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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报告旨在将当代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新变化置于当今全球化

时代国际移民大背景下进行探讨与剖析。 报告首先依据联合国相关文件对国

际移民的基本定义和主要类别进行全面评介, 对当今全球化时代国际移民的

大趋势、 基本分布及主要构成进行综合评述, 进而在追溯海外华侨华人历史

发展大脉络的基础上, 重点梳理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跨国新移民的流动、

分布与构成, 阐述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新变化, 剖析新侨情, 解读新问题,

并探讨其对学术界和决策者带来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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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在绵延迁移中开疆拓土的历史, 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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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可以说, 全世界已经没有一个没有移民的地方, 全世界也没有哪一个国家

与移民毫无关系。 自 1994 年 “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 提出 “促进国际移民有

序流动, 使原居地和目的地社会共同受益” 的行动口号以来, “移民与发展” 已

经成为联合国积极倡导的一项惠及全球民生的重要事业, 因而也成为吸引世人关

注的一大热点问题。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移民历史的大国, 数以千万计的海外华侨华人在全身心

投入住在国建设发展的同时, 也为祖 (籍) 国的进步发展创下了无可替代的丰

功伟绩。 海外炎黄儿女们正是以他们胼手胝足的辛勤奋斗, 成为当今联合国所倡

导的 “移民促进发展, 发展提升移民” 的样板。 与此同时, 中国侨务工作秉承

优良传统, 坚持 “以人为本, 为侨服务”, 不断开拓创新, 为充分发挥华侨华人

的独特作用, 推进和谐世界的建设, 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本报告将在评述当代国际移民的基础上, 探讨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海外

华侨华人社会的新变化, 剖析新侨情、 新问题, 及其带给学界和决策者的新

思考。

一　 国际移民大趋势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最新报告, 2010 年全球跨国移民总数已经达到 2． 14

亿, 并预计在 2050 年将达到 4． 05 亿。 当今世界业已进入 “国际移民时代”①。

中国从民间到政界、 学界习惯言称的 “华侨华人”, 实际上是我们对中国 “跨国

移民” 之约定俗成的说法。 将 “华侨华人” 置于国际移民的大背景下进行解读,

将有利于深化对这一中国特色问题的准确认知。

(一) 国际移民基本定义

“国际移民” 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 移民的具体形态千差万别。 根据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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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委员会人口司 (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根据其所建立的全球人口数据库提出: 2010 年全世界跨国移民人

口总数总计达到 213943812 人。 笔者以为, 国际移民总量难以精确到个位数, 但其大致总量,
即 2． 14 亿则应当是比较可取的。 详见联合国 “移民数据库”: http: / / esa． un． org / migration /
index． asp? panel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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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与社会事务委员会统计司、 国际移民组织等权威机构的定义, 我们可以看

到关于 “国际移民” 的定义包含三个基本要点: 一是跨越主权国家边界; 二是

在异国居住的时间跨度; 三是迁移的目的性。 因此, 综合基本要素并结合我们的

长期研究经验, 本报告对 “国际移民” 作如下界定。

跨越主权国家边界, 以非官方身份在非本人出生国居住达一年以上, 即为

“国际移民”。 他们可能在迁移后加入新的国家的国籍; 也可能仍然保持原来国

家的国籍, 仅持有效居住证件在异国居住; 有些人可能同时持有多个国家的国

籍; 而有些人则可能属于无证、 非正规或非法迁移居留。 这是一个跨越国家政治

边界生存的特殊人群。

如果以上 “国际移民” 的定义可以成立, 那么, 中国关于 “华侨、 华人、

华裔” 及 “归侨侨眷” 的相关界定, 也就可以找到国际法的依据。 根据中国政

府的相关规定①, 华侨指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 (即仍然保持中国国籍), 华人则

是定居国外并且已经加入当地国国籍, 华裔指在国外出生的华侨华人的后代, 归

侨指回国定居的华侨。

在以上四类人中, 华侨、 华人及归侨即为国际法认定的 “国际移民”。 华裔

如果自出生后一直生活在出生国, 则只是在血统上与其祖 (籍) 国有关联, 但

并不属于 “国际移民”。 因此, 本书主要关注的华侨华人及归侨, 均属国际移民

的基本范畴。

(二) 国际移民基本类别

本文以跨国迁移者的目的为主要分类标准, 将当代国际移民的主要迁移类型

划分为工作性、 团聚性、 学习性、 投资性、 休闲性和托庇性等六大类。 具体分析

如下。

工作性迁移: 为改善个人和家庭的命运而跨国迁移, 是当今国际移民的一大

重要原因。 因此, 为了获得更高收益或更优良的工作环境而离开其祖 (籍) 国

前往另一国家工作, 构成当今国际移民的一大重要迁移类型。 此类移民除了跨越

国境、 受雇于他国之共同点之外, 还可进一步细分为技工移民 (skilled migrant

workers)、 合约制移民工 ( contract migrant workers)、 季节性移民工 ( sea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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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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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nt workers )、 短期移民工 ( temporary migrant workers )、 项目制移民工

(project-tied migrant workers)、 边境工人 ( frontier worker)、 往返流动移民工

(itinerant worker) 等等。

团聚性迁移: “家庭团聚” 是团聚性迁移的最重要构成部分。 按照 《世界人

权宣言》 等国际性公约的规定, “家庭是基本的社会单元, 家庭成员拥有一起居

住的权利, 这一权利应当得到尊重、 保护、 帮助和支持。 而且, 这一权利不仅限

于居住在其祖 (籍) 国的公民, 也得到国际法律的保护”①。 因此, 当家庭成员

之一被另一国正式接纳为移民, 其直系亲属即有权通过申请 “家庭团聚” 前去

定居。 此外, 跨国收养的外籍儿童、 不婚同居的外籍性伴侣 (同性或异性), 以

及需要由移民赡养的年老父母等, 也在近年 “家庭团聚” 类移民申请中日渐增

加。

学习性迁移: 前往异国求学的留学生, 是学习性迁移的主体。 另一类比较特

殊的 “学习性迁移” 是到异国的企事业单位接受技术培训, 即接受在岗职业培

训, 如日本之 “研修生”。

投资性迁移: 在目的国投入了该国移民法所规定的一定数额的资金, 或者在

该国创业并为当地人提供规定数额的工作机会, 从而获准移民该国的外国人, 即

为 “投资移民”。 由于投资移民可以为移入国带来直接利益, 因此受到世界绝大

多数国家的欢迎。

休闲性迁移: 这是近年来增长较快的一种跨国迁移方式, 既有大富豪一掷千

金迁移到自认为更合适的地方置业生活, 也有一些高消费国家中产阶级老龄人口

将生活地点迁移到消费水平较低的国家, 以求在有限的收入内最大限度提高自己

的生活质量。

托庇性迁移: “托庇” 指依靠别人的庇护, “托庇性迁移” 即指通过迁移以

获得另一国的保护。 例如: 因为原居地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而跨国寻求救济、 保护

的移民; 或因遭受种族、 宗教或政治迫害而不得不逃离本国, 寻求他国庇护的

“难民”。

从本书海外部分关于华侨华人基本状况的评述中可以看到, 华侨华人的迁移

途径涉及以上各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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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见 《世界人权宣言》 (1948 年) 第 1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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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际移民基本趋势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 2010 年公布的统计数据, 1990 ~ 2010 年的 20 年间, 世界

移民的绝对人口总数增加了 5842． 6 万 (详见表 1)。 就增长的相对比例而言, 则

从 1990 ~ 1995 年的年均增长 1． 4%上升到近年的年均增长约 2% 。

表 1　 全球跨国移民人口总数统计 (1990 ~ 2010)
年份 全球跨国移民人口总数(人) 年份 全球跨国移民人口总数(人)
1990 155518065 2005 195245404
1995 165968778 2010 213943812
2000 178498563

　 　 数据来源: 国际移民组织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网站 ( http: / / www． iom． int /
jahia / Jahia / about-migration / facts-and-figures / global-estimates-and-trendsJHJ1)。

而且, 由于通过跨国迁移可以改善个人的生存状况, 实现个人的理想和愿

望, 这是众多普通民众走上移民道路的基本动因, 因此, 经济收入高、 就业机会

多、 社会福利好的国家, 自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从 1990 年到 2005 年的 15 年

间, 北美接纳的外国移民数增加了 1690 万, 欧洲增加了 1470 万。 2005 年全球

1． 91 亿跨国移民中, 60． 5% (1． 16 亿) 生活在发达国家, 其中 1 / 3 在欧洲, 1 / 4

在北美 (详见表 2 ~ 6)。

表 2　 国际移民地区分布与发展趋势 (1990 ~ 2010)
类

别主 要 地 区

国际移民人数(百万) 增加数(百万) 国际移民分布比例(% )

1990 年 2010 年 1990 ~ 2010 年 1990 年 2010 年

全世界 154． 8 213． 9 59． 1 100． 0 100． 0
较发达地区 82． 4 127． 7 45． 3 53． 2 59． 7
较不发达地区 72． 5 86． 2 13． 7 46． 8 40． 3
　 其中:最不发达地区 11． 0 11． 5 0． 5 7． 1 5． 4
非洲 16． 4 19． 3 2． 8 10． 6 9． 0
亚洲 49． 8 61． 3 11． 5 32． 2 28． 7
拉美与加勒比 7． 0 7． 5 0． 5 4． 5 3． 5
北美洲 27． 6 50． 0 22． 4 17． 8 23． 4
欧洲 49． 4 69． 8 20． 4 31． 9 32． 6
大洋洲 4． 8 6． 0 1． 2 3． 1 2． 8

　 　 资料来源: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Trends in Total Migrant Stock: The 2005
Revision (POP / DB / MIG / Rev． 2005), database in digital form, 2006;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2009,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2009 (此书出版于 2009 年, 但给出了 2010 年的估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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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席卷全球的国际移民潮中, 不同国家、 地区呈现出不同特色。 在此, 笔者

依据所能查找到的相关数据, 整理、 制作成表 3, 以求能够从比较的角度, 对当

代不同国别国际移民的概况及趋势, 作一比较直观的展示。 表 4 是 1990 年与

2005 年国际移民人口总量在排行榜中位居前 20 位的国家和地区,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15 年间发生的变化, 值得关注。 为分析方便起见, 在表 4 数据的基础

上, 笔者又根据各国 (地区) 国际移民总量增长、 国际移民在全球总量中的比

例排名情况, 制作了表 5 与表 6, 侧重显示不同国家 (地区) 移民数量和比例的

相对变化趋势。

表 3　 当代国际移民概况

类 别排 序 1 2 3 4 5

1． 跨国迁移人口数量∗ 欧洲

6982 万

亚洲

6132 万

北美洲

4080 万

非洲

1926 万

大洋洲

602 万

2． 跨国迁移人口总量与本地人

口的比例∗

大洋洲

16． 8%
北美洲

14． 2%
欧洲

9． 5%
非洲

1． 9%
亚洲

1． 5%

3． 接收本国移民汇款量最多的

国家(美元)∗∗

印度

493 亿

中国

487 亿

墨西哥

222 亿

菲律宾

198 亿
缺

4． 移民汇款占本国 GDP 比例最

高的国家∗∗

塔吉克斯坦

35%
汤加

28%
莱索托

25%
摩尔多瓦

23%
尼泊尔

23%

5． 接纳跨国难民最多的国家∗∗∗ 德国

583 万

英国

292 万

美国

280 万

法国

160 万

厄瓜多尔

101 万

　 　 ∗2010 年统计数; ∗∗2009 年统计数; ∗∗∗截至 2008 年底的累计总数。
资料来 源: 根 据 以 下 信 息 整 理 制 表: ① 国 际 移 民 信 息 网 站 提 供 的 数 据 ( http: / / www.

migrationinformation． org); ②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2009,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2009 (此书出版于 2009 年, 但给出了 2010 年的估计数)。

表 4　 1990 年与 2005 年国际移民人口总量在全世界排名前 20 位的国家与地区

排名

1990 年
1990 ∶
2005

2005 年

国家或地区
移民总量

(百万)
占总数

百分比(% )
排名

变化
国家或地区

移民总量

(百万)
占总数

百分比(% )

1 美国 23． 3 15． 0 = 美国 38． 4 20． 2

2 俄罗斯 11． 5 7． 4 = 俄罗斯 12． 1 6． 4
3 印度 7． 4 4． 8 ↘ 德国 10． 1 5． 3
4 乌克兰 7． 1 4． 6 = 乌克兰 6． 8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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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排名

1990 年
1990 ∶
2005

2005 年

国家或地区
移民总量

(百万)
占总数

百分比(% )
排名

变化
国家或地区

移民总量

(百万)
占总数

百分比(% )

5 巴基斯坦 6． 6 4． 2 ↘ 法国 6． 5 3． 4

6 德国 5． 9 3． 8 ↗ 沙特阿拉伯 6． 4 3． 3

7 法国 5． 9 3． 8 ↗ 加拿大 6． 1 3． 2

8 沙特阿拉伯 4． 7 3． 1 ↗ 印度 5． 7 3． 0

9 加拿大 4． 3 2． 8 ↗ 英国 5． 4 2． 8

10 澳大利亚 4． 0 2． 6 ↘ ∗西班牙 4． 8 2． 5

11 伊朗 3． 8 2． 5 ↓ 澳大利亚 4． 1 2． 2

12 英国 3． 8 2． 4 ↗ 巴基斯坦 3． 3 1． 7

13 哈萨克斯坦 3． 6 2． 3 ↘ ∗阿联酋 3． 2 1． 7

14 香港特别行政区 2． 2 1． 4 = 香港特别行政区 3． 0 1． 6

15 科特迪瓦 2． 0 1． 3 ↘ 以色列 2． 7 1． 4

16 乌兹别克斯坦 1． 7 1． 1 ↓ ∗意大利 2． 5 1． 3

17 阿根廷 1． 6 1． 1 ↓ 哈萨克斯坦 2． 5 1． 3

18 以色列 1． 6 1． 1 ↗ 科特迪瓦 2． 4 1． 2

19 科威特 1． 6 1． 0 ↓ ∗约旦 2． 2 1． 2

20 瑞士 1． 4 0． 9 ↓ ∗日本 2． 0 1． 1

　 　 说明: 为使表格中数据所展示的变化趋势更为鲜明, 笔者对所引用表格在编排上作了几点改动。
(a) 中间排名变化栏系笔者添加, 其中, = 表示前后两个年代排名相同; ↘表示 2005 年排名比

1990 年下降; ↗表示 2005 年排名比 1990 年上升; ↓表示在 2005 年排名中跌出前 20 名。
(b) 国名前加∗号的五个国家是在 2005 年排行榜中新出现的。
(c) 统计者将中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单独进行统计, 但没有具体说明其关于 “香港外国移民”

的统计标准。 因为,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香港非华裔外籍人口在总人口的 3% ~ 5% 徘徊, 因此,
1990 年 220 万国际移民及 2005 年 300 万国际移民的统计数, 估计是将从中国内地移居香港的人口都计

入 “国际移民”。 如果说在香港回归之前, 将来自中国内地的移民列入 “跨境迁移” 的 “国际移民”
还情有可原的话, 那么, 在 1997 年香港业已回归中国之后, 如此统计显然不合适。 但此处系依据原数

据进行比较, 不作改动 (表 5、 表 6 同), 特此说明。
资料来源: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Trends in Total Migrant Stock: The 2005

Revision ( POP / DB / MIG / Rev. 2005 ), database in digital form, 2006。 转 引 自: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UN, 2006, World Population Monitoring, Focusing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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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990 年与 2005 年 15 国 (地区) 国际移民总量增长比较

排名 国家或地区
1990 年 2005 年

移民总量(百万人)
2005 年与 1990 年相比

(百万人)

1 美国 23． 3 38． 4 + 15． 1
2 德国 5． 9 10． 1 + 4． 2
3 加拿大 4． 3 6． 1 + 1． 8
4 沙特阿拉伯 4． 7 6． 4 + 1． 7
5 英国 3． 8 5． 4 + 1． 6
6 香港特别行政区 2． 2 3． 0 + 0． 8
7 俄罗斯 11． 5 12． 1 + 0． 6
8 法国 5． 9 6． 5 + 0． 6
9 以色列 1． 6 2． 7 + 1． 1
10 科特迪瓦 2． 0 2． 4 + 0． 4
11 澳大利亚 4． 0 4． 1 + 0． 1
12 乌克兰 7． 1 6． 8 - 0． 3
13 哈萨克斯坦 3． 6 2． 5 - 1． 1
14 印度 7． 4 5． 7 - 1． 7
15 巴基斯坦 6． 6 3． 3 - 3． 3

总　 　 计 93． 9 115． 5 + 21． 6

　 　 资料来源: 在表 4 的基础上计算制作。

表 6　 1990 年与 2005 年 15 国 (地区) 国际移民在全世界

国际移民总人数中所占比例变化比较

排名 国家或地区
1990 年 2005 年

移民占总量百分比(% )
2005 年与 1990 年相比

(百分点)

1 美国 15． 0 20． 2 + 5． 2
2 德国 3． 8 5． 3 + 1． 5
3 加拿大 2． 8 3． 2 + 0． 4
4 澳大利亚 2． 6 2． 2 - 0． 4
5 英国 2． 4 2． 8 + 0． 4
6 以色列 1． 1 1． 4 + 0． 3
7 沙特阿拉伯 3． 1 3． 3 + 0． 2
8 香港特别行政区 1． 4 1． 6 + 0． 2
9 科特迪瓦 1． 3 1． 2 - 0． 1
10 法国 3． 8 3． 4 - 0． 4
11 俄罗斯 7． 4 6． 4 - 1
12 乌克兰 4． 6 3． 6 - 1
13 哈萨克斯坦 2． 3 1． 3 - 1
14 印度 4． 8 3． 0 - 1． 8
15 巴基斯坦 4． 2 1． 7 - 2． 5

总　 　 计 60． 6 60． 6

　 　 资料来源: 本表系在表 4 的基础上计算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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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统计中可以看出, 高收入国家是当今国际移民的主要接纳国。 比较

1990 年与 2005 年的两次排名表, 可以看到在后一次排名中 “异军突起” 的国家

基本都是当今世界银行划定的 “高收入国家”。 例如, 德国在 1990 年排名中名

列第六, 2005 年上升到第三位, 而且无论是绝对增长总量或相对增长比例, 都

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 西班牙在 1990 年尚属榜上无名, 但在 2005 年排行榜上

则跃升到第 10 位; 排名第 13 位的阿联酋, 排名第 16 位的意大利、 第 19 位的

约旦和第 20 位的日本, 也都是 2005 年新进入前 20 名的移民接纳国。 由此可

见,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无不从国际移民中获得了可观的人才和人

力资源。

国际移民是移民群体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 国际移民流向在一定程度上是相

关社会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且以过去 20 年南欧与拉美移民流向的逆转为例,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西欧经济强劲增长, 大批西班牙、 意大利、 葡萄牙、 希腊等南

欧国家的劳动力纷纷北上打工。 但是, 自八九十年代后, 随着南欧经济跃升, 西

欧经济疲软, 不仅原本北上打工的南欧人相继返回原居国, 而且还吸引了来自非

洲、 亚洲的新移民纷纷进入当地劳动力市场。 以外国移民的净接纳数为例, 西班

牙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期, 年均接纳移民 33000 人; 进入 90 年代下半期后则

翻了一番, 增加到年均接纳 66000 人; 进入 21 世纪后, 又猛增到年均接纳外来

移民 48． 3 万人, 其中 65% 来自发展中国家, 35% 来自其他发达国家①。 拉美的

情况则正好是个反证。 20 世纪中叶之前, 拉美地区以移民流入为主, 但随着该

地区传统的移民接纳国智利、 阿根廷、 委内瑞拉等相继出现政局动荡, 经济滑

坡, 不仅外来移民纷纷离境, 本国民众也出现向外迁移浪潮。

国际移民对原居地经济、 社会、 政治等都产生了直接及深远的影响。 全球移

民汇款总额在 2000 年即已达到 1320 亿美元, 2009 年虽然受到经济危机影响, 但

仍然继续上升到 4140 亿美元。 而且, 2000 年的数据显示, 移民汇款总额中的

63%即 830 多亿美元系汇入发展中国家, 到了 2009 年, 汇入上升到 3160 亿美

元, 即总额的 76% 。 据联合国相关部门统计, 移民汇入发展中国家的钱款总数

达到各类正式官方援助钱款的 3 倍。 因此, 国际移民组织 (IOM) 一再强调: 发

900

①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委员会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UN): World Population Monitoring,
Focusing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UN: E / CN. 9 / 2006 / 3, 2006, 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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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接纳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 给他们提供劳动谋生的机会, 比给予发展

中国家任何有限的经济援助所产生的减贫效应, 都更加直接, 更具实效①。

随着国际移民以空前规模在全球流动, 几乎全球所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

到国际移民的影响, 而且, 国际移民大潮使众多主权国家不得不直接面对从人权

正义到国家安全等一系列问题的尖锐挑战, 这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必须共同面

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长期以来, 中国政府主动积极实施 “为侨服务” 战略, 数

千万海外华侨华人热忱为当地国和祖 (籍) 国建设发展贡献聪明才智, 突出成

效为世所瞩目 (详见本书关于中国侨务政策的具体论述)。

二　 海外侨情新变化

20 世纪 70 年代末, 当中国改革开放打开了对外交往的大门之后, 30 多年来

随着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口通过不同途径实现跨国、 跨境迁移, 并活跃于不同国

家的经济、 文化、 科技、 政治等不同领域, 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相关国家华侨华

人社会的基本结构。

(一) 中国改革开放前海外华侨华人概况

纵观中国社会发展的漫漫历程, 普通民众为谋生存、 求发展而背井离乡, 史

不绝书。 无论是闯关东、 走西口, 还是下南洋、 赴金山, 无论是国内著名的徽

商、 晋商, 还是名震南洋的华商、 侨领, 无不形成于流动迁移之中。 就东南沿海

尤其是闽粤地区而言, 从有唐一代至明末清初, 梯山航海、 谋生异域, 曾经是当

地人民求生存、 求发展的自发行为, 在长期的和平移居过程中形成的血缘、 乡缘

纽带, 将闽粤与今日之东南亚地区的诸多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20 世纪中叶海外华侨华人地理分布概貌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国政府对当时海外侨胞的估计数是 1300 万 ~ 1500 万

人, 其中 85%以上集中居住于当时的东南亚地区②。 进入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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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详见国际移民组织网站资料, http: / / www． iom． int / jahia / Jahia / about-migration / facts-and-figures /
lang / en。
庄国土: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第 2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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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向外人口流动出现一个明显的低谷。 就外部因素而言, 随着世界冷战格

局形成,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势不两立, 中国人的传统移民区东南亚国

家自 20 世纪 50 年代后基本对中国关闭了移民的大门。 就内部因素而言, 新中国

成立后卓有成效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理想教育, 不仅使广大人民群众愿意为新中国

艰苦奋斗, 而且还吸引了数十万海外侨胞满怀热情地回归祖 (籍) 国, 参加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基于当时的历史环境, 为了稳固新生政权, 政府强调自力更生, 关门搞建

设。 此后, 在 “左” 倾政治思想指导下, 采取闭关自守方针, 不断地搞各种运

动, 特别是在十年 “文化大革命” 期间, 公民出境障碍重重, 结果导致中国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几乎断绝了人口的国际迁移, 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与世界

上经济技术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直至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以往的 “左” 倾错误, 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上来。 从此中国社会又进入一个新的变革时期, 这 30 多年的历程, 反

映出中国人口迁移由遏制自由迁移, 逐渐向市场诱发型的自由迁移阶段过渡。

中国人 “下南洋”, 即移居东南亚的历史, 截至 20 世纪 50 年代, 大致上可

以划分为古、 近、 现三个时期①。

16 世纪之前是中国与南洋各地延续民间自由往来的时期。 历史记载显示,

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中国人泛舟南下, 住蕃经商, 留居南洋。 随着中国人在南洋诸

岛定居者渐多, “唐人街” 始现雏形。 此时肩负家庭重任而下南洋开拓者, 几乎

全是单身男性, 他们从事的职业有小商小贩、 贸易商、 手工业、 农业、 渔业等,

其中以大小商人居多。

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初是近代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形成期。 其时, 西方殖民者

东来, 以坚船利炮加之坑蒙拐骗, 在东南亚建立起了殖民者的新据点, 进而改变

了东南亚社会的性质和经济结构。 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对东南亚的侵占与 “开

发”, 加之中国本土自鸦片战争后国弱民穷, 大批中国东南沿海的青壮劳动力或

主动谋求南下谋生, 或被殖民代理掠卖为华工送往南洋充当苦力。 由是, 在 19

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中国人下南洋的一个高峰期。 近代东南亚华侨社会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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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中国人早期下南洋历史的追溯, 参阅吴凤斌主编 《东南亚华侨通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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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断壮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是中国人下南洋的第三个阶段。

此时期由于中国自身政治、 经济发生重大变化, 社会内部矛盾加深, 内战连

连; 在外部, 由于航海技术水平大幅度提升, 跨洋航行风险减小、 航期缩短,

因此, 出洋华侨人数超过既往, 形成了新的高潮, 尤其是携家眷出洋的华侨猛

增, 华侨从事的职业遍及东南亚各行各业。 华侨社团和华侨文化教育事业也在

东南亚遍地开花。 时至 20 世纪中叶, 东南亚已经成为大约 1500 万越洋谋生之

中国人的新家园。

与此同时, 在遥远的北美, 全球第一移民大国美国也是近代中国人走向海外

的又一主要目的国。 1848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的消息, 曾经吸引大批渴

望改变命运的贫困中国人不畏艰难, 奔赴北美。 而当 1863 年美国开始建筑横跨

大陆的太平洋铁路时, 又有数以万计的华工投身于艰苦的筑路工程。 全美华人达

到十万之众。 19 世纪后期, 在种族主义者的煽动下, 美国推行了长达百年的排

华法案, 一些人被迫返乡, 但仍有七八万华人在艰难的环境中自强不息, 顽强生

存。

此外,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 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欧洲的英国、 法国等国,

乃至大洋洲的澳大利亚、 新西兰, 非洲的毛里求斯和马达加斯加等国, 也都出现

了由聚居当地之中国移民形成的 “唐人街”, 成为当地国移民社会的组成部分。

总之, 时至 20 世纪中叶, 海外中国人的地理分布形成了大集中、 广分散的

鲜明特点。 首先, 海外华侨华人中将近 90% 居住在东南亚地区, 其中, 印度尼

西亚 (以下简称 “印尼”)、 泰国、 马来西亚三国华侨华人的绝对人数最多, 分

别达到五六百万, 而新加坡则以华人达总人口的 75% 以上成为中国本土之外另

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 其次, 余下 10% 的人口中, 大约一半居住在北美;

还有 5%则广泛散布于东北亚、 非洲、 拉美及大洋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2． 战后东西阵营对立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东南亚民族运动兴起, 民族国家独立, 加之中国共

产党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这些成为影响战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发展变化

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并直接影响到同期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走向。

一方面, 大战打破了战前由欧洲列强主宰世界的国际政治格局, 美国登上了

世界霸权的顶峰, 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 另一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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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也在战后明显壮大, 随着东欧八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中、 朝、 越等社会

主义国家相继诞生, 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国际社会两大阵营形成

后, 双方在政治、 经济、 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激烈斗

争。

国际上东西两大阵营的对立, 尤其是帝国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百般

敌视、 封锁、 扼杀, 导致一些民族主义国家对侨居本国境内的中国血统移民

(尤其是第一代移民) 疑惧重重。 所谓华侨乃 “第五纵队” 的谬论, 使千百万海

外中国人处境维艰。 其直接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

其一,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海外华侨几乎无法申请仍在故土的亲人到所

在国团聚, 有些国家甚至还禁止境内华侨回到中国大陆探亲访友, 广大海外华侨

连基本人权都无法得到保障。 在海外华侨的主要聚居地东南亚地区, 多数国家由

于恐共、 防共、 反共, 在战后站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边。 当社会主义新

中国成立后, 这些国家都迅速关闭了已有悠久传统的接纳中国移民的大门。 在泰

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 銮披汶政府曾经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每年接纳一万

名中国移民的协议, 1949 年后, 泰国单方面宣布废除这一协议, 规定每年接纳

移民限额不得超过 200 人。 在菲律宾, 战后菲律宾政府宣布实施限额移民政策,

规定各国每年向菲律宾移民以 500 人为限, 1949 年, 菲律宾政府以防止共产党

渗透为由, 宣布将中国移民限额削减 90% , 仅准许 50 人申请入境, 次年则干脆

连这 50 个名额也完全取消。 在美国, 1943 年美国政府宣布废除自 1882 年通过并

执行的 “排华法案”, 虽然每年华人入美人数配额仅 105 名, 但美国的对华移民

政策毕竟开始解冻。 然而,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65 年期间, 美国政府接

纳的中国移民中, 20% 是以 “反共难民” 身份得到美国庇护。 由此可见, 这一

时期美国对中国移民的 “选择性”, 以政治因素占重要地位。

其二, 出于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敌视和恐惧, 有些国家政府不仅严禁已定居

本国境内的华侨华人与祖 (籍) 国亲人建立任何联系, 甚至大肆驱逐、 逮捕乃

至关押、 杀害所谓有 “共产党嫌疑” 的华侨华人。

1952 年底, 菲律宾政府以所谓 “防共” 为由, 在马尼拉等地逮捕了 309 名

华侨闻人, 一时造成当地华侨华人人心惶惶。 在马来西亚, 战后初期的马来当

局, 以有 “共产党嫌疑” 为名, 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与马来人民共同浴

血奋战、 抗击日寇的大批华侨驱逐出境。 在印尼,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曾经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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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华侨青年希望回祖 (籍) 国学习深造, 这本属人之常情, 但印尼政府却规定

凡要到中国求学者, 必须在不准重返印尼的保证书上签字按手印方能放行。 也就

是说, 这些希望到中国求学的华侨青年在学成之后, 不仅不能回印尼服务, 甚至

连回印尼探望父母亲人的起码人权都被剥夺了。 1959 年, 印尼政府突然发布第

10 号总统令, 规定在省、 县自治区和州首府以外地区经营的外侨零售商必须在

1960 年 1 月 1 日之前停业, 由印尼民族企业家或印尼人组织的合作社接管经营。

由于印尼华侨中经营零售商者众多, 此令一出, 顿时令数十万华侨生计无着。 同

年 8 月, 印尼政府又突然宣布将面值为 500 盾和 1000 盾的大钞贬值为 50 盾和

100 盾, 华侨小零售商们刚刚从被迫变卖商店中获得的一点现款眨眼间又被剥夺

了 90% 。 迫于无奈, 数以十万计的印尼华侨不得不离开自己长期甚至是几代人

辛勤营造的家园。

在美国, 20 世纪 50 年代杜鲁门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封锁政策的措施

之一, 就是禁止当时在美国求学的中国学生和学者返回中国大陆。 当时美国联邦

调查局首脑甚至对众议院一个小组发出警告: 无论是进入美国或是住在美国的华

人, 统统是充当敌特的潜在危险人物。 那时, 甚至给在中国的亲属寄信汇款都是

危险的事①。

(二) 20 世纪 70 年代政治事变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

20 世纪 70 年代是战后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发展历程上出现重大转折的时

期, 在这十年间, 世界政治局势演变至少对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产生了三次影响深

远的冲击波。

第一,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伊始,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

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等一大批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产

生了 70 年代对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第一次冲击波。

1971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次年, 战后以来一

直相互对峙的中美两国发表 《上海公报》, 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一大批属于西方

阵营的国家也纷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话、 建交和改善关系, 其中也包括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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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依据陈依范先生提供的数字: 从美国寄往中国的美元汇款从 1948 年的 700 万跌落到 1949 年的

60 万。 详见陈依范著 《美国华人》, 郁怡民译, 工人出版社, 1984, 第 246 ~ 2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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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 泰国等有较多华侨华人居住的国家。

国际政治形势的如是变迁, 使战后以来一直笼罩在海外华侨华人头上的冷战

阴云渐渐消散。 在欧美多数国家, 那些原本同情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及

个人, 渐渐可以公开地、 自由地亮出自己的观点、 旗号并举行活动。 在东南亚一

些国家, 华侨华人的处境也有所改观, 尤其是泰国和菲律宾政府相继为华侨入籍

本国敞开方便之门, 既促成了当地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转化, 同时也有利于华人

在当地国的生存与发展。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于 1975 年宣布 “简化华侨入籍手

续”。 在中泰建交后, 泰国国务院也于同年宣布进一步放宽境内华侨的入籍条

件。 至 1980 年, 在泰国境内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中, 仍保留中国国

籍者只剩下 29． 4 万人, 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①。

20 世纪 70 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变迁, 还直接影响到台湾岛内向外移民浪潮高

涨。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及中美关系正常化, 在台湾岛内引起巨大震动, 影响所

及, 便是台湾岛内从国民党的党政要员到普通百姓, 均对台湾政治前途深感忧

虑, 因此, 有能力、 有可能者接踵踏上移民之途。 据统计, 1971 ~ 1982 年, 台

湾外移人口达 23 万余人②。

第二,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 在印度支那地区, 尤其是柬埔寨和越南, 由

于政治局势的变化, 反华排华恶浪骤起, 百万印支华侨华人深受其害。 战后海外

华侨华人发展史上这惨绝人寰的一页, 对于海外华人社会影响深远。

其一, 印支事变所导致的骤然高涨、 涉及全球的印支难民潮, 使海外华侨华

人的地理分布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印支华人” (或曰 “印支难民”、 “船

民”) 成为欧、 美、 澳等地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 1975 年之后, 越南当局在印

支地区挑起的事端, 迫使数十万华侨华人流离失所, 有的被驱赶回中国, 有的则

不得不铤而走险, 投奔怒海, 寻求第三国救援和庇护。 自 1975 年后, 美国接纳

印支难民约 40 万, 法国接纳约 10 万,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各接纳 7 万, 一些原来

华侨华人很少的国家, 如北欧的挪威、 丹麦、 瑞典等, 也分别接纳了数百乃至数

千华裔印支难民。 由于印支华人曾经长期生活于印支地区, 有的家庭已经几代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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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广州华侨研究会编著 《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 暨南大学

出版社, 1989, 第 98 ~ 99 页。
《移民海外, 热潮不退》, 台湾 1988 年 8 月 27 日 《自立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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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于当地, 因此, 越、 棉、 寮的语言、 民情、 风俗均在他们身上留下深刻的烙

印。 当他们由于相似的原因而移民他国后, 共同的经历、 共同的心态、 共同的现

实处境使他们很快在新的移民国内结成一个特殊的群体。 这些来自印支的华人

移民彼此之间互视为 “同侨”, 他们组团结社时多以 “印支华裔” (或越、 棉、

寮华裔) 冠于组织名称前。 而且, 印支华人自行组建的社团不仅遍及各印支华

人难民的主要接纳国, 他们相互之间还结成了跨国乃至跨洲的世界性联谊网

络。

其二, 印支事变后, 海外华侨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迁, 随

着海外华侨大批成为所在国公民, 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即当

某些国家在对内政策中伤害到已入籍本国之华人的利益时, 中国方面 (包括大

陆和台湾) 无论是依据法律或是根据实情, 均难以进行有效干预, 即便是对遭

受无理迫害的华侨华人, 也难以提供受害者所需的全部救援。 例如, 印支事变

后, 印支华人难民中提出移民台湾申请的共有 3 万多人, 但台湾当局几经筛选,

仅仅接纳了数千人①。 中国大陆方面竭尽全力先后接纳了约 28 万人, 余下数倍

于此的华人难民或移向欧、 美、 澳, 或滞留于东南亚国家及香港的难民营。 事实

再度从反面教育了海外华人, 他们的身家性命无不与所在国的风云变幻息息相

关。 因此, 仅仅埋头赚钱, 满足于在商言商, 破财消灾、 委曲求全是不行的。 华

人作为所在国的公民, 理应主动参政议政, 运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力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1976 年中国摆脱了历时十年的 “文化大革命” 梦魇, 1978 年走上改革开放

之路, 由此形成了 20 世纪 70 年代对海外华人社会的第三大冲击波。 由于中国改

革开放不断深化, 中国政治、 经济地位空前提高, 因此, 这一冲击波的影响一直

延续至今 (详见下文)。

(三) 改革开放后中国跨国新移民概况

20 世纪 70 年代末, 当中国改革开放打开了对外交往的大门之后, 伴随着一

波又一波的 “出国潮”, 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融入了当代滚滚涌动的跨国迁移大

潮中。 中国人在重新认识世界的同时, 也加速了走向世界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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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烈甫: 《东南亚洲的华侨、 华人与华裔》, 台湾正中书局, 1979, 第 6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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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革开放与 “出国潮” 兴起

进入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后, 源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迅速超过港澳台地区的

移民, 成为当今走向世界之中国新移民的主体。 回首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移民

流动的历程, 肇始阶段以传统侨乡地区亲缘移民为主, 呈现的是家庭团聚或

“家庭担保” 类的连锁迁移, 接着出现的是借助侨乡网络的普通劳动者迁移, 大

专院校学生的学习性迁移, 以及进入 90 年代之后的专业人士的技术移民, 富裕

阶层的投资移民, 乃至休闲性迁移。 至于在此期间出现的各类难民类移民申请,

除少数政治异见人士之外, 大多数其实是借移入国的托庇政策以获得合法移民身

份。

1971 年 6 月, 国务院颁布了 《关于华侨、 侨眷出入境审批工作的规定》, 恢

复因 “文化大革命” 而中断了的对归侨侨眷出国申请的审批, 尽管条件严格,

获准者寡, 但政策毕竟出现了松动。 由此, 从传统侨乡福建的晋江、 福清, 浙江

的文成、 青田, 到广东的开平、 台山等地, 敏感的侨乡人立即借海外亲缘关系纷

纷申请出境出国。 “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 自 1978 年起, 中国政府又相继颁布

了 《关于放宽和改进归侨侨眷出境审批意见》 等一系列文件, 为归侨侨眷出国

出境提供方便。 由彼迄今, 出国潮就没有停息过。

闽粤地区传统跨国亲缘关系以东南亚为主, 20 世纪 70 年代出国风初起之

时, 虽然东南亚国家仍然对中国人紧闭移民大门, 但侨乡人却可以凭借到东南亚

“探亲” 的证件, 进入香港 “等候”, 借机转为香港合法居民, 而后或留居香港

打拼, 或伺机转向移民目的国。 “文化大革命” 后福建侨乡的第一波出国潮充分

利用了这一途径。 从 1972 年到 1979 年, 每年从福建正式获准出国的归侨侨眷均

在万人以上。

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移民所采取的特

殊政策, 也成为吸引移民的一大渠道。 20 世纪 80 年代初侨乡人的赴美途径, 主

要是借助亲缘纽带申请移民、 探亲、 旅游, 或是到外轮当海员后借靠岸美国之时

“跳船” 留居当地, 入境后先打工赚钱再说。 很快, “美国干一年等于香港干三

年”、 “美国干一月等于家乡干三年” 的说法就在福州地区不胫而走, 成为直截

了当的 “赴美动员”。 而且, 正当在美国的 “无证居留者” 与日俱增而颇有点人

心惶惶时, 忽然, 美国政府于 1987 年实施的一纸大赦令, 使全美大约 300 万非

法移民转眼间变成了 “堂堂正正的美国人”, 其中也包括数万业已抵美的福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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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移民。 随后, 1993 年美国政府正式通过实施 《中国学生保护法》, 又给不少与

“民运” 毫无关系的福州侨乡人以转换身份的机会。 随着如此 “振奋人心” 的消

息伴随着各类解读源源回传, 侨乡人不断 “听说”: 只要能证明自己想多生几个

孩子而不果, 只要能证明自己曾受过什么 “迫害”, 再后来, 只要说练过什么

“法轮功”, 都可能成为申请在美合法居留的理由。 美国居留程序中这卡那卡的

用途, 在美国 “上庭” 的种种程序, 乃至美国的哪位律师或哪家律师行 “更有

办法”, 侨乡人说来无不头头是道。

正当侨乡人忙于通过亲缘乡缘网络实现 “出国梦” 的时候, 在中国各大中

城市高等院校集中的地区, 以发达国家为目的国的学习性迁移也在 20 世纪 80 年

代后期蓬勃兴起。

1978 年, 邓小平提出要向国外派出 “成千成万” 的留学生, 指出 “这是五

年快见成效, 提高中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①。 同年, 合计 52 名持 “ J-1” 签

证的公派留学人员启程赴美, 成为改革开放后公派留学再出发的重要标志。 1980

年 12 月 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外交部、 公安部等七部委联名向国务院提

交 《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 首次提出: 自费出国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一条渠

道; 自费留学人员是中国留学人员的组成部分; 对自费留学人员和公费留学人员

在政治上应一视同仁。 由此, 自费留学潮迅速高涨, “出国热” 在全国普遍升

温②。

根据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负责人正式公布的数据,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

至 2009 年底, 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 (即国家公派、 单位公派、 自费留学) 的

总数为 162． 08 万人, 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 49． 74 万人。 以留学身份出国, 目前

仍在国外的留学人员 112． 34 万人, 其中 82． 29 万人正在国外进行本科、 硕士、

博士阶段的学习或从事博士后研究、 学术访问等, 另 “有 30 万人学成后留在国

外发展”。 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 还有因配偶、 子女探亲或移民等事由出境, 同

样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后, 留在当地的华侨华人 30 多万。 换言之,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通过留学途径出国并转为移民的人员总数应在 60 万以上 (详见本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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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苗丹国、 魏祖钰、 白瑜、 龙嫚、 程希: 《出国留学工作六十年大事记》, 《世界教育信息》 2009
年第 10 期, 第 35 页。
参阅程希、 苗丹国 《出国留学六十年若干问题的回顾与思考 (1949 ~ 2009)》, 《东南亚研究》
201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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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与中国和平发展》)。

与学习性迁移并行不悖的, 还有朝向发达国家的技术移民。 目前能够以独立

身份被发达国家接纳为永久移民的主要有两类, 即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 实际上

反映的就是世界各国对于 “才” 和 “财” 的争夺。 如何有效吸引更多有才能、

有财力的新移民, 是各移民接纳国政府国际移民政策的核心内容。 无论是美国的

“移民优先” 体制, 还是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英国等国相继实施的 “移

民计分制”, 都是试图在量化移民申请人的才能或财力水平的基础上, 选择接纳

能够为本国经济社会良性发展作贡献的移民。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局正式公布的统计资料, 2009 年获得美国绿卡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共计 64238 人, 其中通过家庭担保及美国公民直系亲属申请获得绿

卡占 53． 3% , 工作迁移占 17． 6% , 难民申请获准占 28． 8% , 其他类占 0． 3%①。

如前所述, 所谓 “难民” 申请, 不少其实也属劳工经济类移民, 他们早在获得

批准之前即已进入了美国的劳动力市场。

加拿大 2009 年的数据则表明, 是年加拿大共接纳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

移民 29044 人, 其中经济类独立移民占 67． 7% , 家庭类移民 27． 4% , 难民类

3% , 其他 1． 9%②。

英国 2007 年的数据显示, 是年英国共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移民延长签证

35925 人, 其中留学类 74． 5% , 工作商务类 20． 8% , 家庭类 3． 2% , 其他类

1． 6% 。

澳大利亚 2006 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在中国大陆出生的 15 岁以上的新移

民中, 55． 0%有高中及以上学历 (澳大利亚本地总人口中相应比例为 52． 5% )。

在中国大陆出生的人中, 42． 2%有专科文凭或以上学历, 其中 25% 拥有学士学

位, 4． 8%有高中及以上各级证书, 另外有 88440 人没有高中及以上各类资格

证书, 其中 35． 3%还在进修 (详见本书的研究报告 《大洋洲的华侨华人与展

望》)。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另一个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移民现象是, 业已持续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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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国移民统计局 (Office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2009 年移民统计年鉴》 (2009 Yearbook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美国国土安全局 ( U． 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2010 年 8
月。
根据加拿大亚太基金会 (Asia Pacific Foundation of Canada) 提供的数据计算。



华侨华人蓝皮书

十年的中国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 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企业家拥有了向发达

国家 “投资迁移” 的经济实力, 因此, 从美、 加、 澳等富人们耳熟能详的发达

国家, 到中美小国伯利兹、 加勒比海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的 “投资移民” 记录

中, 源自中国的投资移民已经吸引了国内外舆论的关注。 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

构协会的数据显示, 2009 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 EB-5 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较前

一年翻了一番, 从 2008 年的 500 人上升到超过 1000 人。 进入 2010 年, 关于中

国富豪移民海外、 中国财富流失他国的消息, 多次成为国内外各大华文媒体报

道、 评论的热点①。

2． 跨境流动规模与构成

国际移民人口统计历来是世界移民学界难以破解的一大瓶颈, 当代中国新移

民总量是吸引政界、 学界关注的重要基础问题。 近年来中国学者已经在深入研究

的基础上, 取得了一定成果。 本报告拟在概述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进一

步提出补充意见。

纵观国内关于新移民数量的统计分析, 主要有以下三大路径。

路径之一: 深入主要移出地, 搜集当地政府机关掌握的相关数据, 再结合田

野调查进行补充、 考订, 对新移民总量进行综合统计。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世界华侨华人分布和职业构成课题组” 通过深入调

研, 就新移民构成数量提出了一系列数据。 课题组负责人庄国土教授于 2006 年

发表的报告提出: “近 30 年来, 中国向海外移民的数量可能达 450 万人以上, 其

中移居发达国家的人数可能在 250 万 ~ 300 万。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1999 年, 中

国大陆、 台湾、 香港通过正常途径移民发达国家的人数估计为 200 万人以上, 至

少还有 50 万 ~ 70 万的非法移民, 他们大多来自中国大陆。 从中国移居新加坡、

马来西亚、 缅甸、 泰国、 菲律宾、 越南及其他国家的合法、 非法移民有 60 万 ~

80 万人。”②

中国新闻社是以台港澳同胞、 海外华侨华人和与之有联系的外国人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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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阅 《中国大陆富豪移民海外人数倍增》, 2010 年 5 月 27 日 《联合早报》; 《中国精英移民海

外进行时》, 2010 年 6 月 4 日 《南方周末》; 《浙商成中国第三波移民潮主力》, 2010 年 6 月 26
日 《都市快报》; 等等。
庄国土: 《近 30 年来的中国海外移民: 以福州移民为例》, 《世界民族》 2006 年第 3 期, 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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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对象的国际性通讯社。 中新社社长郭招金 2009 年 10 月在接受记者专访时

提出: “世界各地的新华侨华人总数超过 600 万。” 他认为: “新世纪以来, 新

华侨华人的数量以每年接近 3% 的比例增长, 9 年间增加了 417 万人; 加上之

前约 20 年里的 220 万人, 世界各地的新华侨华人总数超过 600 万人。 与老华

侨华人主要来自东南沿海地区不同的是, 新华侨华人来自全国各地, 已呈遍地

开花之势, 名列前几位的分别为: 福建省 110 余万人, 浙江省 145 万人, 广东

省 100 余万人, 上海市 50 余万人, 北京、 天津各 30 万人, 东北三省共计 40

万人。”①

福建的福州地区是对外非正规移民相当集中的一个地区。 据 2002 ~ 2003 年

福建省侨办和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对福建新移民的调查数据, 福建省内新移

民的数量有 90 万 ~ 100 万人, 通过非正式渠道出国的占 40% ~ 50% 。 福建省侨

办主任曾晓民在 2007 年 2 月 1 日的报告中指出: 历时一年多的福建了解重点侨

情工作已基本完成, 闽籍海外侨胞总数为 1264 万人, 比 1996 年增长了 22． 4% ,

其中新华侨华人逾百万人, 增长逾一倍。 目前福建 9 个设区市中旅外侨胞人数最

多的是泉州市, 达 750 万人②。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新华侨华人与华裔新生代研究课题组” 也对福建省新

移民进行了调查。 他们于 2008 年提出的具体数据是: 福建省的 “新华侨华人有

110． 49 万人”, 其中, “福州 38． 09 万人, 莆田 35． 92 万人, 泉州 28． 39 万人, 南

平 2． 80 万人, 三明 1． 52 万人, 厦门 1． 50 万人, 龙岩 1． 48 万人, 宁德 0． 47 万

人, 漳州 0． 33 万人”③。

广东江门五邑地区是全国著名侨乡, 五邑人大量移居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

亚、 新西兰等国家。 一项关于广东五邑侨乡新移民的调查显示: “每年有近万人

获准合法移居国外……25 年来五邑新侨民数多达 30 万人。 2003 年江门市侨情调

查更高达 48 万人。”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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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周军: 《世界华商的荣景与困境: 专访中国新闻社社长郭招金》, 《政府法制》 2009 年第 10
期, 第 10 页。
参见 《福建海外华侨华人十年增加 230 万 　 对当地贡献突出》, 中新社消息, http: / / www．
chinanews. com． cn / hr / zgqj / news / 2007 / 02-02 / 866404． shtml。
张进华: 《改革开放 30 年福建新移民的发展与贡献》 , 《八桂侨刊》 2008 年第 4 期, 第 9
页。
参阅方灿宽 《五邑侨乡新移民潮探秘》, 《八桂侨刊》 2005 年第 1 期, 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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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著名侨乡青田, 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数据: 该县总人口 47 万, 截

至 2001 年, 青田跨国移民达到 18 万余人, 其中 12 万在欧洲, 2 万在美洲, 遍及

全球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①。

京津地区是新移民集中的大都市。 北京侨办主任 2003 年的讲话指出: 目前

全世界新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数量共计 45． 8 万人, 其中 13． 5 万人回中国发展。 北

京的新华侨华人总数已超过 10 万, 在京城各科技园区投资创业的新移民企业已

有 3000 多家。 据此, 北京市提出了 “首都侨务” 战略②。 天津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2008 年底, 在海外生活工作的天津籍侨胞约 30 万人, 其中 70% 以上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通过各种渠道移居海外的新华侨华人。 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任

学锋 2009 年 9 月在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指

出, 海外天津人与其他省籍侨胞相比, 有多个鲜明特点: 分布面广, 居住在 69

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以北美、 澳洲、 欧洲、 东南亚、 日本及中国香港、 澳门等

地区较为集中; 年纪较轻, 以新华侨华人为主, 多数人年龄在 40 ~ 50 岁; 学

历层次整体水平较高, 50%以上拥有大专以上学历, 包括相当数量的硕士和博

士③。

无论是政府相关部门数据还是田野调查资料, 总是包含一定的推论成分, 与

相关负责人、 研究团队或个人全面掌握信息的程度及调研的细致度和广泛度相

关, 尽管难免有所偏差, 但正式数据加田野调查是国际移民学界常用的方法, 也

经常被引用作为相关政策制定时的参考。

路径之二: 通过在主要移入国的调研, 根据当地使领馆侨务官员、 侨社侨领

提供的数据, 进行统计。

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 (简称 “欧华联会”) 是一个全欧性华侨华人大型

组织。 2008 年该会举行第 15 届年会之前, 曾经通过其遍布欧洲各国的社团网

络, 对欧洲各国华侨华人进行统计, 详情如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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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阅高晓洁、 吴玉鑫 《跨国移民: 来自侨乡青田的研究报告》, 《社会》 2002 年第 11 期, 第 4
页。
《北京市侨办主任乔卫: 新侨乡的 “首都侨务” 战略》, 中新社, http: / / www． chinanews.
com． cn / 2003-01-10 / 26 / 262035． html。
《海外天津籍侨胞约 30 万人》, 新华网天津频道, http: / / www． tj． xinhuanet． com / 2009-09 / 27 /
content_ 17822540．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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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08 年欧洲各国华侨华人统计表

华侨华人

总　 　 数

华侨华人

社团总数

中文学校

学校总数 学生总数

中文报纸

杂志总数

全欧性 — 40 — — 6
英国 600000 110 138 30000 11
法国 500000 75 50 6000 10
德国 150000 80 25 4000 6
荷兰 160000 80 39 4000 4
意大利 300000 45 12 700 4
西班牙 168000 96 21 3000 6
奥地利 40000 12 2 500 3
葡萄牙 30000 20 3 300 3
丹麦 18000 30 6 1000 —　
比利时 40000 17 6 580 3
卢森堡 1500 5 1 120 —　
挪威 7450 17 3 500 3
瑞典 30000 10 4 1200 —　
瑞士 10000 7 1 90 2
芬兰 2000 5 1 70 1
爱尔兰 60000 13 4 250 3
匈牙利 16000 24 2 290 10
罗马尼亚 10000 20 3 80 4
阿尔巴尼亚 2000 3 1 50 1
保加利亚 3000 6 1 40 1
捷克 4000 7 1 55 1
斯洛伐克 5000 5 1 30 1
波兰 2000 　 3 　 2 　 200 　 3
克罗地亚 800 2 —　 —　 —　
希腊 12000 7 1 80 1
黑山 200 2 —　 —　 —　
塞尔维亚 10000 2 2 180 2
俄罗斯(独联体) 300000 45 10 2000 10
乌克兰 30000 12 —　 —　 1
马耳他 1000 1 —　 —　 1
斯洛文尼亚 800 2 —　 —　 —　
马其顿 50 1 —　 —　 —　
立陶宛 350 —　 —　 　 —　 　 —　 　
拉脱维亚 200 —　 —　 　 —　 　 —　 　
爱沙尼亚 120 —　 —　 　 —　 　 —　 　

合　 计 2514190 804 340 55315 101

　 　 资料来源: 欧华联会秘书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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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外司副司长朱慧玲博士因工作需要, 近十多年来遍访世

界各地侨社, 通过拜访使领馆官员并与各地华侨华人代表座谈, 对国外侨情进行

大量实地调研, 发表了内容丰富的国外侨情调研资料报告。 根据朱慧玲 2002 年

发表的调研报告,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移居发达国家的新华侨、 华人和华人

再移民, 共计 400 万 ~ 500 万人”, 其中, 来自中国大陆者逾 170 万人, 包括美

国 50 万, 加拿大 20 万, 澳大利亚 10 万 ~ 20 万, 欧洲逾 70 万, 日本 17 万。 另

外还有香港外迁移民约 75 万, 台湾外迁移民近百万, 以及印支三国华人再移民

约 70 万①。 中国学者对于拉美、 非洲侨情涉猎较少, 朱慧玲的调研补充了这方

面的数据, 指出: 非洲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华侨华人共 25 万人 (2002 年数

据)②; 拉美有华裔和华侨华人估计共 600 万, 其中混血华裔有 400 万 ~ 500 万,

纯中华血统华侨华人约百万 (2005 年数据)③。

路径之三, 通过人口学的统计方法, 在可以获得的原有人口数据基础上, 推

算出当代人口统计数量。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桂世勋教授是人口学专家, 由他指导的课题组就华侨华

人及新移民数量提出如下统计模式: 在已有的世界各地区总人口数、 总人口自然

增长率和各地区华侨华人总数等资料许可的条件下, 在假设每个地区的华侨华人

自然增长率等于同期该地区总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前提下, 估算各大洲人口累计自

然增长量, 再依据人口平衡方程, 计算某一时期内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向国外

净移民的规模。 该课题组据此给出的估算结果是: 1980 年前后至 2000 年前后中

国大陆和香港、 澳门、 台湾地区向国外净移民总人数为 632． 14 万人④。

庄国土教授对东南亚华侨华人和新移民的人口估算, 也采取了人口学的方

法, 即 “通过考察历史人口数据变动及可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同时注意到:

由于作为估算基础的历史人口统计数据多源自殖民政府或当地土著政府, 相关数

据 “普遍存在低估或大幅度低估实际华侨华人规模的现象”, 因此, 又设定华侨

华人的人口增长率可能稍高于当地土著, 假设两者至少可相互抵消, 再将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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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朱慧玲: 《21 世纪上半叶发达国家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态势》,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2 年

第 2 期, 第 29 页。
朱慧玲: 《非洲侨情及其特点》, 《八桂侨刊》 2002 年第 1 期, 第 42 页。
朱慧玲: 《拉丁美洲侨情现状与特点》, 《八桂侨刊》 2005 年第 4 期, 第 64 页。
上海 “新华侨华人与华裔新生代研究” 课题组: 《新华侨华人与华裔新生代研究报告》 (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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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与各家估算和从东南亚侨社获得的信息相互印证。 据此得出结果是: 东南亚

华侨华人总数 3348． 6 万, 其中新移民 253 万 ~ 283 万① (由于东南亚的特殊情

况, 可以假设其为封闭人口, 再按自然变动来估算)。

台湾 “侨委会” 根据美国 1990、 2000 年两次人口普查的资料, 再依据历年

美国人口出生率、 死亡率、 华裔第一代人数等数值进行推算, 报告提出如下结

论: 1949 ~ 2000 年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约 39． 1 万人, 至 2000 年仍存

活者约 34． 4 万人, 父母为台湾移民而在当地出生的第二代约 18． 5 万人, 合计在

美台湾侨民约 52． 9 万人②。

人口学统计最重要的前提是必须拥有准确的人口基数, 后继假设只有建立在

对基数进行有力论证的基础上, 才能扎实可信。 无论如何, 以上研究均从不同角

度追踪当代中国走向世界之新移民的数量, 为我们了解当代海外侨情动态提供了

参考。

美国是人口统计数据比较完备的国家, 美国华侨华人的统计数据具有延续

性, 也已经比较为学者们所了解。 根据美国十年一度人口普查数据公布的资料,

1970 年美国华侨华人总数为 43 万, 1980 年为 80 万, 1990 年为 180 万, 2000 年

为 288 万。 而 2007 年公布的全美华侨华人的统计数是 3538407 人。 其中, 在美

国之外出生人数 2228317 人, 国外出生人口中 97． 2%出生于亚洲③。 根据这一比

例, 即美国华侨华人中大约 2 / 3 系出生于国外的移民, 那么, 在 1970 年之后增

加的 310 万华侨华人中, 属新移民者大约为 200 万。 笔者注意到, 这一数据基本

为国内外学界及相关部门所采纳。

加拿大统计资料显示, 1971 ~ 2009 年, 加拿大共接纳了 830437 名来自中国

大陆和港台的新移民, 其中, 来自中国大陆的 524683 人, 来自香港的 229129

人, 来自台湾的 76625 人④。

澳大利亚 2006 年人口统计数据显示⑤, 全澳人口中, 出生于中国大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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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庄国土: 《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 《厦门大学学报》 2009 年第 3 期, 第 64 页。
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资料中心: http: / / hqhr． jnu． edu． cn / article． asp? newsid = 4381。
详见美国人口统计局网站资料: http: / / factfinder． census． gov / servlet / IPTable。
根据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数据统计整理 (http: / / www． asiapacific． ca)。
关于澳大利亚华侨华人数量的统计分析, 本书 《大洋洲的华侨华人与展望》 一文有详尽分析,
在此仅择其要点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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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591 人, 出生于香港的 71803 人, 出生于澳门的 2013 人, 出生于台湾的 24368

人, 总计 304775 人, 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 1． 5% 。 澳大利亚人口中有 669896 人

填报其父母至少有一方是中国人, 其中 26% 出生于澳大利亚, 10% 出生于马来

西亚, 8%出生于越南①。 另据 2001 年的统计, 澳大利亚华裔人口中, 第一代移

民占 74． 1% , 第二代移民 20． 7% , 第三代移民 5． 2% , 与非华裔通婚比例为

14． 8% , 在家中以非英语为主要家庭用语的比例为 79． 6% , 其中, 40% 主要讲

广东话, 24%讲普通话, 6%讲中国大陆其他方言, 9% 讲东南亚国家语言②。 据

此可以认为, 澳大利亚的中国新移民大约 30 万, 华侨华人华裔总数大约 70 万。

新西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③, 2006 年新西兰全国登记为华人的总人口为

147570 人, 比 2001 年的 105057 人增加了 40． 5% 。 其中, 出生于中国的移民从

1981 年的 4169 人, 增加到 2006 年的 78117 人④, 换言之, 照此推算, 新西兰的

中国新移民总计在 7． 5 万人左右。

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 中国新移民成为英国增

长最快的外来移民群体。 英国华侨华人总数在 2001 年是 22． 7 万, 此后维持年均

9． 9%的高增长率, 到 2007 年增加了 17． 3 万人, 总计达 40 万人。 其中 90%即大

约 36 万是新移民⑤。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 2006 年 12 月 31 日的统计数据显示, 意大利华侨华人共

144885 人, 男性 76739 人, 女性 68146 人。 在意大利外国侨民中, 中国移民人数

位于阿尔巴尼亚、 摩洛哥、 罗马尼亚之后, 居于第四位, 占意大利总人口的

0． 25% ⑥。 由于意大利 1975 年时全国仅有约 1000 名华侨华人, 因此, 可以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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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详见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 http: / / www． censusdata． abs． gov． au / ABSNavigation / prenav /
ViewData。
详见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 http: / / www． abs． gov． au。
关于新西兰华侨华人数量的统计分析, 本书 《大洋洲的华侨华人与展望》 一文有详尽的分析,
在此仅择其要点进行综述。
详见新西兰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 http: / / www． stats． govt． nz / NR / rdonlyres / 5F1F873C-5D36-
4E54-9405-34503A2C0AF6 / 0 / quickstatsaboutcultureandidentity． pdf。
详见英国国家统计局 (Office for Nations Statistics, UK) 2009 年 9 月 14 日公布的 《族群人口评估

说明 (2001 ~2007)》 (Population estimates by ethnic groups: 2001 to 2007 commentary), http: / /
www． statistics． gov． uk / downloads / theme_ population / PEEGCommentary． pdf。
详见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 http: / / demo． istat． it / str2006 / query． php? lingua = ita&Rip =
S0&paese = A9999&submit = Tav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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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近 30 年来正式接纳中国新移民及其家属将近 15 万人①。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截至 2008 年 1 月 1 日, 在西班牙正式登记的

中国移民总数是 124022 人, 占西班牙同期外国移民总数的 2． 4% , 在西班牙所接

纳的外来移民中居第 12 位②。 西班牙 1975 年统计显示, 当时全西班牙华侨华人

仅有大约 2000 人③, 因此, 近 30 年的中国新移民及其家属超过 12 万人。

法国是中国新移民相对集中的欧洲国家, 根据该国于 2005 年正式公布的移

民数据: 是年全法人口中出生于中国、 持中国护照、 合法居留的移民 63000 人

(不包括已入籍移民); 来自印度支那的华裔移民 16． 2 万人 (包括已入籍者)④。

笔者注意到, 法国学者皮埃尔·皮卡尔 (Pierre Picquart) 却提出了高得惊人的

数据, 他认为: “2007 年光是法国就有 100 万华人。”⑤ 但时隔不久, 他在另一场

合又说: 生活在法国的中国人或华裔介于 60 万到 70 万人, 而且 “每年抵达法国

的华裔非法移民约有 6 万之多”⑥。 虽然国内好些媒体都引用皮卡尔的说法, 但

笔者认为, 一是皮卡尔自己的数据相互矛盾, 二是他从未提供数据的正式来源,

因而不足为信。 笔者通过法国 Carine Guerassimoff 博士提供的法国正式统计数据

推算, 认为法国华侨华人比较合适的统计数应当在 40 万左右, 减去印支华裔移

民, 减去 1975 年统计数 9 万人 (假定此后 35 年同一人群的死亡率与出生率基本

可以对抵), 那么, 不包括印支华裔在内的法国中国新移民 (包括入籍和未入

籍) 总数在 15 万左右⑦。

在亚洲国家中, 笔者能够获得正式移民人口统计数据的国家仅有日本和新加

坡。 日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1980 年在日中国人总数是 43748 人, 占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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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合法移民数据, 明显低于一些民间机构的统计。 例如, 意大利

“多民族活动与研究基金会” 的移民报告认为, 当地华侨华人移民总数达 26 万人。 转引自意

大利 《欧洲华人报》 消息, http: / / hqhr． jnu． edu． cn / article． asp? newsid = 11782。
详见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 http: / / www． ine． es / prensa / np503． pdf。
李明欢: 《欧洲华侨华人史》,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2。
因为当年印支华裔大多是作为 “难民” 被法国所接纳, 因此有专门的统计数据。 笔者感谢法

国 Carine Guerassimoff 博士协助查询并提供数据 ( http: / / www． ined． fr / en / pop_ figures / france /
immigrants_ foreigners / )。
参阅罗慧珍、 谢晓阳 《欧洲华人创造奇迹》, 《亚洲周刊》 2007 年第 42 期 (电子杂志网址:
http: / / www． yzzk． com / cfm / Content_ Archive． cfm? Channel = ae&Path =2222470742 / 42ae1a． cfm)。
转引自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 《巴黎华裔族群全欧最大, 专家称全法华裔

60 万 ~ 70 万 (2008)》 (http: / / hqhr． jnu． edu． cn / article． asp? newsid = 11836)。
参阅李明欢 《欧洲华人社会剖析: 人口、 经济、 地位与分化》, 《世界民族》 200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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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籍居民总数的 6． 5% ; 2005 年增加到 346877 人, 占同期日本外籍居民总

数的 22． 3%①。 由此可见, 日本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接纳了超过 30 万来自

中国的新移民。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新加坡采取鼓励符合条件的新移民参与新加坡国家建

设的政策, 接纳了近 200 万各类移民, 其中约 2 / 3 属于 “非居民”, 即从邻近印度

尼西亚、 泰国、 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务工的移民工人, 另外约 1 / 3 属于定居性移民,

其中华人比例约为 74% ②。 照此推算, 新加坡接纳了大约 50 万中国新移民。

由于受相关国家资讯公开程度及笔者本人掌握语言的限制, 其他一些中国新

移民的重要接纳国, 如欧洲的俄罗斯和匈牙利, 东南亚的缅甸、 菲律宾、 马来西

亚等, 以及近年来吸引了不少中国新移民的非洲国家, 笔者均未能查找到官方的

正式统计数据。 不过, 虽有缺憾, 以上由移民接纳国发布的正式数据, 无疑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 要而言之, 根据美、 加、 澳、 新 (西兰)、 英、 西、 意、 日、 新

(加坡) 九国正式公布的统计数据, 共接纳中国新移民总计 453． 8 万人。 如果再

加上笔者所考订的法国中国新移民人数, 那么以上十国接纳的中国新移民总数为

468． 8 万人。 这应当可以作为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新移民总量统计的重要基础。

三　 新问题和新思考

在当今世界上, 一方面, 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 以跨国公司为龙头的跨国利

益追求已经取代国家市场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 人力资源的全球观相伴而生, 走

向 “开放的社会” 已成共识。 但是, 另一方面, 众多民族国家却无不严格地固

守甚至日益强化着自己 “封闭的边界”, 民族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 因此, “走

向开放的社会” 与 “固守封闭的边界” 就成为当今一个严重的时代悖论, 不同利

益集团围绕国际移民政策形成的对立、 争论甚至冲突, 正是这一时代悖论的折射。

本书对近年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

了探讨。 将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置于国内外发展及国际移民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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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详见日本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 http: / / www． stat． go． jp / english / data / kokusei / 2005 / poj / pdf /
2005ch11． pdf。
根据新加坡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http: / / www． singstat． gov． sg / stats / themes / people / demo． html。



国际移民大趋势与海外侨情新变化

是为本书的基本宗旨。 在如此大背景下考察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新动态和新问

题, 我们对如下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并力图以此为基础在未来作进一

步思考、 研究与回应。

(一) 海外华侨华人数据库建设

相对准确的人口数据统计及信息资料收集是进行华侨华人研究和制定侨务政

策、 开展侨务工作的基础。 然而, 众所周知, 国际移民人口统计历来是世界移民

学界难以破解的一大瓶颈难题, 而中国对海外华侨华人人口的统计也长期处于模

糊状态, 既未能形成一致的统计口径, 更缺乏扎实的统计基础。 因此, 通过侨务

部门与人口统计、 外交外事、 公安边防等相关部门合作, 组织相关学者建立团队

攻关, 建设海外华侨华人数据库, 为华侨华人研究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准确科学

的信息支持, 是为迫在眉睫之要务。

本报告前文集中对当代中国新移民的数量进行了估算。 然而, “新移民” 还

只是 “海外华侨华人” 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今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华人总

数几何, 长期处于模糊状态。 如前所述, 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国政府对当时海外

侨胞的估计数是 1300 万到 1500 万, 85% 以上集中于东南亚国家。 改革开放之

后, 随着侨务工作重新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 1984 年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和书

记处书记习仲勋在全国省、 自治区、 直辖市侨办主任会议上, 使用了 “海外

3000 万华侨华人” 的说法。 然而, 在那之后的国家领导人, 从邓小平、 江泽民

到胡锦涛, 则基本使用更为含糊的 “几千万” 海外华侨华人之说。

至于相关部门及学界、 民间, 对海外华侨华人的估算更是林林总总, 从

3000 万到 8700 万, 差距甚远。 举例如下①。

(1) 2007 年 12 月 10 日, 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许琳介绍,

海外有 5000 万以上的华侨华人和超过 100 万的留学生。

(2) 台湾 “侨务委员会” 2006 年华侨华人人口的统计为近 3900 万, 亚洲地

区占了七成以上, 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 其次是美洲地区, 占了近二成, 主要

集中在美国和加拿大。

(3) 2005 年, 中国市场学会分管海外华商服务工作的会长助理兼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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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庄国土 《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 《厦门大学学报》 200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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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萍女士, 在接受 《中国经济周刊》 采访时介绍: 据权威资料显示, 华侨华人

达 8700 多万人, 遍布 168 个国家和地区。 张萍的说法显然指海外同胞。

(4) 英国 《卫报》 刊登了以研究政治经济和社会人文科学著称的伦敦经济

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学者马丁·雅克的文章, 估计华人总数大约为 4000 万, 而且

实际数字几乎肯定要高得多。

(5) 美国俄亥俄大学 (Ohio University) 最近一项研究的估算认为, 中国海

外华人总数为 3700 万。

(6)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 《2007 年: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 提及, 目

前中国大陆海外移民人数已经达到 3500 万人, 成为全球最大的移民群体。

有鉴于此, 受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委托, 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庄国土教授领

导的课题组对全世界华侨华人数量进行了认真估算。 他们根据历史统计数据, 参

照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机械增长率等因素, 并充分考虑改革开放以来新移民的影

响, 相继公布了如下研究成果。

(1) 改革开放后约 30 年, 中国向海外移民数量可能达 450 万人以上。 其中

移民发达国家的人数可能在 250 万 ~ 300 万。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1999 年, 中

国大陆、 台湾、 香港通过正常途径移民发达国家的人数估计为 200 万人以上, 另

外还有 50 万 ~ 70 万非法移民。 同期从中国移居新加坡、 马来西亚、 缅甸、 泰

国、 菲律宾、 越南及其他国家的合法、 非法移民有 60 万 ~ 80 万①。

(2) 当今全世界华侨华人总数 4543 万, 其中, 东南亚华侨华人总数约

3348． 6 万, 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 6% , 占全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的 73． 7% 。 其中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进入东南亚的中国移民及其眷属至少在 250 万以上②。

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课题组正式公布其研究成果后, 自 2010 年 6 月,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也已在公开场合正式指出: “中国海外侨胞

超 4500 万, 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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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详见庄国土 《近 30 年来的中国海外移民: 以福州移民为例》, 《世界民族》 2006 年第 3 期。
详见庄国土 《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 《厦门大学学报》 2009 年第 3 期。
详见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许又声 2010 年 6 月 16 日在杭州举行的 “第 16 届浙江旅外乡贤聚

会暨 ‘相聚长三角’ 海外华侨华人专业协会会长世博行开幕式” 上的讲话。 《许又声副主任: 中

国海外侨胞超 4500 万　 居世界第一》,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网站新闻, http: / / www． gqb． gov． cn /
news / 2010 / 0617 / 19693．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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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 从语焉不详的 “几千万” 到提出比较明确的 “4500 万”, 无疑是学

界的一大贡献。 但是, 这一数据显然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例如, 关于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从中国移居东南亚的合法、 非法移民数量, 前引课题组 2006 年的报告

是 “60 万 ~ 80 万”, 但 2009 年的报告则猛增至 “至少在 250 万以上”, 二者相

去甚远。 据课题组的说明, 主要是因为在华侨华人最集中的东南亚, 有大批在当

地业已繁衍生息几代甚至十几代的华人华裔, 其中好些人已经与当地原住民数代

通婚融合, 他们中有的还保留 “华人认同”, 有的则已完全本土化了。 有的人因

种种原因曾经力图彻底抹去自己身上的 “华人色彩”, 但随着当地国推行善待华

人的政策, 尤其是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 政治关系日益改善, 他们的 “华人认

同” 再度显现。 因此, 对这一群体从如何界定到如何统计, 尚缺乏能够被普遍

接受的统计口径。

而且, 就严谨的科学研究及政策制定的需要而言, 仅有对人口总量的估算还

远远不够。 完整有效的人口统计数据还应当包括出生地、 性别、 年龄、 婚姻、 生

育、 教育、 职业、 国籍以及经济状况、 宗教信仰等诸多数据。 本书中基于澳大利

亚、 新西兰两国国家统计局资料而对华侨华人构成的分析, 基本囊括了人口普查

方方面面的数据, 可谓迄今关于海外华侨华人国别统计中最为详尽的报告。

我们期待今后有更多国家能够提供如此全面的人口普查数据, 也期待有更多

学者能够作出如此详尽的分析, 进而建立起海外华侨华人的数据库, 为海外华侨

华人研究及相关政策制定, 奠定坚实的资讯基础。

(二) 华侨华人与国家软实力建设

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 既是住在国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领域的积极

参与者, 不少人同时也因为与故乡故土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祖

(籍) 国的建设发展。 尤其是其中出生成长于祖 (籍) 国的第一代新移民, 他们

在祖 (籍) 国还有诸多家人和亲朋好友, 对祖 (籍) 国的方方面面了如指掌。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发展, 国家间交往中参与主体和参与方式呈现出更

加多元的发展趋势, 公共外交日益成为国家间交往、 沟通的重要方式。 因此,

华侨华人无疑能够在拓展国家间公共外交渠道, 增强中国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

响力, 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等各个领域, 成为有效的民间载体, 发挥特殊

作用, 为中国国家软实力建设和发展发挥特殊作用, 为建设和谐世界作出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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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本书就东南亚华人社团对于华人社会构建、 发展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 对

华人社团如何促进华侨华人融入当地社会、 维护自身权益、 增进住在国与祖

(籍) 国的关系, 亦作了全面评述。 如果从发挥华侨华人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特

殊作用的角度出发, 那么, 将有可能把海外华人社团 (尤其是其中具有影响力

的重要社团) 置于一个新的视角下加以剖析。 因为, 华侨华人在异国他乡陌生

的文化环境中, 作为独立化、 分散化的经济活动主体奋斗谋生, 其力必弱, 其势

必单。 当处于 “小打小闹” 阶段时, 往往借助于亲朋好友的互助互帮以谋求立

足, 可是, 当事业发展到一定规模, 尤其是需要形成群体利益代表时, 就必须通

过制度化途径建立组织。 当群体利益需要表达时, 社团作为制度化的群体形象,

其影响力远甚于个体的自由聚集。 海外华侨华人从基于宗乡关系的联谊互助到自

觉地将松散的跨国网络制度化, 从满足于个人或小群体在异国他乡谋生立足, 到

刻意追求华人在住在国乃至国际大舞台上的群体效应, 并以海外华族良好的群体

形象增进当地国民众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了解, 进而在住在国民众中传播开放、

和谐、 友好的中华文化, 这无疑将赋予中国国家软实力建设以可观的社会效应。

本书在华文教育的研究报告中介绍了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脉络、 基本状况及

特殊功能。 华文教育不仅有利于涵养海外华裔青少年的文化素质, 维系海外华侨

华人与祖 (籍) 国的情谊, 而且还能够通过传播中华文化, 促进各民族之间的

文化交流, 进而推进华侨华人之住在国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如果从国家软实力建

设的角度出发, 民族语言的世界推广同样具有特殊意义。 民族语言推广是教育全

球化的组成部分, 是相关国家构建、 实施其软实力的重要实践。 历史上英、 法、

德等国都为推广本民族语言文化建立了诸多非营利机构充当其中坚, 并且通过持

续不断的努力直接影响了全球的语言生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日

新月异的突出业绩有目共睹, 综合实力大幅度提高, 国际地位显著提升。 然而,

与此同时, 国际上一小撮别有用心者恶意鼓吹的 “中国威胁论” 不绝于耳。 中

国的和平崛起, 应当更广泛地传播中华文化, 尤其是中华文化兼容并包、 和谐共

荣的价值观。 就此而言, 主要面向华裔青少年的海外华文教育及主要面向异族民

众的汉语国际推广都具有不容低估的重要作用。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围绕教育部重大委托课题 “华侨华人在国家软实

力建设中的作用” 组建了专门课题组 (以下简称 “华侨华人与软实力”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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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进行深入研究。 该课题组认为: 国家 “软实力” 既是指一国的文化、 价值

观念、 社会制度、 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 也是这些要素蕴含的力量资

源及其外化为国家行为、 国家政策战略所形成的影响力、 同化力与规制力, 更是

用于保卫国家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国家战略能力。 “软实力” 的核心是国家战略能

力, 其哲学是和平。

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国际话语权日渐强大, 中国模式显示出无穷的活力和潜力,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 今天西方流行的 “中国威胁论”、 “中国崩溃论”、 “中

国责任论” 等社会思潮此起彼伏, 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国际形象,

而且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 要消解国际上

种种错误思潮, 为中国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在发展中国 “硬实力”

的同时, 必须强化 “软实力” 建设, 用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 充满生机的 “发

展模式”、 积极的对外交往等 “软实力” 去赢得更多的话语权和发展权。

实践证明, 提升国家 “软实力” 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一是必须创造性

地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豪感。 二是要加

大整理、 开发和保护民族文化的力度。 三是要树立创新意识, 增强民族文化的创

新力。 四是要积极推进文化交流和文化外交, 增强民族文化的亲和力、 吸引力,

扩大辐射力。 五是要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和现代传播技术, 扩大民族文化的影响

力。 六是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提升民族文化的综合竞争实力。 七是要建立国内

外网络平台, 整合资源, 做大做强社会资本, 增强软实力的针对性和渗透力。 八

是整合海外华侨华人资源, 充分发挥他们在建设国家软实力中的优势和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华侨华人工作, 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完

善, 大大调动了海外华侨华人服务祖 (籍) 国的积极性。 在政治文化方面, 他

们不仅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 促进世界和平、 “反独促统” 的重要纽带, 而且是

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使者和消解西方对中国误解的平台。 在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方

面, 其作出的贡献更是斐然。

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综合实力的大幅提升, 近年有关 “软实力” 的

研究也逐步增强; “华侨华人”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 海

外华侨华人的经济起飞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二者

的经济成长轨迹与互赢的局面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对华侨华人的学术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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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也从以往较单一的历史领域的研究转向了包括经济、 政治、 国际关系、 民族、

文化等在内的多学科跨领域研究, 热度持续至今。 由于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无

论是 “软实力” 还是 “华侨华人” 都吸引了本学科或相关领域的众多学者的参

与, 并产出和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然而, 目前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仍属

凤毛麟角。 有关 “华侨华人与国家 ‘软实力’ 建设” 方面的许多理论问题, 迄

今还未展开并得到认真研究。

华侨华人与软实力课题组提出, 尽管中国在利用华侨华人服务祖 (籍) 国

经济文化建设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绩, 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

面。 一是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 至今没有建立起专门的 “华侨华人学”。 二是从

主体方面要求多, 单方强调华侨华人与祖 (籍) 国的关系, 轻视强调两者的关

系; 过分强调世界华人的团结, 轻视华侨华人不同空间下价值的多样性; 强调华

侨华人的寻根意识而轻视强调他们的全球意识等。 三是在基于不同区域和不同背

景如何发挥华侨华人的综合作用方面缺乏策略支撑和保障机制。 四是在发挥华侨

华人在建设国家软实力作用方面缺乏明确思路和路线图。

值得欣慰的是, 近年来 “软实力” 的重要性被逐步认识, 建设 “软实力”

的问题也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国侨办、 外交部、 中央统战部等政府相关部

门也认识到了在实际工作中培育 “软实力” 的重要性, 如近年来涉侨部门就开

始思考 “软实力” 与侨务工作的关系、 华侨华人与中国 “和平发展” 的关系等

问题, 这些问题基本都围绕 “华侨华人与国家 ‘软实力’” 这个课题展开, 目前

尚未在理论上得到分析和论证。 因此, 围绕 “海外华侨华人对国家 ‘软实力’

建设的作用” 这一核心, 对相关问题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学术探讨和梳理,

为实践工作的展开提供一些理论基础, 进一步丰富 “软实力” 以及 “华侨华人”

研究的内容, 拓宽研究的视野, 挖掘研究的深度, 对于促进国际关系学的深入发

展以及加强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科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华侨华人与软实力课题组认为: 基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和平发展的现实需

要, 以党的十七大和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提高软实力的精神为指导, 坚持科学发展

观和 “爱侨护侨” 相关政策, 以跨国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 社会学、 文化学、

民族学、 地理学、 传播学、 心理学、 人口学等多元主体社会互动理论和主客体关

系理论为基础, 通过背景剖析、 问题假设、 核心概念界定、 理论阐释、 现状分

析、 中外比较、 抽样调查、 测度工具构建、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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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理论、 国家战略、 政策构建等三个层面的问题作为思考前提。

(1) 有学者提出, 约瑟夫·奈的 “软实力” 是出自西方霸权的话语, 我们

在运用 “软实力” 概念时应建立中国关于 “软实力” 的话语权, 不可陷入西方

霸权理论的迷局。 中国 “软实力” 的建设, 正如中国硬实力的建设一样, 是为

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共同繁荣、 和谐世界, 而不是为了对外侵略和争霸。 对于

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以展开, 加以强调, 因为这涉及中国软实力的性质。

(2) 华侨华人在中国软实力建设方面无疑能起重要的独特作用, 但不宜夸

大。 如果不加分析地把四千多万海外华侨华人都说成是中国的软实力, 会给人一

种印象, 好像他们是中国的 “第五纵队”, 是中国向外扩张的工具, 因而授人以

柄, 为国际反华势力所利用。

(3) 华侨是中国公民, 华人是外国公民, 把两者混为一谈, 统统论说其在

中国 “软实力” 建设中的作用也是不妥的, 要考虑这种说法是否能得到华侨华

人的认可。 比如, 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华人的态度就很值得我们重视, 要充分考

虑这种笼统的提法是否有利于中国与华人所在国建立友好关系, 是否有利于海外

华侨, 特别是华人在当地的生存和发展。

因此与其将华侨华人说成是中国在海外的 “软实力”, 不如说他们是 “东西

文化交流的和平使者”、 “中外沟通的重要桥梁” 或 “东西文化的黏合剂” 更确

切, 更能为世人所接受。 所以华侨华人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定位与作用问

题, 是我们更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

基于上述思考, 华侨华人与软实力课题组的研究将着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

面: 系统分析中国国家软实力战略与全球华侨华人群体硬实力、 软实力的发展现

状; 通过分析发挥华侨华人群体在建设中国国家软实力中作用的可行性和必要

性, 探究中国国家软实力战略与全球华侨华人群体的内在关系; 充分借鉴西方主

要发达国家发挥海外侨民作用建设本国软实力的经验, 从地域空间、 经济空间、

社会空间、 文化空间等维度, 系统研究华侨华人在建设国家软实力中的作用点和

作用力; 针对华侨华人群体不同的地域分布、 结构成分与群体特点, 从主体的角

度探索如何打好 “侨” 牌, 发挥华侨华人在建设国家软实力中的作用所需的政

策保障和相关对策, 从客体的角度研究全球华侨华人作用于中国国家软实力建设

的动力机制及其有效路径, 以构建起华侨华人作用于国家软实力建设的理论框架

和政策体系, 最终为党和政府发挥华侨华人在建设国家软实力中的作用提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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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和决策依据。

华侨华人与软实力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计划分批在今后的 《华侨华人蓝皮书》

中公布。

(三) 三方共赢　 繁荣共享　 责任共担

近十余年来, 国际社会对跨国移民的基本认识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其

一, 强调移出国、 移入国和移民自身三方共赢的基本方针; 其二, 强调跨国移民

对于全球减少贫困、 增进平等、 促进发展乃至实现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 具

有特殊意义; 其三, 强调国际社会携手, 维护移民的合法权益, 提升移民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 联合国近年来的多项重要报告一再明确提出: 流动是当事人选择如

何生活、 在哪里生活之愿望的本能反应, 流动对于人类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

义, 那些加剧人类社会不平等的移民政策理应受到批判和排斥。 虽然移民不是万

能的, 但是, 为了提高全人类的发展水平, 应当将移民纳入民族、 国家、 地区乃

至全世界发展战略的全面考量之中。 显然, 只要人类社会继续发展, 国际移民问

题就会与民族、 国家共存。 移民是本土的, 同时也是区域的, 是世界的。 国际移

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必须越出一地、 一国, 方能获得准确定位。 在可以预见的

将来, 国际移民人数还会继续上升, 与这一最具活力之人口群体密切相关的机遇

和挑战也将层出不穷。

长期以来, 海外华侨华人在客观上一直践行着移出国、 移入国和移民自身三

方共赢的基本理念。 在东南亚国家, 数以千万计的华人族群已经是当地国社会

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侨华人经过数十年经营积累的资本已经是当地国民族资本

重要的有机构成。 在美国, 当地华侨华人中涌现出的大批优秀科技人才, 为美

国的科技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本书关于美国硅谷华人的报告中就有形象的

描述: “没有早年的 IC ( Integrated Circuit, 即 ‘集成电路’) 和现在的 IC (印

度人和中国人, 即 Indian 和 Chinese 的缩写), 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硅谷。” 近 30

年来迅速发展的欧洲华侨华人也已经活跃于欧洲经济、 政治、 文化等不同领

域。

回首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成就, 海外华侨华人对祖 (籍) 国的贡献更

是有目共睹, 本书对此进行了比较集中的评介。

本书的 《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与中国和平发展》 研究报告, 回顾了华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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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高层次人才的形成, 追溯中国对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相关政策的发展沿革, 揭

示其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和特殊地位, 评估其现实影响, 探讨其发展趋势, 评介

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特殊贡献。

本书的 《大都市华侨华人投资创业新特点及其对策研究———以上海为例》

研究报告指出, 中国的大都市集聚了大批到祖 (籍) 国创新创业的新华侨华人,

他们从 “投资” 向 “投智” 发展, 成为推动中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

本书的 《华侨华人与侨乡社会发展》 研究报告, 以当代中国侨乡发展为出

发点, 指出众多海外华侨华人的原居地是他们在祖 (籍) 国进行经济、 文化活

动最为集中的地区, 侨乡是体现华侨华人作为中国 “独特资源” 的聚集地。 该

报告通过大量数据, 从 “侨乡” 之特殊层面再度验证了联合国关于 “移民与发

展” 的深刻主题。

本书 《中国侨务政策概述》 一文对侨务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指出 “为

侨服务” 是中国侨务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根本目的是保护海外华侨华人和归侨

侨眷的合法权益, 充分展示中国政府以世界和谐、 共荣共赢为宗旨的政策, 及其

业已取得的卓有成效的成就。

本书出版之时, 正值新一届五年一度的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召开之际, 谨以此

《华侨华人蓝皮书》 对大会的召开予以衷心祝贺, 望全国的侨务工作越做越好,

全球的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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