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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涉侨突发事件的危害等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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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涉侨突发事件的危害程度是海外侨胞生存安全预警的重要前期工

作, 目前相关的研究成果甚少。 本报告基于 2000 年后 304 个涉侨突发事

件新闻报道的统计分析发现: 当今严重的全球涉侨突发事件 (一级、 二

级、 三级) 主要集中爆发在非洲、 南美洲、 亚洲三大区域, 以政治骚乱、

武装暴力和影响恶劣的一般犯罪为主, 主要事由是政治矛盾、 社会犯罪、

意外事故和民族排斥。 其中, 非洲的突发事件大多数会伴随大规模的人员

死亡; 南美洲则出现较大的经济损失; 亚洲各类事件交杂, 并伴随着有针

对性的犯罪、 排挤甚至政治清除运动, 这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尤为突出。 北

美洲和大洋洲的突发事件危害多属四级、 五级, 常见的是涉侨公共突发事

件, 主要原因是个人问题, 其中学生事件较为突出。 欧洲正处于移民过渡

阶段, 尽管没有大规模人员的死亡, 体现为一般社会犯罪事件, 但频发游

行示威, 经济纠纷和个人问题是其主导原因。 另外, 涉侨突发事件的危害

程度, 与该国移民政策是否完善、 政局是否稳定、 侨胞和海外中国流动人

口自身行为有很大的关系。 针对各大洲突发事件的特点, 本文最后提出了

一些相应的防治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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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经济全球化带动着人口国际化, 人口的国际流动日趋频繁, 国际移民浪潮

成为时代的一个重要话题。 国际移民组织 (IOM) 对 “国际移民” 的界定为:

“一般来讲, 国际移民是指为了在其他国家定居的目的而跨越国境流动的人

群, 包括暂时性居住人群在内。 游客和短期商务考察者通常不计入移民之

列。”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将国际移民分为两大类: “永久和临时

的。 永久移民愿意在新国家里建立他们永久的居住场所, 并可能获取该国的国

籍; 而临时移民只愿意在新国家待有限的一段时间, 直到学习项目的完成、 工

作合同的到期或是特定工作季节的结束。”② 据联合国 (UN) 估计, “国际人

口迁移总数在过去十年内持续增长, 从 2000 年估算的 1． 5 亿, 到 2010 年的

2． 14 亿”③。 移民经济也在持续升温, 以移民汇款 ( remittances) 为例, 据世

界银行 (WB) 估算: “国际移民总汇款从 2000 年的 1320 亿美元上升为 2010

年的 4400 亿美元。”④

据一般估算, 中国国际移民约为 5000 万人, 包括华侨、 华人和华裔, 被

视为现代国际移民浪潮中最大的移民群体。 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国际移民突发

事件的频发, 中国国际移民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安全问题。 一是人身安全遭威

胁。 1998 年印度尼西亚屠华事件震惊世界, 美国校园枪击事件频繁发生, 日

本仇华情绪高涨等等, 威胁侨胞和海外中国流动人口生存安全的突发事件屡屡

发生。 二是财产安全受威胁。 国内外新闻媒体多次报道, 侨胞和海外中国流动

人口的财产多次受到破坏与抢劫, 华商商店、 华侨华人企业、 个人财产等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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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外犯罪分子瞄准的对象。 所罗门群岛华侨居民区被抢劫、 焚烧, 金店、

珠宝店被洗劫, 巴西圣保罗针对华侨华人的绑架、 抢劫、 要挟等犯罪事件逐年

增加, 世界各地有很多类似情况发生。 中国国际移民和海外流动人口的突发事

件问题, 成为他们本身、 祖 (籍) 国和所在国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 这些突

发事件发生的危害程度有多大, 其危害程度是否与全球分布情况存在相关关

系, 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

为使研究更具有应用性, 本文 “涉侨” 中的 “侨” (文中称侨胞), 泛指

在海外的中国人, 即广义的华侨华人, 包括了华侨、 华人、 华裔以及出国务

工、 经商、 留学、 旅游、 探亲和工作的海外中国流动人口 (含港澳台同胞),

其内涵比国际移民更丰富。 之所以这样宽泛地界定, 一是现实中, 中国侨胞无

论是哪国国籍, 在非炎黄血统的外族人眼中, 通常都被视为 “中国人”, 大多

数海外突发事件对他们的冲击几率几乎相同; 二是在民族排斥和种族歧视突发

事件发生的过程中, 肤色和文化成为排斥的重要内容, 而非国籍; 三是突发事

件往往同时涉及上述多种人群, 作为祖 (籍) 国, 中国的政府和社会有责任

(或有义务) 对他们实施救护或救助。

二　 研究现状

（一）总述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的界定: “突发事件, 是指突然

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

然灾害、 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① 国内外有关突发事件

的研究成果丰富, 专著论文众多。 以突发事件的英文 “emergency” 作为关键

词, 在权威的谷歌学术和亚马逊图书库里查找, 发现谷歌学术搜索论文记录有

2020000 条 (包括专利和引用), 亚马逊库图书记录有 5535 条。 其中, 大量论

文被引用超过千次。 以中文 “突发事件” 作为关键词, 在权威的中国知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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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库中搜索, 以题名包含精确查找方式, 共找到 6038 条论文记录, 在中国国

家图书馆中查找藏书记录, 以题名包含精确查找的方式, 共找到 700 个记录。

通过检索发现, 国内外有关突发事件的研究, 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

域, 研究范围广、 内容深。

针对海外侨胞突发事件的研究, 包括华侨、 华人、 华裔、 中国海外流

动人口, 专著或论文相对就显得十分稀少。 通过对中国权威的中文期刊数

据库 CNKI 的查询, 以 “华侨生存” (32 篇)、 “华人生存” (68 篇)、 “华

侨安全” (32 篇)、 “华人安全” (36 篇) 为主题, 在期刊库进行模糊匹配

查找, 近两年相关研究成果呈现上升趋势 (截止日期为 2013 年 4 月 16 日,

上述统计, 仅限学术期刊, 以主题检索, 部分文章可能重复计算)。 通过检

索国际权威的论文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和 Google 学术论文库, 以及中国知

网的外文期刊库, 以英语为主, 发现国外对华侨华人生存与安全的相关研

究成果非常少。 以 Web of Science 为例, 通过对主题 “ overseas Chinese

safety / security / life / survival” 进行模糊匹配检索, 对检索结果进行分析, 发

现关于华人华侨安全问题的研究非常少, 关于突发事件危害等级还没有研

究成果。 生存问题的研究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经统计共有专题英语论文两

百余篇, 其中一部分是由中国学者以英文发表的关于华人华侨安全与生存

问题的研究论文。

（二）国内研究现状

1． 关于华侨华人相关生存问题的研究

高伟浓 (2003) 对华人新移民在澳大利亚、 新西兰的生存适应性进行了

分析。 刘瑞常等 (2005) 通过 “西班牙: 鞋子引起的麻烦” “南非: 社会犯罪

威胁华人” “巴基斯坦: 使馆全力解决突发事件” 三个问题介绍了海外华人的

生存安全状况。 张禹东 (2005) 从华侨华人文化的双重特性出发, 探讨了宽

容作为华侨华人的生存方式的意义与价值。 李安山 (2005) 对 1854 ~ 1962 年

牙买加地区华人社区的形成与发展, 以及华人的生存、 适应与融合进行了深入

研究。 黄昆章 (2007) 以泰北美斯乐 “云南村” 为例, 探讨了泰国华人争取

生存发展的相关问题。 全博 (2007) 在其硕士学位论文 《法国华人的来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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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存方式的变迁》 中探讨了移民职业能力与生存方式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

通过对比早期和当代华人在职业、 社会经济地位、 日常生活以及政治和文化、

生存方式的差异梳理了法国华人生存方式变迁的过程。 王晓鹏 (2008) 通过

调查研究, 分析了南非华人的生存状况, 剖析了南非华人在南非存在的一系列

问题和不稳定因素。 乔鲍 (2007) 介绍了欧洲华人的生存状态。 李其荣

(2008) 通过对美国、 加拿大新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分析, 探讨了这些地区华

人寻求生存方式的同一性, 认为加强对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研究, 对于华侨华

人融入主流社会, 充分发挥华侨华人在传承中华文明中的作用, 以培育有利于

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舆论氛围, 具有重要意义。 曹云华、 张彦 (2012) 从软

实力的视角, 分析了华侨华人的角色扮演及其海外利益问题与生存问题, 等

等。

2． 关于华侨华人相关安全问题的研究

白庆哲 (2004) 以全球化时代的新安全观和移民之间的关系为视角, 分

析了新安全观的内涵以及海外华人移民与中国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 严筠

(2007) 列举了海外华人安全风险增大的事由, 从根源上探讨了海外华人安全

风险的产生及其防范。 华达 (2007) 介绍了纽约华人的安全状况。 君君

(2008) 分析了海外华人安全问题。 胡文辉等 (2009) 对建立全方位、 多层次

的海外华人安全风险防范机制提出了几点思考: 增强我国公民海外安全风险防

范意识和防范能力, 建立健全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和预警系统, 发挥商业保险的

作用, 建立我国海外务工人员劳务风险基金等。 赵桂娟 (2009) 以厦门同安

竹坝华侨农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该地区的华侨华人农村安

全与社会保障问题。 王卓 (2012) 对如何更有效地保护我国华侨的海外权益、

完善相关机制进行了探讨。

3． 关于华侨华人生存与安全相关信息数据库的研究

徐云在 《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专题数据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2001)、 《华

侨华人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与共享网络的建设》 (2002)、 《 “华侨华人文献

信息专题数据库” 建设思路与实践评价》 (2007) 等论文中, 多次提出我国应

建立华侨华人相关信息资源库, 并介绍了 “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专题数据库”

建设的背景、 思路和主要内容, 总结了建设过程中的实践经验, 并在主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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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应用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自我评价, 提出要坚持特色、 严格执行标准化、 加

强宣传和维护、 处理好知识产权问题、 做好人员的专业配备工作等。 岳艳明

(2009) 以华侨华人信息数据库建设为例, 分析了高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

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关于特色数据库建设特别是华侨华人信息数据库

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4． 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对归国华侨生存的政策支持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2007 年颁布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推进华侨农场改革和发展意见的通知》, 文件要求吉林省、 福建省、 江

西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云南省劳动保障厅、 侨务办公室等

各侨乡大省、 侨务管理机构, 对华侨农场人员就业培训、 劳动关系处理、 解决

相关历史遗留问题、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高度重视, 充分贯彻落实国

务院 6 号文件精神, 促进华侨农场改革和发展。 广东省人民政府劳动与社会保

障厅 (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03 年颁布 《关于切实做好华侨农场职工

养老保险纳入地方统筹有关问题的通知》 (粤劳社 〔2003〕), 把华侨养老保

险完全纳入地方统筹, 全面保障农村华侨职工的养老生活。 浙江省人民政府

2006 年下发了 《浙江省华侨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通知》 (浙政发 〔2006〕),

要求省内各级政府、 机关、 事业单位要充分保障归国华侨的基本权益, 贯彻

国务院相关文件精神, 做好相关侨务工作。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07 年

下发了 《关于做好我省华侨农场职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作意见的

通知》 (闽政办 〔2007〕), 要求妥善解决好全省华侨农场职工的医疗保险问

题, 维护华侨农场职工的合法权益, 让华侨农场广大职工共享改革发展的社

会成果。

（三）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华人华侨生存与安全相关问题有一定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社

会学、 生理学、 经济学、 考古学、 医学等领域。 本文选取部分近几年最新相

关研究成果呈现如下 ( 按主要作者、 发表年份、 主题排列 )。 卡蒂拉

(Katila) (2012) 对在芬兰的华商家庭进行了关于道德秩序的研究, 通过调

查取样, 了解了华商在芬兰的生存特点, 讨论了华商家庭在家庭、 性别和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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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面的建设情况。 Gadzala (2009) 对肯尼亚的华商企业进行了研究, 探讨

了华商企业以及中国人在肯尼亚的生存困境。 马林斯 (Mullins) (2008) 研

究了华人身份的识别问题, 探讨了美国华人的生存状态, 以及他们如何更好

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佛山 (Fosha) 等 (2008) 对美国南达科塔州朽木镇

(Deadwood) 华人的生存经验进行了研究, 探讨了该地区唐人街华人华侨基

本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结构。 科斯特洛 ( Costello) 等 (2008) 对美国加州

圣·贝纳迪诺 ( San Bernardino) 地区的唐人街进行了研究, 探讨了当地唐

人街的形成以及华人的生存现状。 沃斯 (Voss) (2008) 以考古学的视角,

对美国加州 San Jose 地区的唐人街进行了田野调查, 探讨了该地区华人华侨

家庭与世界的关系, 分析了该地区华人的生存现状以及社会集体和社区机

构。 Ip． 等 (2007) 研究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布里斯班 (Brisbane) 地区中国

老移民的社会隔离问题, 剖析了其生存现状, 并探讨了相关社会保障政策

的制定与实施。 帕克 ( Parker) 等 (2007) 研究了美国西方化的华人抑郁

状态与生存状况, 发现无论是生于美国的华人还是美国外的华人, 他们与

美国人相比, 在一生中抑郁率显著较低, 其生存心理状态较好。 涅托

(Nieto) (2003) 介绍了西班牙华人的生存现状, 并探讨了相关华商企业、

华人组织、 华人社区、 华人家庭等, 认为华人对西班牙国家经济建设作出

了一定的贡献, 等等。

（四）研究评述

综观国内外学者对突发事件和华侨华人相关问题的研究不难发现, 这

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 文献数量多、 质量高, 视野开阔、 见

地深刻, 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华侨华人生存与安全问题研究的意义, 认

识华侨华人对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功能和作用, 把握华侨华人研究现状,

为阐释华侨生存安全问题做好铺垫。 然而就两者结合的研究领域而言, 即

涉侨突发事件,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 研究内容也相对欠缺, 不成

体系, 新闻报道较多, 研究成果显得匮乏, 亟待更新观念, 丰富成果, 创

新机制。 特别是关于涉侨突发事件安全等级的研究, 更是无人问津, 值得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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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的方法

由于研究的资料主要来自新闻报道, 根据拥有资料的特点, 本文研究涉侨

突发事件的危害等级时主要采用两种方法: 文献资料法和内容分析法。 通过文

献资料分析, 对研究对象作出定性的理论陈述, 为内容分析的定量研究打下基

础。 研究目标文献的收集符合以下几点要求: 一是收集 2000 ~ 2013 年具有突

发性和影响性的涉侨突发事件; 二是新闻报道的来源必须权威可靠, 主要来自

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 中国新闻网、 人民网、 欧浪网、 《环球时报》、 《暨南大

学侨情简报》、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等国内外著名华文网站或报刊; 三是新闻内

容要比较详细充实, 报道字数一般要求超过 200 字, 涵盖关键信息, 以便作进

一步研究分析; 四是资料收集过程具有随机性。 在资料查询中, 凡是满足前三

条要求的涉侨新闻, 都采集入库, 进行编号, 以避免主观选择。 通过一年多时

间的收集整理, 共收集 304 条涉侨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案例, 发现涉侨突发事

件主题多样、 内容丰富, 且事由复杂。 我们按照事件报道的特点和事件发生的

事由, 先将资料定性归纳如下 (见表 1)。

基于文献资料分析的基础, 对 304 条新闻个案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深入量

化分析。 内容分析法是对文献内容进行客观、 系统、 量化分析的一种科学研究

方法, 常用于政治学、 新闻传播学、 图书馆学、 社会学等领域。 为了保证内容

分析法的科学性、 文本分析的信度, 研究人员统一构建了指标体系, 并进行分

析评价。 在此指标体系下, 对事件危害等级进行评分和综合判断, 最后输入

SPSS 数据库, 进行分析。 指标体系信度计算公式为:

R = 2M
N1 + N2

其中 M 表示两个研究人员对指标选择意见一致的指标数。 N1 和 N2 是两个研

究人员各自选择的指标数。 经过计算, R = 2 × 4 / (5 + 6) = 0． 73, 即文本分

析指标设计信度为 0． 73。 衡量涉侨突发事件危害等级的指标及其评分标准,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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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涉侨突发事件类型与事由的划分

项目 分类 含义

事件

类型

自然灾难 非人类可以预测或控制等自然因素造成,波及海外侨胞的突发事件

民族歧视
排挤海外侨胞的个人或群体行为,包括不公平对待、针对性打击、驱逐等个体或群体

事件

政治骚乱
海外侨胞所在国国内政局不稳,大规模且性质恶劣的群体事件,诸如武装绑架、政治

屠杀、国内战争等

人为事故
主观或非主观的交通事故、爆炸、火灾等,有人为因素的突发事件,目标不是中国

人

一般犯罪 社会常见的普通犯罪事件,受害人群一般不超过 3 人,多以谋财为主

武装暴力
受害人群在 3 人以上,性质恶劣的严重社会群体犯罪事件,多以武装分子带有政治

目的的劫持、绑架、抢杀为主,针对性强

边境摩擦 国家边境界限有争议,导致中国陆地或海洋边境产生的突发事件

游行示威 华人维权或所在国居民反华的大规模集体示威运动

学生事件 中国海外留学生特殊群体所产生的突发事件

其他事件 根据新闻报道,不能按照上述事件归类的其他涉侨突发事件

事由

政治矛盾 主要指由所在国政治因素催生的针对性突发事件

经济纠纷 主要指海外侨胞与当地居民之间因经济利益问题而产生的突发事件

文化习俗 主要指海外侨胞与当地居民之间因文化习俗差异而直接产生的突发事件

社会犯罪 主要指犯罪分子为了钱财或色相,针对海外侨胞实施侵害行为的事件

意外事故 主要指非人为主观因素而导致的突发事件

民族排斥 主要指针对海外侨胞的歧视、抗议、压迫等不平等行为的突发事件

华人维权 主要指海外侨胞为了保护自身权利而进行的游行、运动、抗议等突发事件

个人问题
主要指海外侨胞或所在国居民因个人性格、心理、家庭、自身犯法等相关问题而产生

的突发事件

事由不详 新闻报道内容未反映

　 　

表 2　 衡量涉侨突发事件危害程度的指标体系及其评分标准

代码 指标 等级 分值 解释 指标性质 备注

LL
生命损失

Loss of Life

高

中

低

2

1

0

人员伤亡损失巨大,死亡人数在 3 人

以上

人员伤亡损失严重,死亡人数在 1 ~ 3
人

人员伤亡损失轻微,无死亡人数

正指标

该指标主要反映突发

事件中海外侨胞的生

命损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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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代码 指标 等级 分值 解释 指标性质 备注

LP
财产损失

Loss of
Property

高

中

低

2

1

0

财产损失巨大,1000 万美元以上,或
是事件一旦发生,损失额度难以评估

财产损失严重,损失额度在 10 万 ~
1000 万美元

财产损失轻微,损失额度在 0 ~ 10 万

美元

正指标

该指标主要反映突发

事件中海外侨胞的财

产损失程度,包括事

件一旦发生,对财产

损失的预测

NP
事件人数

Number of
People

多

中

少

2

1

0

新闻报道涉事海外侨胞超过 10 人,或
报道涉事人数太多而未知,难以统计

新闻报道涉事海外侨胞在 3 ~ 10 人

新闻报道涉事海外侨胞在1 ~ 3 人(含
3 人)

正指标

该指标主要反映突发

事件中涉及的中国海

外侨胞人数,可据此

分析事件发生的规模

TM
词条查询

Term
Modifiers

多

中

少

2

1

0

谷歌相关中文词条搜索在 100 万条以

上,华界媒体传播范围非常广

谷歌相关中文词条搜索在 10 万 ~ 100
万条,华界媒体传播范围较广

谷歌相关中文词条搜索在 10 万条以

下,华界媒体传播范围较小

正指标

该指标主要反映突发

事件在华界网络媒体

传播的范围广度,选

择谷歌搜索引擎是因

为该引擎没有进行网

页控制,词条传播范

围信息比较精确

　 　

根据以上指标以及评分标准, 对收集到的 304 个案例进行评分汇总, 涉侨突

发事件的危害等级 G = LL + LP + NP + TM, 其分值 G 的取值范围为, 0 ≦ G ≦ 8,

分为五个等级, 最高级为一级, 是危害最严重的突发事件, 此类突发事件一旦发

生, 后果极其严重; 最低级为五级, 是一般性质突发事件, 即各国常见的诸如社

会犯罪类的突发事件, 此类事件多属偶发的特例或个案, 难以完全避免。 具体级

别分类见表 3。

表 3　 涉侨突发事件危害等级划分表

等级 得分(分) 信号 解释

一级 8 红色 在华界社会影响巨大,事件性质非常恶劣,产生严重的社会影响

二级 6 ~ 7 蓝色 在华界社会影响很大,事件性质很恶劣,产生很坏的社会影响

三级 4 ~ 5 绿色 在华界社会影响较大,事件性质比较恶劣,产生不良社会影响

四级 2 ~ 3 黄色 在华界社会影响一般,常为难以规避的突发事件,产生负面社会影响

五级 0 ~ 1 白色 在华界社会影响较小,常见一般社会突发事件,有一定的负面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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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一）各大洲发生的突发事件概况

　 　 根据 304 个案例的数据统计, 各大洲 10 类涉侨突发事件类型与事由, 按

照事件发生的数量进行统计。 由于各个洲统计发生事件的基数不同, 因此, 按

洲划分事件发生的类型, 才具有可比意义。 以抓主要矛盾为指导思想研究涉侨

突发事件, 比例高的前两种事件 (合计超过总事件的 50% ), 来分析该洲发生

涉侨突发事件的主要类型, 其统计结果如下。

在北美洲的 46 件突发事件中, 一般犯罪有 25 件, 占总数的 54． 3% , 其

次是学生事件 (6 件), 占总数的 13． 0% ; 在大洋洲的 19 件突发事件中, 学

生事件有 7 件, 占总数的 36． 8% , 一般犯罪有 4 件, 占总数的 21． 1% ; 在欧

洲的 71 件突发事件中, 一般犯罪有 40 件, 占总数的 56． 3% , 其他事件有 8

件, 占总数的 11． 3% ; 在南美洲 27 件突发事件中, 一般犯罪 10 件, 占总数

的 37． 0% , 武装暴力 6 件, 占总数的 22． 2% ; 在亚洲的 94 件突发事件中, 情

况比较复杂, 众数超过 10 件的突发事件中, 人为事故 17 件, 政治骚乱 16 件,

一般犯罪 15 件, 游行示威 13 件, 武装暴力 11 件, 民族歧视 10 件, 分别占总

数的 18． 1% 、 17． 0% 、 16． 0% 、 13． 8% 、 11． 7% 、 10． 6% , 合计为 87． 2% ;

在非洲的 47 件突发事件中, 政治骚乱 24 件, 占总数的 51． 1% , 武装暴力有

12 件, 占总数的 25． 5% (见表 4)。

可见, 在北美洲、 欧洲、 大洋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一般犯罪和学生事

件是涉侨突发事件的主要类型。 在南美洲和非洲, 一般犯罪、 政治骚乱、 武

装暴力比重较高。 在亚洲地区, 涉侨突发事件更为复杂, 除学生事件和自然

灾害外, 各类事件出现的概率接近。 从另一个角度讲, 在随机收集的 304 个

事件里, 一般犯罪 (33． 2% )、 政治骚乱 (15． 1% )、 人为事故 (11． 8% )、

武装暴力 (10． 5% ) 成为涉侨突发事件排名前四位的事件类型, 占总事件的

70． 6% 。

为了掌握各大洲突发事件的主要原因, 我们将占比 50% 以上的事由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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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北美洲突发事件的事由以个人问题 (47． 8% ) 和社会犯罪 (17． 4% )

为主, 占总事由的 65． 2% 。 大洋洲突发事件的事由以个人问题 (26． 3% )、 意

外事故 (21． 1% ) 和社会犯罪 (21． 1% ) 为主, 占总事由的 68． 5% 。 欧洲突

发事件的事由以经济纠纷 ( 23． 9% )、 社会犯罪 ( 23． 9% ) 和个人问题

(19． 7% ) 为主, 占总事由的 67． 5% 。 南美洲突发事件的事由以社会犯罪

(33． 3% )、 经济纠纷 (18． 5% ) 和个人问题 (18． 5% ) 为主, 占总事由的

70． 3% 。 亚洲突发事件的事由以民族排斥 (28． 7% )、 政治矛盾 (27． 7% ) 和

意外事故 (16． 0% ) 为主, 占总事由的 72． 4% 。 非洲突发事件的事由以政治

矛盾 (63． 8% ) 和社会犯罪 (23． 4% ) 为主, 占总事由的 87． 2% 。 分析得知,

尽管事件类型相同, 但各大洲发生的事由有所不同。 从另一个角度讲, 在媒体

报道的这 304 个事件中, 政治矛盾 (20． 4% )、 个人问题 (18． 8% )、 社会犯

罪 (18． 1% )、 民族排斥 (15． 8% ) 成为发生涉侨突发事件排名前四位的事

由, 占总事件的 73． 1% (见表 5)。 另外, 在统计分析过程中, 这 304 个研究

案例中, 没有一个突发事件产生的事由直接来自 “文化习俗” 因素。 文化习

俗因素应该是事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而不是直接原因。

表 4　 各大洲分类型统计的涉侨突发事件数

单位: 件

类型
大洲名称

北美洲 大洋洲 欧洲 南美洲 亚洲 非洲 总计

一般犯罪 25 4 40 10 15 7 101

政治骚乱 1 2 1 2 16 24 46

人为事故 5 1 7 3 17 3 36

武装暴力 1 1 1 6 11 12 32

民族歧视 4 1 7 2 10 1 25

游行示威 0 0 4 1 13 0 18

学生事件 6 7 2 0 1 0 16

自然灾难 1 2 1 2 3 0 9

边境摩擦 0 0 0 0 6 0 6

其他事件 3 1 8 1 2 0 15

总　 　 计 46 19 71 27 94 47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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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大洲分事由统计的涉侨突发事件数

单位: 件

事由
大洲名称

北美洲 大洋洲 欧洲 南美洲 亚洲 非洲 总计

政治矛盾 0 2 1 3 26 30 62
个人问题 22 5 14 5 10 1 57
社会犯罪 8 4 17 9 6 11 55
民族排斥 5 2 10 3 27 1 48
意外事故 5 4 4 2 15 2 32
经济纠纷 3 0 17 5 2 1 28
华人维权 0 0 5 0 7 0 12
原因不详 3 2 3 0 1 1 10
总　 　 计 46 19 71 27 94 47 304

　 　

（二）各大洲涉侨突发事件的统计分析

1． 各大洲生命损失突发事件统计

在 304 个事件中, 人员伤亡损失轻微, 无死亡人数事件最多, 有 202 件,

占了事件总数的 66． 4% 。 各洲人员伤亡损失轻微, 无死亡人数事件的案例占

各洲案例数量的比例分别为: 欧洲 81． 7% 、 南美洲 74． 1% 、 亚洲 70． 2% 、 北

美洲 52． 2% 、 大洋洲 36． 8% 、 非洲 57． 4% (见图 1)。 可见, 欧洲突发事件的

人员伤亡最轻。

图 1　 各大洲按生命损失的突发事件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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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案例中, 人员伤亡损失严重、 死亡人数在 1 - 3 人的案例共有 71 件,

占总案例的比例为 23． 4% 。 各洲人员伤亡损失严重、 死亡人数在 1 ~ 3 人的案

例占各洲案例数量的比例分别为: 大洋洲 47． 4% 、 北美洲 41． 3% 、 非洲

31． 9% 、 南美洲 18． 5% 、 欧洲 14． 1% 、 亚洲 13． 8% 。

所有案例中, 人员伤亡损失巨大、 死亡人数在 3 人以上的案例有 31 条,

占总案例的比例为 10． 2% 。 各大洲这类事件占各洲案例数量的比例分别为:

亚洲 16． 0% 、 大洋洲 15． 8% 、 非洲 10． 6% 、 南美洲 7． 4% 、 北美洲 6． 5% 、 欧

洲 4． 2% 。 亚洲突发事件的人员伤亡情况是最严重的, 欧洲则最轻。

2． 各大洲按财产损失的突发事件统计

在财产损失统计过程中, 发现许多报道并没有指出具体的财产损失额

度, 而在现实生活中, 突发事件造成的财产损失, 往往只是估算, 也不能

给出一个精确的数值。 虽然生命是无价的, 但是课题组讨论认为, 为了量

化研究的方便, 在报道内容没有给出具体数据的时候, 生命损失按照损失

一人 (即死亡一人) 以 100 万美元进行估算。 超过 10 人, 按照财产损失巨

大归类。 研究中, 我们对于没有给出具体财产损失的突发事件, 把生命损

失按照货币形式叠加计算, 将财产损失程度分为轻微、 严重、 巨大三档

(见图 2), 以说明突发事件的严重性。 例如, 2007 年埃塞俄比亚涉侨突发

事件中, 中国石油工人遇袭, 9 人遇难, 另有 7 名同胞被绑架, 但没有给出

具体的财产损失数据。 如果不按照生命损失的价值计算, 在最后事件总分

汇总时, 就不能评估出该事件的危害性, 从而造成研究评估与现实事件严

重性的巨大偏差。

对于各洲突发事件中, 侨胞财产损失轻微、 严重、 巨大三个档次比例分别

是: 北美洲为 28． 3% 、 54． 3% 、 17． 4% , 大洋洲为 21． 1% 、 57． 9% 、 21． 1% ,

欧洲为 46． 5% 、 42． 3% 、 11． 3% , 南美洲为 25． 9% 、 59． 3% 、 14． 8% , 亚洲

为 30． 9% 、 24． 5% 、 44． 7% , 非洲为 4． 3% 、 57． 4% 、 38． 3% 。 可见, 各大洲

突发事件中, 亚洲和非洲的巨大财产损失最为突出, 占此类指标总数的

83． 0% (见图 2)。

进一步把该指标与事件类型和事由进行交叉分析发现: 财产损失轻微, 损

失额度 0 ~ 10 万美元的主要事件类型为一般犯罪 (40． 9% )、 民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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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大洲按财产损失的突发事件数统计

(18． 2% )、 游行示威 (9． 1% ), 占总类型的 68． 2% 。 民族排斥 (28． 4% )、

个人问题 (27． 3% ) 和社会犯罪 (11． 4% ), 占总事由的 67． 1% , 成为主要事

由。 财产损失严重, 损失额度 10 万 ~ 1000 万美元的主要事件类型为一般犯罪

(43． 2% )、 武装暴力 (13． 6% )、 政治骚乱 (9． 8% )、 人为事故 (10． 6% ),

占总类型的 77． 2% 。 社会犯罪 (29． 5% )、 个人问题 (22． 7% )、 政治矛盾

(16． 7% ) 成为三大主要事由, 占总事由的 68． 9% 。 财产损失巨大, 损失额在

1000 万美元以上, 或是事件一旦发生, 损失额度难以评估的主要事件类型为

政治骚乱 (32． 1% )、 人为事故 (17． 9% )、 武装暴力 (13． 1% ) 三类, 占总

事件类型的 63． 1% ; 主要事由为政治矛盾 (41． 7% ) 和意外事故 (21． 4% )

两大类, 占总事由的 63． 1% 。

3． 各大洲涉事人数的统计

海外各涉侨突发事件中, 欧洲、 南美洲、 亚洲和非洲涉及人数超过 10

人的事件比例都过了半数, 这四个洲分别占 54． 9% 、 70． 4% 、 77． 7% 和

66． 0% ; 北美洲的涉事侨胞在 1 ~ 3 人 (含 3 人) 的事件比例最大, 占

52． 2% ; 在大洋洲, 不超过 3 人的事件占 47． 4% , 超过 10 人的事件占

36． 8% (见图 3)。

进一步研究涉事人数与事件类型和事由的关系发现, 新闻报道涉事海外侨

胞在 1 ~ 3 人 (含 3 人) 的主要事件为一般犯罪 ( 53． 8% )、 民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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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大洲按涉事人数的突发事件数统计

(11． 0% ) 和学生事件 (11． 0% ), 占总事件的 75． 8% ; 主要事由为个人问题

(34． 1% )、 社会犯罪 (25． 3% ) 和民族排斥 (16． 5% ), 占总事由的 75． 9% 。

新闻报道涉事海外侨胞在 3 ~ 10 人的主要类型为一般犯罪 (29． 6% )、 政治骚

乱 (22． 2% ) 和人为事故 (22． 2% ), 占总类型的 74% ; 主要事由为个人问题

(25． 9% )、 社会犯罪 (22． 2% ) 和政治矛盾 (22． 2% ), 占总事由的 70． 3% 。

新闻报道涉事海外侨胞超过 10 人, 或报道未知, 难以统计人数的涉侨突发事

件主要类型为一般犯罪 (23． 7% )、 政治骚乱 (21． 0% )、 武装暴力 (12． 4% )

和游行示威 (9． 1% ), 占总类型的 66． 2% ; 主要事由为政治矛盾 (28． 5% )、

民族排斥 (17． 2% )、 社会犯罪 (14． 0% ) 和意外事故 (11． 8% ), 占总事由

的 71． 5% 。

4． 各大洲相关网络词条的统计

网络词条是根据全球著名搜索引擎谷歌搜索 (中文版), 以个案展开搜索

而统计的网络词条数, 可以在一定层面上反映该事件在全球网络的记录传播次

数。 以中文为基础的语言类型搜索, 反映的是该事件在全球华文网络的记录传

播次数, 对分析媒体和人们对某些事件是否有倾向性关注, 有一定的启示作

用。 亦可以助力考察涉侨突发事件危害程度的传播性, 进行侧面判断与预测。

根据涉侨突发事件报道的统计, 在 10 万 ~ 100 万条网络记录传播中, 亚洲

(29． 4% )、 欧洲 (20． 2% )、 非洲 (19． 3% ) 排名靠前, 合计 68． 9% 。 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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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万条的事件中, 北美洲 (25． 9% )、 亚洲 (22． 2% )、 大洋洲 (18． 5% )、

非洲 (18． 5% ) 排名前四位, 合计 85． 1% 。 北美洲和亚洲是网络传播较广的

主要事发大洲。

按照网络词条与事件主要类型和事由的相关分析发现, 谷歌相关中文词

条搜索 在 10 万 条 以 下, 华 界 传 播 范 围 较 窄 的 主 要 事 件 为 一 般 犯 罪

(39． 9% )、 人为事故 (12． 5% )、 民族歧视 (10． 7% ), 占事件总类型的

63． 1% ; 主要事由为个人问题 (22． 0% )、 民族排斥 (19． 0% ) 和社会犯罪

(16． 7% ), 占总事由的 57． 7% 。 谷歌相关中文词条搜索在 10 万 ~ 100 万条,

华界 传 播 范 围 广 的 主 要 事 件 类 型 为 一 般 犯 罪 ( 26． 6% )、 政 治 骚 乱

(19． 3% )、 武装暴力 (12． 8% ), 占总类型的 58． 7% ; 主要事由为政治矛盾

(28． 4% )、 社 会 犯 罪 ( 22． 0% )、 民 族 排 斥 ( 12． 8% ) 和 个 人 问 题

(12． 8% ), 占总事由的 76． 0% 。 谷歌相关中文词条搜索超过 100 万条, 华界

传播范围极广的涉侨突发事件主要类型包括政治骚乱 (37． 0% )、 一般犯罪

(18． 5% )、 学生事件 (11． 1% ), 占总类型的 66． 6% ; 其主要事由包括政治

矛盾 ( 37． 0% )、 个人问题 ( 22． 2% )、 意外事故 ( 14． 8% )、 社会犯罪

(11． 1% ) 四个方面, 占总事由的 85． 1% 。

各大洲华界传播突发事件按网络词条数统计的结果见图 4。

（三）各大洲涉侨突发事件危害等级的统计分析

从事发频率分析, 亚洲发生的数量最多 (30． 9% ), 其他各洲依次为欧洲

(23． 4% )、 非洲 (15． 5% )、 北美洲 (15． 1% )、 南美洲 (8． 9% ) 和大洋洲

(6． 3% )。

从危害程度分析, 按突发事件的危害程度排序, 各大洲的涉侨突发事件大

体可以概括如下。

亚洲各级事件的发案频率都远高于其他大洲, 二级 (18． 1% )、 三级

(30． 9% )、 四级 (41． 5% )、 五级 (8． 5% ), 事件分布比较分散, 没有集中趋

势。 但是恶性事件 (一级、 二级和三级总和) 占到总事件的 50． 1% , 特别是

二级、 三级事件中亚洲占比最高, 分别为 50． 0% 和 34． 9% 。 可见亚洲涉侨突

发事件的危害程度也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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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大洲按网络词条统计的突发事件数

非洲涉侨突发事件主要集中在三级、 四级, 总计占了 80． 8% , 其中三级

事件比例最高, 占 46． 8% 。 全球二级、 三级事件在非洲发生比例较高, 分别

占了 23． 5%和 26． 5% , 这些事件在华界社会影响较大, 事件性质比较恶劣,

产生了比较不良的社会影响。

南美洲的突发事件危害较非洲和亚洲要轻些, 事件集中在三级和四级, 四

级 (63． 0% ) 最多, 合计占总事件的 81． 5% 。

北美洲以三级、 四级突发事件为主, 分别占本洲事件的 23． 9% 和 47． 8%,

有性质较为恶劣、 影响较坏的社会突发事件, 也有一般的社会突发事件。

大洋洲以四级、 五级突发事件为主, 分别占该洲事件的 52． 6%和 15． 8% ,

涉侨的突发事件在华界社会影响较小, 常为一般社会突发事件, 会产生一些负

面影响, 但还是偶有性质恶劣的一级突发事件。

欧洲情 况 较 为 复 杂, 三 级、 四 级、 五 级 事 件 各 占 19． 7% 、 49． 3% 、

26． 8% , 合计占该洲调查事件的 95． 8% 。 欧洲常见不可规避的突发事件, 尽

管社会影响一般, 但仍会产生不良影响 (见表 6、 表 7)。

从危害性较大的一级、 二级、 三级事件看, 一级事件主要爆发在北美洲、

大洋洲和亚洲, 二级事件主要爆发在亚洲和非洲, 三级事件主要爆发在欧洲、

亚洲和非洲。 根据前文分析, 大洋洲的一级事件主要体现在自然灾害上,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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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西兰, 是一个地震与龙卷风频发的国家。 自然灾害一旦发生, 破坏性大,

波及面广。 非洲的二级、 三级事件主要以武装暴力为主。 欧洲的三级事件主要

是群体运动或经济纠纷。 而亚洲地区情况极为复杂, 严重事件覆盖面较广, 从

一般犯罪、 政治骚乱、 人为事故到武装暴力、 民族排斥事件都有, 一旦发生,

性质比较恶劣, 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有较大的排华可能, 极有可能成为一级事件

爆发区。

从事件类型分析, 一级危害事件的主要类型为自然灾害 (40． 0% ) 和政

治骚乱 (40． 0% ), 占调查总事件的 80． 0% 。 二级事件的主要类型为武装暴力

(26． 5% )、 人为事故 (26． 5% ) 和政治骚乱 (20． 6% ), 占总类型的 73． 6% 。

三级事件的主要类型为政治骚乱 (32． 5% )、 一般犯罪 (22． 9% ) 和游行示威

(14． 5% ), 占总事件的 69． 9% 。 四级事件的主要类型为一般犯罪 (36． 7% )、

人为事故 (13． 7% ) 和民族歧视 (11． 5% ), 占总事件的 61． 9% 。 五级事件的

主要类型为一般犯罪 (65． 1% ) 和民族歧视 (16． 3% ), 占总事件的 81． 4% 。

对事件类型变量与事件等级变量进行相关分析, 得到 Pearson’s R = 0． 11,

Spearman Correlation = 0． 085, 均未达到显著相关值, 故此可以得知涉侨突发事

件类型与事件等级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从事发原因分析, 引发一级事件的主要事由为政治矛盾 (60． 0% ) 和意

外事故 (40． 0% ), 占总事由的 100． 0% 。 引发二级事件的主要事由为政治矛

盾 (32． 4% ) 和意外事故 (26． 5% ), 占总事由的 58． 9% 。 引发三级事件的主

要事由为政治矛盾 (36． 1% )、 社会犯罪 (15． 7% ) 和民族排斥 (12． 0% ),

占总事由的 63． 8% 。 引发四级事件的主要事由为社会犯罪 (21． 6% )、 民族排

斥 (20． 1% ) 和个人问题 (20． 9% ), 占总事由的 62． 6% 。 引发五级事件的主

要事由为个人问题 (39． 5% )、 社会犯罪 (20． 9% )、 民族排斥 (16． 3% ) 和

经济纠纷 (16． 3% ), 占总事由的 93． 0% 。 对事件事由变量与事件等级变量进

行相关分析, 得到 Pearson’s R = 0． 365, Spearman Correlation = 0． 365, 均未达

到显著相关值, 故此可以得知, 涉侨突发事件的事由与事件危害等级间只有

一定的弱相关性。 图 5 为全球涉侨突发事件危害等级示意和主要事件类型分

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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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大洲的突发事件等级评分统计

单位: 件

大洲 计数
等级评分统计

平均值 最大值 众数 中位数

北美洲 46 3 8 2 3

大洋洲 19 3 8 2 3

欧 洲 71 2 7 3 2

南美洲 27 3 6 3 3

亚 洲 94 4 8 2 4

非 洲 47 4 6 3 4

　 　

表 7　 各大洲按危害等级统计的事件数

单位: 件, %

大洲 计数
危害等级

一级事件 二级事件 三级事件 四级事件 五级事件
合计

北美洲

大洋洲

欧 洲

南美洲

亚 洲

非 洲

合 计

计数 1． 00 3． 00 11． 00 22． 00 9． 00 46． 00

大洲百分比 2． 2 6． 5 23． 9 47． 8 19． 6 100． 00

等级百分比 20． 0 8． 8 13． 1 15． 8 20． 9 15． 1

计数 3 1 2 10 3 19

大洲百分比 15． 8 5． 3 10． 5 52． 6 15． 8 100． 0

等级百分比 60． 0 2． 9 2． 4 7． 2 7． 0 6． 3

计数 0 3 14 35 19 71

大洲百分比 0． 0 4． 2 19． 7 49． 3 26． 8 100． 0

等级百分比 0． 0 8． 8 16． 9 25． 2 44． 2 23． 4

计数 0 2 5 17 3 27

大洲百分比 0． 0 7． 4 18． 5 63． 0 11． 1 100． 0

等级百分比 0． 0 5． 9 6． 0 12． 2 7． 0 8． 9

计数 1 17 29 39 8 94

大洲百分比 1． 1 18． 1 30． 9 41． 5 8． 5 100． 0

等级百分比 20． 0 50． 0 34． 9 28． 1 18． 6 30． 9

计数 0 8 22 16 1 47

大洲百分比 0． 0 17． 0 46． 8 34． 0 2． 1 100． 0

等级百分比 0． 0 23． 5 26． 5 11． 5 2． 3 15． 5

计数 5 34 83 139 43 304

大洲百分比 1． 6 11． 2 27． 3 45． 7 14． 1 100． 0

等级百分比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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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分国家 /地区的突发事件危害等级与主要类型示意

说明: ①相关区域所属国家涉侨突发事件危害等级图标含义分别为: ▲一级, ■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②各大洲涉侨突发事件的主要类型: 一般犯罪, 学生事件, 武装暴力,
人为事故, 政治骚乱, 民族歧视, 其他事件。

五　 事件总体分析

（一）一般犯罪、政治骚乱、武装暴力和学生事件是涉侨突发事

件的主要类型

　 　 根据研究发现, 虽然涉侨突发事件的发生难以预测, 但是, 过去各大

洲所发生的众多事件中, 媒体报道较多的前四类事件, 依次是一般犯罪、

政治骚乱、 武装暴力和学生事件。 一般犯罪是各大洲共存的最主要涉侨突

发事件, 而政治骚乱和武装暴力较多发生在亚洲和非洲, 其中, 非洲最为

突出。 具体来看, 各大洲事件排名前两位的主要类型是: 北美洲为一般犯

罪和学生事件, 占该洲总事件的 67． 3% ; 大洋洲为学生事件和一般犯罪,

占该州总事件的 57． 9% ; 欧洲为一般犯罪和其他事件, 占该洲总事件的

67． 6% ; 南美洲为一般犯罪和武装暴力, 占该洲总事件的 59． 2% ; 非洲

为政治骚乱和武装暴力, 占该洲总事件的 76． 6% ; 亚洲事发情况复杂,

排名前三位的类型分别是人为事故、 政治骚乱和一 般 犯 罪, 合 计 为

5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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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矛盾、个人问题、社会犯罪、民族排斥是涉侨突发事

件的主要事由

　 　 各大洲突发事件发生的事由有所不同。 北美洲事件的主要事由为个人问题

和社会犯罪, 占 65． 2% ; 大洋洲的主要事由为个人问题、 意外事故和社会犯

罪, 占 68． 4% ; 欧洲的主要事由为经济纠纷、 社会犯罪和个人问题, 占

67． 5% ; 南美洲的主要事由为社会犯罪、 经济纠纷和个人问题, 占 70． 3% ;

亚洲的主要事由为民族排斥、 政治矛盾和意外事故, 占 72． 4% ; 非洲的主要

事由为政治矛盾和社会犯罪, 占 87． 2% 。 可见, 尽管各洲所发事件的类型相

同, 但各大洲的发生事由有所不同。 其中, 政治矛盾、 个人问题、 社会犯罪、

民族排斥成为涉侨突发事件排名前四位的事由, 占了总事件的 73． 1% 。 掌握

了各大洲突发事件的主要类型和事由, 能帮助我们更有针对性地对海外涉侨事

件进行预警和救护。

（三）亚洲、非洲、南美洲和大洋洲是危害侨胞生命和财产安全

的主要事发地

　 　 从危害生命安全分析, 北美洲、 欧洲和南美洲, 主要事件发生类型为一般

犯罪和学生事件, 涉侨死亡人数大多不超过 3 人, 体现为一般的社会犯罪, 其

中政治事由不明显。 南美洲的涉侨死亡比例偏高, 但总体而言, 事件平均死亡

人数没有超过三人。 就大规模人员死亡而言, 即死亡人数超过 3 人的事件中,

最多的是亚洲、 大洋洲、 非洲。 其主要类型为人为事故、 武装暴力和自然灾

难, 占总类型的 70． 9% ; 其主要事由是意外事故和政治矛盾, 占总事由的

58． 1% 。 进一步研究发现, 亚洲出现过情况复杂的大规模侨胞死亡事件, 主要

事由是政治矛盾和意外事故, 并伴随有民族矛盾、 经济纠纷和个人问题。 非洲

的事由主要为政治矛盾, 由政治冲突导致的政治骚乱波及侨胞, 当地武装暴力

针对侨胞进行打击。 大洋洲突发事件的主要事由为难以抗拒和预测的自然灾

害, 如新西兰地震, 事件不多, 但事件发生后影响较大。

从财产损失分析, 各大洲突发事件中, 巨大财产损失的案例在亚洲和非洲

最多, 占此类指标总数的 71． 4% 。 财产损失额度在 0 ~ 10 万美元的主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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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为一般犯罪、 民族歧视和游行示威, 占总类型的 68． 2% 。 主要事由为民

族排斥、 个人问题和社会犯罪, 占总事由的 67． 1% ; 财产损失额度在 10

万 ~ 1000 万美元的主要事件类型为一般犯罪、 武装暴力、 政治骚乱、 人为事

故, 占总类型的 77． 2% 。 主要事由为社会犯罪、 个人问题、 政治矛盾, 占总

事由的 68． 9% 。 财产损失在 1000 万美元以上, 或是事件一旦发生, 损失额

度难以评估的主要事件类型为政治骚乱、 人为事故、 武装暴力三类, 占总事

件类型的 63． 1% 。 主要事由为政治矛盾和意外事故两大类, 占总事由的

63． 1% 。

以上分析说明, 政治骚乱、 武装暴力、 自然灾害、 人为事故这四类涉侨突

发事件一旦发生, 侨胞的生命与财产损失往往是非常严重的。 可见政治骚乱和

武装暴力类的突发事件应该成为公共安全预警的重点问题。 而一般犯罪, 从严

格意义上讲, 包含着学生事件, 虽然爆发事件多, 但是涉事侨胞的生命与财产

损失在一般水平, 大多数是各个国家都无法避免的公共突发事件, 这些公共突

发事件的主要事由很少有政治或文化因素, 但存在着间接影响, 直接导致的事

由多为个人问题、 民族歧视和经济纠纷。

（四）涉事人数多的事件主要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其次是南美

洲、北美洲和大洋洲

　 　 研究发现, 对涉事人数超过 10 人的较大规模涉侨突发事件, 或报道人数

未知, 或难以统计。 这些事件的主要类型是一些一般犯罪、 政治骚乱、 武装暴

力和游行示威, 占总类型的 66． 2% 。 其事由为政治矛盾、 民族排斥、 社会犯

罪和意外事故, 占总事由的 71． 5% 。 而这些事件主要出现在亚洲、 欧洲和非

洲。 欧洲出现的大规模涉侨突发事件主要是游行示威类, 而报道集中在法国、

西班牙和意大利三个国家。 大洋洲涉事人数多的主要是自然灾害和学生事件两

大类。 自然灾害事件涉事侨胞人数最多, 学生事件常见的也只是一般社会犯罪

事件, 在 1 ~ 3 人以内。 在北美洲, 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 涉事人数一般在 3

人以下, 主要是个人事由为主的一般犯罪事件。 特别需要关注亚洲, 亚洲情况

较为复杂, 游行示威、 政治骚乱、 武装暴力、 民族排斥均可以形成大规模的突

发事件, 事件的大小规模也没有规律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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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涉侨突发事件危害等级多属三级、四级，且事件具有突发

性、随机性和复杂性

　 　 分析涉侨突发事件危害等级可知, 三级、 四级事件各占 27． 3%和 45． 7% 。

非洲的二级、 三级事件最多, 且以政治骚乱和武装暴力为主, 在华界社会影响

较大, 事件性质比较恶劣, 社会影响较坏。 南美洲的三级事件也占相当比例,

但性质没有非洲恶劣。 亚洲、 大洋洲、 北美洲和欧洲的涉侨突发事件多为三

级、 四级, 在华界社会影响一般, 常见不可规避的突发事件, 但亚洲事件发生

情况较为复杂, 各级事件都多有发生, 北美洲则有性质较为恶劣的人为突发事

件发生。 欧洲常见一些不可规避的突发事件。

事件危害等级与主要类型、 事由、 地域分布的皮尔森值及斯皮尔曼相关系

数分析表明, 突发事件危害等级与事件主要类型、 事由、 地域分布没有多少关

系。 这说明, 全球涉侨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 随机性、 复杂性, 基本没有规律

可循。

（六）各大洲突发事件中，网络华界媒体关注重点各有不同

从网络华文媒体宣传得知, 在 10 万 ~ 100 万条网络记录传播中, 亚洲、

欧洲、 非洲的突发事件排名靠前, 占此类传播指标总数的 68． 9% 。 在超过 100

万条的事件中, 北美洲、 亚洲、 大洋洲、 非洲的突发事件排名前四位, 占此类

传播指标总数的 85． 1%。 亚洲和非洲是网络传播突发事件较广的主要大洲, 且

多为性质恶劣、 影响广泛的大规模涉侨突发事件。 这些大规模的事件一旦爆发,

会引起网络新闻媒体的大量关注。 仔细研究发现, 欧洲一旦出现事由为个人问题

的学生突发事件, 也会引起华界网络媒体舆论哗然。 南美洲和亚洲在媒体事件报

道方面或是类似事件发生频率方面, 显示类型较多, 事由复杂, 似乎没有规律可

循, 但对政治矛盾、 民族歧视、 经济纠纷等问题所产生的事件, 会给予更多的关

注。 报道非洲的涉侨突发事件, 集中在政治矛盾与社会犯罪, 而政治矛盾更成为

报道关注的焦点。 大洋洲此指标的最高级别中, 没有数值反映, 说明大洋洲爆发

的事件, 没有引起华界的大规模网络宣传。 以上结果对涉侨突发事件危害程度有

一定作用, 因为危害程度的大小, 除了客观的生命财产损失外, 在人们心中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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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也是不可忽视的。 新闻媒体的选择性报道, 不仅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些媒体的

关注点, 也说明华界传媒认同的危害事件的影响力度。 但是, 这种办法也存在一

些不足, 一是一些发生真正危害程度较大事件的国家或地区, 往往是新闻媒体不

发达的地区, 是难以报道的; 二是新闻媒体的报道难免带有记者的主观或政治色

彩, 无论是报道的语气, 还是表达方式, 都不一定科学; 三是新闻媒体报道是有

选择性的, 只能从侧面反映问题, 而不能全面反映问题。

六　 结论与讨论

总之, 当今全球属于一、 二、 三级的严重涉侨突发事件, 主要爆发在非

洲、 南美洲、 亚洲三大区域。 这些事件以政治骚乱、 武装暴力和影响恶劣的一

般犯罪为主, 表层的主要事由是政治矛盾、 社会犯罪、 意外事故和民族排斥。

其中, 非洲的突发事件大多数会伴随大规模人员死亡; 南美洲则出现较大的经

济损失; 亚洲各类事件交杂, 并伴随有针对性的犯罪、 排挤甚至政治清除运

动, 这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尤为突出; 北美洲和大洋洲的突发事件危害多属四、

五级, 常见的是涉侨公共突发事件, 主要原因是个人问题, 其中学生事件较为

突出; 欧洲正处于移民过渡阶段, 尽管没有大规模人员的死亡, 体现为一般社

会犯罪事件, 但频发游行示威, 经济纠纷和个人问题是其主导原因。 另外, 涉

侨突发事件的危害等级与当地移民政策是否完善、 政局是否稳定、 侨胞自身行

为有很大关系。

分析涉侨突发事件危害等级的地域分布、 类型和事由, 发现频繁爆发涉侨

突发事件的深层次原因,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作为祖 (籍) 国, 在

世界新的经济与政治格局下, 国家的崛起、 民族文化的差异、 西方对中国的歧

视、 突发事件预警机制的缺失以及一些国家对中国基本外交政策的误读等, 都

是产生突发涉侨事件的原因; 二是从居住国方面分析, 当地政局的动荡、 社会

分层的加剧、 社会犯罪的猖獗、 政府打击的无力以及敌对势力别有用心的排挤

等, 也会危及侨胞的生存安全; 三是就侨胞自身而言, 文化习俗与生活的冲

突、 不文明的举动、 犯罪和炫富行为、 挤占当地市场和资源、 不尚武力与自身

的脆弱性、 海外华侨华人的黑社会势力犯罪、 不团结、 舍财免灾等, 都是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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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侨突发事件的重要原因; 四是从中国周边关系而言, 政治的博弈、 领土的争

议、 资源的争夺、 军事的冲突等, 引起了紧张的国际关系, 进而影响到周边国

家中国公民和华人的安全; 五是一些非针对中国人的 “意外” 危害事件, 如

自然灾害、 意外事故、 公共卫生安全等危害了海外侨胞的安全。

基于以上分析, 根据各大洲突发事件的特点, 课题组按照不同的大洲, 建

议中国政府、 侨胞和海外流动人口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防范突发事件的危害。

（一）非洲侨胞要有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加强法律意识，使领

馆要加大平时护侨、紧急时撤侨的硬件建设和预案准备

　 　 对于非洲的海外侨胞而言, 由于非洲地区落后, 政局不太稳定, 经常发生

政治骚乱或斗争, 甚至引发国内战争。 例如, 刚果、 苏丹、 利比亚、 埃及、 索

马里等国的侨民, 在自我安全防范意识上, 要格外重视。 所在国的中国侨胞不

要参与派系斗争, 以免引火烧身, 如苏丹、 马里、 科特迪瓦、 索马里等国家的

内乱。 建议当地侨胞在该国政府允许的前提下配备枪支弹药, 以备防身之用。

海外中国侨胞应该团结, 不应参与当地针对中国人的犯罪活动, 如非洲福清帮

的中国人, 在针对中国人的突发事件上的行为, 令人发指。 另外, 不要在非洲

炫富、 抢夺资源、 排挤本地民众, 因为这些是引起涉侨突发事件的重要原因,

特别是在南非。 中国政府应该通过外交手段, 在联合国的指导下, 积极支持这

些国家的和平建设, 并为贫穷落后国家提供必要的援助和贷款, 树立负责任大

国的形象, 同时也有助于形成当地侨胞的正面社会形象。 在非洲地区, 尤其要

大力加强领事馆的硬件建设, 及时为侨民提供必要的保护; 要对侨胞所处的环

境、 与当地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以及所在国家的政治、 经济形势和社情保持高

度的警觉, 制订细致、 周密、 科学的预案, 一旦有发生大规模动乱的前兆要提

前发出警示信息, 动乱和危险发生之初, 要积极考虑顺利撤侨。

（二）在南美洲，要敦促侨胞注意与当地民众更好地融洽相处，

避免炫富行为，促进与南美洲当地经济的共同繁荣

　 　 对于南美洲的侨胞而言, 由于南美洲一些国家正处于发展改革之中,

相关移民政策不够完善, 国家政局不够稳定, 贫富差距巨大。 例如,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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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热内卢和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社会犯罪严重, 成为影响侨胞生存

安全的重要原因。 这些严重的社会犯罪主要针对钱财而来, 包括偷盗、 抢

劫、 绑架、 劫持等。 因此, 南美侨胞要特别注意与当地人建立共享的经济

利益机制, 多做慈善, 多做社会公益事业, 让当地人觉得中国人的到来是

利大于弊的。 侨胞也要彻底避免炫富、 攀比、 投机等行为, 以免引起当地

少数民众的仇富心理, 激发恶性事件。 南美一些国家法制尚不够完善, 针

对中国人的各类事件, 依然会频发。 中国的驻外机构要加强对当地华社的

关注, 建立动态的侨胞信息网络, 通过侨报侨刊和主流媒体, 用优秀的中

国传统文化和其他地区侨胞、 侨社的先进经验来教育当地侨胞, 积极宣传

优秀事迹, 促进侨胞与主流社会的自然融合; 要尽快建立预警机制, 与侨

团组织保持必要的联系, 在重大事件发生之初, 及时发出警示, 或提供安

全信息。

（三）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沟通，建立互信平台，减少政府行为的

排华事件

　 　 对于亚洲的海外侨胞而言, 特别是东南亚的侨胞, 要特别重视生命与财产

安全的自我保护。 亚洲各国情况十分复杂, 华侨华人数量巨大, 东南亚某些国

家针对华人的事件较为频发, 性质也较为恶劣, 包括经济纠纷、 游行示威、 政

治骚乱、 边境摩擦等各种类型, 原因涵盖意外事故、 民族排斥、 政治矛盾、 华

人维权, 甚至所在国与中国的关系等各种因素。 因此, 东南亚的海外侨胞在当

地要充分建立与当地人利益共享的机制, 更多地向当地社会反馈经济发展带来

的好处; 华人和华社一方面要以和平、 共进为主的方式,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 争取必要的政治地位。 只有政治、 社

会上取得一定的合法地位, 才能从根本上避免、 减少或减轻类似 1998 年印度

尼西亚大规模侵害华人的恶性事件。 我国主张的和平外交五项基本原则, 就是

源于对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这在当今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现在, 我

国与东盟的关系处于良性发展的阶段, 要充分利用这一有利的国际形势, 在政

府和外交层面, 加强与东盟各国就华侨华人环境和事业发展进行必要的磋商和

沟通, 从更高的层面, 保护华侨华人的安全, 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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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危国家 (如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次危国家 (如马来西亚和

缅甸), 侨社的组织力、 号召力和经济实力远比欧洲、 非洲、 拉丁美洲和大洋洲

强, 应该通过多种渠道重视预警机制的构建, 包括建立信息中心 (可以与国内

有关机构合作), 通过网络、 侨报、 侨刊、 电台等传媒与广大侨胞保持较为紧密

的联系, 做到动态的信息联系和互动。 一旦发生不利情况,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采

取相关措施。 在中亚、 南亚、 西亚, 主要突发事件是国际或国内政治矛盾引起

的, 侨胞比较分散, 社团组织不多, 也不够有力, 应该特别注意个体、 家庭之间

的联系, 在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尽快建立地缘、 亲缘、 业缘等性质的侨

团组织, 对于华侨 (具有中国国籍) 社团, 要注意保持与中国使领馆的联系,

接受使领馆的指导和提示。 在政治不稳定和战乱频发的地区, 应尽快建立侨胞安

全机制, 甚至必要时的撤离机制。 在国内, 各级侨务机构要随时提醒中国公民不

要前往这些国家和地区, 以免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 印度 (这里尚未考虑与中

国有边境摩擦和历史纠葛)、 巴基斯坦、 阿联酋等国家或地区, 虽然整体政局比

较和平稳定, 但国内贫富差距巨大, 而且其文化、 宗教信仰与华侨华人迥异, 语

言沟通难度更大, 侨胞也要随时考虑自身安全, 提高防范意识。

（四）欧洲侨胞要注意调整商业运营理念，遵纪守法，共享利益

对于欧洲国家的侨胞, 与当地共享经济利益的机制建设, 显得十分重要。

根据事件分析, 西班牙、 意大利、 俄罗斯、 法国、 英国等国家, 时常发生针对

侨胞的突发事件, 很多表象是抢劫、 偷盗、 火灾、 逃税等, 背后深层次原因则

为所在国移民政策不够完善、 侨胞与当地居民发生经商冲突。 例如, 西班牙

马德里、 意大利罗马和法国的巴黎, 这样的现象十分突出。 由于近年侨胞人

数大量增加、 华社也在不断壮大, 而这些新兴的移民国家缺乏相应政策, 文

化上的冲突日渐显现, 在那里经商的华商面临着诸多矛盾和困难。 为此, 本

文建议欧洲的侨胞, 尤其是新华侨, 要充分尊重当地人的生活习惯、 法律法

规意识、 经商理念和社会风俗, 注意联手当地人共同发展, 要积极参与社会

公益建设, 减少排挤当地人就业空间的行为, 避免投机、 炫富、 排他、 欺

压、 偷漏税收、 脏乱差险等做派和行为, 促进侨胞、 侨社与当地居民在政

治、 经济、 文化等各方面的融入, 构建和谐社会。 当前, 欧洲各国虽然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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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 但它们多属发达国家, 文化根底深厚, 社会结构稳定, 经济层次

颇高, 中国移民, 尤其是前往经商的新华侨, 在文化、 习俗、 思想层次等各

方面与当地社会有很大差距, 却又表现出强烈的经商意识, 这是欧洲各地针

对侨胞突发事件的深层原因。 中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加强与欧洲各国的全面合

作, 不断改善中欧关系, 进而获取有利于华商生存发展的大环境; 另一方

面, 我国各级、 各类涉侨部门、 机构, 也要有意识地针对欧洲侨社建立各种

信息中心, 充分发挥华侨报刊和主流媒体的引导作用, 利用国有企业、 高

校、 研究机构的物质力量和智能作用, 更多地为欧洲华商、 侨胞提供生存、

发展和安全方面的全面信息。

（五）提升海外留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减少文化习俗的负面效应

在北美洲和大洋洲等移民国家, 涉侨事件一般是普通社会犯罪、 自然灾害

和意外事故, 这在任何地方都难以避免。 一般犯罪案件除在北美洲的墨西哥、 大

洋洲的所罗门群岛较为严重以外, 其他均为因个人问题产生的案件, 这些事件很

少有政治因素参与, 危害面、 生命与财产损失也都不大。 特别是把教育作为带动

国内经济增长重要产业之一的澳大利亚、 新西兰、 加拿大和美国, 中国留学生众

多, 此类单发性事件较为突出。 中国留学生事件属于一般犯罪, 本文为了研究对

象的确定性和特殊性, 专门划定出来。 此类事件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较多, 常因

学生之间的个人问题而产生犯罪。 对此, 北美洲和大洋洲的侨胞 (尤其是留学

生), 要特别注意减少因个人不当行为, 包括不文明举动、 财富外露、 投机倒把

等, 进而引发社会犯罪。 另外, 留学生还要注意自我保护, 减少因文化习俗而产

生的犯罪案件。 在国内的教育单位和涉外机构, 要加强对拟出国留学的家庭开展

常识性安全教育, 提醒海外侨胞的自我安全防范意识, 以尽量减少危险的发生。

综上所述, 目前, 海外侨胞生存安全预警与救护机制建设的重点, 当在非

洲和亚洲。 在非洲, 突发事件的预警关键是所在国政局的变化, 谨防因政局不

稳引发侨胞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在亚洲, 中亚和西亚重点预防恐怖袭击和国内

战争的危害; 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和东亚国家, 包括南亚的印度, 由于历史矛盾

的积淀、 边境摩擦和民族排斥, 潜存着源于社会深层的排华风险, 对此我国有

关方面必须事先做好战略预备。 在南美洲, 涉侨事件的危害程度在不断转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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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 加上一些国家政局不稳和贫富差距巨大, 未来很有可能出现小规模的涉

侨事件, 危及侨胞的生命财产安全, 对此不可掉以轻心, 但这一地区出现政府

层面排华风波的风险不大。 在欧洲, 由于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 社

会各界对外来移民的经商行为高度警觉, 随时可能发生针对外来人群 (华商

首当其冲) 的经济案件和突发事件。 分析表明, 欧洲多为经济纠纷案件和一

般社会犯罪, 但由于欧洲国家社会发展较为稳定, 应该不会出现成规模的社会

性排华行动。 在北美洲和大洋洲, 多数是移民政策完善的移民国家, 海外侨胞

主要面对的是社会犯罪问题, 重点在于提升侨胞自身的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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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ating System for Damages from
Emergencies Involving Overseas Chinese

Luo Keren　 Wang Chao　 Xie Tingting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early work that study on the emergency damage
grades is the survival and safety cau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t presen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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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research achievements are rarely． Based on the statistic analysis of 304 related
emergencies after 2000, we find out that the worse events (grade one, grade two,
grade three) are mainly occurred on the continents of Africa, South America and
Asia． Most of these types are political riot, armed violence and common crimes． Its
main reasons are political contradictions, social crimes, accidents and ethnic
exclusion． Africa emergencies are always accompanying the massive personal
casualties． And there is a huge economic lost in South America’s events． However,
the situation in Asia is more complicated． The pertinency crimes, exclusions and
political exiles are direct to Chinese, especially in some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Most damage grades in North America and Oceania are at the level of four
and five． That means these events are common public affairs of which main reason is
personal problems and most of them is students’ event． In addition, the Europe is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time． Although there is no massive personal casualties which is
reflect to the common crimes, the parade, economic dispute and personal problems
are the main reasons． At last, the damage grade of overseas Chinese emergencies are
also related to whether the migration policy is complete or not,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s stable or not and the behavior of overseas Chinese is good or no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continental emergencies, our research team give some
suggestions to solve problems as followings.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Emergencies; Damage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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