统文化。

不过相对来说， 现在泰国华人家庭中第一代的阅读意愿分布总体较均

衡， 愿意阅读有关中国法律、 政治中文书籍的比例略低于阅读中国历史、 中

国文化等的比例， 第二代和第三代的阅读意愿分布则相差较大。 第二代中愿

意阅读与当代中国政治有关的中文书籍的比例 （１９ ７％ ） 是三代人中最高

的， 这一点也正好和上文对当代中国了解情况的调查结论相符。 第三代愿意

阅读与中国历史、 文化、 文学有关的中文书籍的人数高于当代中国政治书籍

的阅读人数。 在实际访谈中发现， 新生代华裔相对了解较多的中华文化知识

偏重于美食、 旅游等， 而对中华文化中有关精神文化、 制度文化等的了解非

常不充分， 更多的是从想象的层面去认识与理解。 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 新

生代华裔中有不少人愿意阅读中国历史、 中国文化等方面的中文书籍来加强

对中国的了解。 而对于新生代华裔的祖辈、 父辈而言， 他们成长并接受教育

时期正逢泰国政府统一并限制了中文教材的内容， 这就使得他们对中国历

史、 文化等的了解不是很充分， 因此现在的他们如有可能更愿意阅读有关中

国历史、 中国文化等的中文书籍。

4 几种主要媒体的使用情况

表 １７ 是对泰国华人家庭几种主要媒体使用情况的部分调查结果。

表 １７　 几种主要媒体使用情况

单位： ％
使 用 群 体

类
型

新生代华裔青少年 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父辈 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祖辈

报纸

中文 ２５ ２８ ３２ ９８ ３７ ８８

泰文 ２３ ０３ １９ ４８ ２２ ７３

英文 ２２ ４７ ２０ ７０ ２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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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使 用 群 体
类

型
新生代华裔青少年 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父辈 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祖辈

杂志

中文 ３４ ９２ ２７ ７６ ４７ １９

泰文 ４ ７６ ６ ７０ １３ ４８

英文 １２ ７０ ２０ ３０ ２３ ６０

影视

中文 １１ ８６ ２３ ４７ ２７ ８３

泰语 ２ ５４ １１ ５６ １２ １７

英文 ２０ ３４ １５ ４８ １３ ９１

广播

中文 １７ ５２ ２１ １５ ２０ ３０

泰语 ９ ４９ ３ ６４ ２ ５４

英文 １ ４６ １９ ９２ ７ １１

网站

中文 ３７ ９６ ２９ ６８ ４２ ２８

泰文 ４ ６３ ４ ９０ ９ ７６

英文 ２０ ３７ １３ ３６ １４ ６３

　 　

从表 １７ 可以看出， 新生代华裔的祖辈是阅读中文报纸、 中文杂志， 收

看中文影视、 浏览中文网络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 新生代华裔选择英文报

纸、 影视、 网站的比例比其祖辈或父辈都高。

表 １８ 显示， 比起年轻一代， 老一辈的泰国华人更喜欢阅读繁体字的报

纸杂志。 一方面， 泰国的中文报纸、 中文出版物多数都用繁体字， 且这一代

人在接受中文教育时学过繁体字； 另一方面， 在他们心中， 繁体字代表着中

华传统文化。 接受调查的新生代华裔喜欢阅读简体字， 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汉

语教材就是简体字， 而且在他们看来， 比起繁体字， 简体字更容易认、 容易

写， 学简体字的压力没有学繁体字的压力大。

表 １８　 纸质媒体阅读语言选择

单位： ％
使 用 群 体

类

型
新生代华裔青少年 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父辈 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祖辈

报纸、杂志
简体 ７８ ２２ ５４ ２７ ４２ ０３

繁体 ２１ ７８ ４５ ５３ ５７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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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

通过对泰国新生代华裔及其祖辈、 父辈在祭祖、 方言使用、 学习动机、

中文阅读意愿、 阅读兴趣、 对中国的情感、 对中国的了解、 媒体使用情况等

方面的调查可以发现， 泰国的华人在文化方面的认同表现出双重性、 多元化

特征， 既认同泰国文化， 又认同中国文化。 不过比较而言， 华人家庭中老一

代华人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 他们有着较为浓厚的中国情

结， 在家庭观念、 道德意识等方面较多保留与祖籍国的联系， 并希望这种联

系能让后代延续下去， 因此他们会带自己的后代去祖籍地探亲或祭祖， 或在

泰国坚持祭祖活动。 老一代华人对族群文化的情感型认同在现实生活中的另

一表现就是更多说汉语方言、 恪守勤劳节俭等民族美德， 对中国传统文化了

解较多， 也喜欢中国传统文化， 平时多与本族人交往， 习惯看中文报纸、 中

文影视节目， 听中文广播。

而新生代华裔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 泰国文化之间进行比

照， 选择性地接受那些他们认为合适的传统， 包括价值观念、 生活规范、 道

德意识等， 他们会带着实用性目的， 而非出于强烈的民族情感去学习本族群

语言， 他们也不再完全坚持民族语言与文化的代际传承。 前文的相关分析都

表明， 新生代华裔无论是对传统中华文化还是当代中华文化的了解都不如其

祖辈和父辈。 可以认为， 如果说海外华人都兼具本土性、 民族性与国际性特

征， 那么老一辈泰国华人身上民族性是最为显性的表现， 其次才是本土性、

国际性； 而泰国新生代华裔则是国际性、 本土性的表现远较民族性明显， 他

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更多的是审美型认同与理智型认同。

本调查只就泰国几个地区的几所学校进行了调查， 有效样本 ４３８ 份， 相

较于全泰国的华侨华人数量而言不算多， 而泰国华侨华人分布广泛， 各地区

的华侨华人情况也不尽相同， 地域的局限与样本数量的局限以及个体差异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调查结论的信度与效度。 若想更全面地了解泰国新生代华裔

青少年的认同问题， 需要对更多的地域、 更多的群体展开调查研究， 但本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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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结论还是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

“文化认同是寻求某种文化的一致性或同一性， 但由于它缘起于文化的

差异、 流变和断裂， 因而其进程、 形态和内容都是复杂而多重的。 文化认同

是一种建立在分化、 差异 （甚至对立） 基础上的选择过程， 因此这种认同

并不是对单纯的或只有单一色调的形象的叙述， 而是对复杂的或各种颜色相

互浸染的图景的叙述。”① 从泰国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民族文化认同调查可

以发现， 泰国新生代华裔青少年对泰国的国家认同与情感归属明确， 但他们

对自己的祖籍国中国依然怀有亲近的情感， 华人身份认同意识表现在许多方

面， 从他们对祖先、 语言、 历史等的态度可以看出， 这一代保留着本民族的

文化认同， 只不过认同程度呈减弱趋势， 并且越来越隐性化与复杂化。 要进

一步提升泰国新生代华裔的民族文化认同， 无论是在海外汉语教育方面， 还

是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方面， 都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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