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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世勋∗

一　 海外华侨华人的总体发展状况

(一) 华侨与华人的界定

　 　 “华侨” 一词的使用始于晚清时期。 据考证, 1883 年郑观应在其 《禀北洋

通商大臣李傅相为招商局与怡和、 太古订立合同》 中, 便有 “华侨” 的表述①。

当时, “华侨” 一词与 “唐人”、 “华人”、 “中国人”、 “番客”、 “北人” 等词语,

均被作为表达侨居海外的中国人的词语②。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经章炳麟、

孙中山等同盟会人士的广泛使用, “华侨” 成为 “海外爱国华人” 的代名词。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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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 “华侨” 的身份认定,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采取不同的政策。 1909 年, 清

政府颁布中国国籍条例及国籍条例实施细则, 按照血统主义的原则, 所有移居外

国的中国人或者在侨居国出生的中国人后裔 (即 “土生华人”), 无论其是否取

得所在国国籍, 均被视为 “华侨”。 这一国籍政策为中华民国政府和新中国建立

初期所沿袭①。 1955 年, 周恩来总理在 “万隆亚非会议” 期间代表中国政府与印

度尼西亚政府签订了关于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正式宣布中国废除双重国籍

政策, 由此 “华侨” 一词被定义为持有中国护照的海外中国人。 1980 年, 由第

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规定: “中

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 “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 自愿加

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 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1990 年 9 月, 由第七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于 199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则明确规定: “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

民。” 在实际工作中, 中国侨务部门还把那些虽未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

权, 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 5 年以上 (含 5 年) 合法居留资格, 并在国外居住的中

国公民, 视为 “定居” (其中因公出国人员不具有华侨身份)。 与此相对应, 华

人是指加入外国国籍的种族为 “中华民族” 的人士。

在有关华侨华人的界定中,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香港和澳门在回归祖

国前, 其华人居民是否应归在 “华侨华人” 范围内。 我们认为这两个地区的华

人, 在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前应归在 “海外华侨华人” 范围内; 在香港和澳门

回归祖国后应归在 “海外华侨华人” 范围外。

中国公民中的非法国际移民, 他们虽然生活在国外, 但也不属于华侨华人。

在非法国际移民中, 一般又可分为非法国际迁移 (俗称 “偷渡”) 者和非法滞留

国外者两部分。 非法国际迁移者是指未经移出国政府同意出国或者未经移入国

政府同意入国。 非法滞留国外者则是指合法进入移入国, 但滞留时间超过移入

国政府所准予的逗留期限, 在移入国丧失合法身份的非法逾期居留者。 只有当

中国公民中的非法国际移民在移入国取得合法居留身份后, 才能成为华侨或华

人。

华侨、 华人与中国之间, 既存在着是否为中国公民的法律关系差异, 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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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民族感情上认同的共性。 在中国海外侨胞是否要加入住在国的国籍和华侨、 华

人在住在国的法律关系上,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几代领导人的观点是十分明

确的。 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 “我们希望华侨都选择当地国籍, 但是不能拒绝他

们选择中国国籍, 不能造成一种情况, 好像新中国不要他们了。” “我们鼓励华

侨留在所在国, 参加建设, 选择那个地方的国籍。 但是还要由他自愿。” 他还强

调 “你们 (指华人, 笔者注) 既然是那个国家的公民, 当然要效忠于那个国

家”, 至于 “一旦选定了中国国籍, 就别再参加印尼政党的活动、 人民的政治生

活以及选举活动等等, 界限要划得清楚”。 然而周恩来同志又对加入缅甸国籍的

华人说: “我们还是亲戚, 亲戚有什么不好呢? 就好像女儿嫁出去后, 还是亲戚

嘛。 女儿可以出嫁, 男的呢, 男的也可以招赘嘛。 ……有些侨胞在选择了缅甸国

籍后, 中国政府看待你们是好亲戚, 不管是男的招赘, 女的出嫁, 我们一律当成

好亲戚看待。”① 他通过把华人形象化地比喻为中国人民的 “好亲戚”, 来表达加

入住在国国籍的华人与作为中国公民的华侨一样仍具有民族感情上的认同性。 明

确上述观点, 对于我们在区分外籍华人工作基本方针与华侨工作基本方针的前提

下, 更好地研究制定关心外籍华人的长期生存和发展、 华人及其眷属参照华侨及

侨眷的 “适当照顾” 待遇、 增进外籍华人同中国的亲情乡谊和合作交流、 重视

开展对华裔新生代的华文教育等培养民族认同感的政策措施, 具有重要的理论指

导意义。 在 2004 年 6 月国务院第 410 号令公布并自 200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 中, 就规定 “华侨、 归侨去世

后或者华侨身份改变后, 其国内眷属原依法认定的侨眷身份不变”。

(二) 海外华侨华人发展数量估计

在 1911 年前后, 海外华侨华人总数在 600 万人左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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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③。

美国学者鲍思顿等人根据对世界各国公布的人口普查、 移民局资料及其他有

关华人移民的资料, 在撰写的论文 《当今世界海外华侨华人的分布》 和 《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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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海外华侨华人的全球分布状况》 中, 对 1948 年前后至 1990 年前后生活在中

国大陆和台湾以外各大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总数进行了估算 (见表 1)。

表 1　 世界及各大洲的华侨华人总数统计表①

单位: 万人

年份 全世界 亚洲 美洲 欧洲 大洋洲 非洲

1948⑴ 872． 12 837． 97 20． 9 5． 38 6． 38 1． 49

1952⑵ 1253． 62 1222． 85 20． 39 1． 15 6． 09 3． 13

1960⑶ 1538． 52 1488． 01 40． 66 1． 58 4． 22 4． 06

1970⑷ 1929． 38 1834． 26 71． 12 11． 21 6． 85 5． 94

约 1980⑸ 2697． 24 2476． 4 133． 3 62． 2 17． 64 7． 69

约 1990⑹ 3676． 58 3228． 78 322． 66 76． 95 37． 39 10． 8

　 　 注①: 本表中的华侨华人总数是指居住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外的所有华侨华人。
资料来源: ⑴⑵⑶⑷ Poston, D． L． Jr． , and Mei-Yu Yu．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0, 24: 480 - 508. ⑸ ⑹Poston, D． L． , Jr． ,
Michael Xinxiang Mao, and Mei - Yu Yu.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round 1990”,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4, pp. 631 - 645。

关于 2000 年海外华侨华人 (不包括香港、 澳门、 台湾地区) 的总数, 国务

院侨务办公室侨务干部学校在 2005 年 10 月出版的 《华侨华人概述》 中曾进行了

估算。 他们根据周南京主编的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李明欢的 《欧洲华侨华人

史》 及其他有关权威机构或重要著述所公布的统计 (或估计) 数据筛选而成。

其中有个别国家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估计数。 据他们估算,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全世界华侨华人总数为 3975． 83 万人 (见表 2)。

表 2　 2000 年前后各洲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统计表

地　 区 人数(万人) 在华侨华人总数中比重(%) 地　 区 人数(万人) 在华侨华人总数中比重(%)

亚 洲 3294． 17 82． 85 大洋洲 　 78． 61 　 1． 98

美 洲 433． 27 10． 90 非 洲 　 24． 39 　 0． 61

欧 洲 145． 39 3． 66 全世界 3975． 83 100． 00

　 　 资料来源: 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编著 《华侨华人概述》, 九州出版社, 2005, 第 229 ~ 235 页。

关于目前海外华侨华人 (不包括香港、 澳门、 台湾地区) 的总数, 厦门大

学南洋研究院王望波、 庄国土在 2010 年 4 月出版的 《2008 年海外华侨华人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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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中进行了估算。 其中有些国家的数据是 2005 年或 2006 年的。 例如, 美国最

新公布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 2006 年的数据, 有的国家则是 2007 年的数据。 其中

东南亚地区数据主要是依据庄国土教授发表在 《南洋问题研究》 2008 年第 1 期

的论文 《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四次大潮》 相关数据估算出的; 北美、 澳大利

亚、 新西兰、 欧洲、 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数据依据各有关国家政府公布的最新

人口普查数据, 以及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网站相关数据综合所得; 其他国家和地

区则是根据各地有关华文报纸、 当地侨领、 中国侨务部门侨情调研等提供的资料

估计而得。 据他们估算, 2006 ~ 2007 年全世界华侨华人总数为 4543 万人 (见

表 3)。 中国新闻社课题组公布的 《2008 年世界华商报告》, 估计目前海外华侨

华人约 4800 万人①。

表 3　 2006 ~ 2007 年各洲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统计表

地　 区 人数(万人) 在华侨华人总数中比重(%) 地　 区 人数(万人) 在华侨华人总数中比重(%)
亚 洲 3548 78． 10 大洋洲 95 　 2． 09
美 洲 630 13． 87 非 洲 55 　 1． 21
欧 洲 215 4． 73 全世界 4543 100． 00

　 　 资料来源: 王望波、 庄国土编著 《2008 年海外华侨华人概述》,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第 7 页。

(三) 部分国家的华侨华人数量

在美国, 1950 年约有华侨华人 11． 76 万人②。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资

料, 2006 年全美华裔人口达到 356． 5 万人, 几乎占美国总人口的 1． 2% , 占美国

亚裔人口的一半多③。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于 2008 年 9 月公布的 2007 年社区调查

数据, 2007 年美国常住人口中, 华人人数有 353． 84 万人, 居全美亚裔之首。 其

中非美国本土出生的华人有 222． 83 万人, 包括加入美国籍的 132 万人和未加入

美国籍的 91 万人④。 2009 年, 美国的华侨华人总数为 354 万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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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华侨华人人口最新统计》, 华人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华人经济年鉴 (2009 ~
2010)》, 2010, 第 280 页。



华侨华人蓝皮书

在加拿大, 1951 年约有华侨华人 3． 25 万人①。 据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 2006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到 2006 年, 加拿大华裔人口总数为 121． 66 万人, 占全加

人口的 3． 9% 。 较 2001 年人口普查时的 102． 94 万人增长了 18． 2% ②。 2010 年,

加拿大的华侨华人总数为 130 万人③。

在澳大利亚, 1947 年约有华侨华人 1． 21 万人④。 2007 年 6 月 27 日澳大利亚

统计局资料中心公布了 2006 年进行的人口普查的第一次报告, 截至 2006 年 8 月

8 日, 澳大利亚的华人有 66． 99 万人, 比 2001 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增加 11． 33 万

人; 其中出生于中国大陆的有 20． 66 万人, 出生于香港的有 7． 18 万人, 出生于

台湾的有 2． 44 万人⑤。 2008 年, 澳大利亚的华侨华人总数为 67 万人⑥。

在新西兰, 1951 年约有华侨华人 0． 57 万人⑦。 据新西兰国家统计局于 2007

年 4 月公布的 2006 年人口普查分析报告, 截至 2006 年 3 月 7 日, 新西兰的华人

为 14． 76 万人; 其中出生于中国大陆的有 7． 81 万人, 出生于香港的有 0． 77 万

人, 出生于台湾的有 1． 08 万人⑧。 2007 年, 新西兰的华侨华人总数为 15 万人⑨。

在日本, 据日本有关统计资料, 截至 2000 年末, 在日的华侨华人约为 21 万

人, 其中华侨约 16 万人, 华人约 5 万人◈10。 日本法务省于 2008 年 6 月公布的统

计结果表明, 截至 2007 年底, 日本有 60 万名中国人, 这是自 1959 年开始统计

外来人口以来, 在日中国人数量首次超过在日的韩国人和朝鲜人数量, 跃居榜

首◈11。 2010 年, 日本的华侨华人总数为 82 万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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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2010, 第 2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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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 据韩国法务部出入境管理局于 2009 年 6 月发布的 《2008 年度韩国出

入境管理统计报告》, 截至 2008 年末, 居住在韩国的中国人已达 58． 75 万人, 其中

来自中国大陆的汉族人为 18． 00 万人, 来自中国台湾的华侨华人为 2． 70 万人, 来

自香港的华侨华人为 0． 40 万人①。 2010 年, 韩国的华侨华人总数为 63． 65 万人②。

在欧洲, 根据厦门大学李明欢教授针对 20 世纪末对欧洲华人人口构成的研

究, 可以看到 1998 年欧洲各国华侨华人数的情况 (见表 4)。

表 4　 1998 年欧洲各国华侨华人人口及其在当地国总人口中的比例

国　 　 别
华侨华人

总人口(人)
占所在国总人口

比例(% )
国　 　 别

华侨华人

总人口(人)
占所在国总人口

比例(% )

荷 兰 127500 0． 82 意 大 利 70000 0． 12
俄 罗 斯 200000 0． 68 捷 克 12000 0． 12
奥 地 利 41000 0． 51 挪 威 5000 0． 11
英 国 250000 0． 42 匈 牙 利 10000 0． 10
法 国 225000 0． 38 西 班 牙 35000 0． 09
卢 森 堡 1300 0． 31 南斯拉夫 10000 0． 09
爱 尔 兰 10000 0． 27 葡 萄 牙 2700 0． 03
比 利 时 23000 0． 23 芬 兰 1500 0． 03
瑞 士 13000 0． 18 希 腊 600 0． 01
丹 麦 7257 0． 14 罗马尼亚 3000 0． 01
瑞 典 12800 0． 14 波 兰 1500 —　
德 国 100000 0． 12 爱沙尼亚 20 —　 　

　 　 资料来源: 李明欢: 《当代欧洲华人人口构成剖析》, 载郝时远主编 《海外华人研究论集》, 中国

华侨出版社, 2002, 第 410 ~ 442 页。

在英国, 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01 年人口普查数据, 截至 2001 年 4 月

29 日, 英国华人有 24． 70 万人③。 2007 年, 英国的华侨华人总数为 40 万人④。

在法国, 据 2008 年初法新社报道, 法国有 60 多万华人, 约占该国人口的 1%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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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Korea Immigraton Service, KIS Statistics 2008, 26June, 2009.
《世界各地华侨华人人口最新统计》, 华人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华人经济年鉴 (2009 ~
2010)》, 2010, 第 279 页。
英国内政部网站, http: / / www． homeoffice． gov． uk / materials / TalkingDiv_ Main．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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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团致信法总统萨科齐　 吁革新无证华人政策》, 中国评论新闻社, 2008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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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 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06 年 12 月 31 日的统计数据, 意

大利华侨华人共 14． 49 万人①。 2008 年, 意大利的华侨华人总数为 17． 30 万人②。

在西班牙, 政府网站资料显示, 截至 2007 年 12 月, 官方户籍登记在册的中

国移民有 16 万人左右, 其中持有合法居留证的有 11． 98 万人, 有户籍登记而无

合法身份的中国移民应该是 4 万余人③。 2009 年, 西班牙的华侨华人总数为

14． 54 万人④。

在非洲, 据朱慧玲调研估计, 21 世纪初华人数量为 25 万人⑤。 近几年, 大

量中国人涌入非洲经商、 务工、 留学等, 华人数量急剧增加。 2006 年, 据中国

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黄泽全介绍, 中国商人在非洲的确为数不少, 包括华人

在内, 至少有 50 万人⑥。 2010 年, 南非的华侨华人总数为 30 万人⑦, 在非洲各

国中占首位。

二　 海外新华侨华人

(一) 新华侨华人的界定

　 　 在中国的海外华侨华人中, 有一大批数量可观的新华侨华人。 目前学术界有

关新华侨华人界定的分歧, 主要集中在如何确定 “新” 华侨华人的移民起始年

份。 有的认为新华侨华人应从 1950 年及以后 (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由

中国移民国外的人员算起; 有的认为划分新华侨华人的移民起始年份应与国外有

些学者研究各国新移民的移民起始年份 “接轨”, 从 1970 年及以后由中国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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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 / / demo． istat． it / str2006 / query． php? lingua = ita&Rip = S0&paese =
A9999&submit = Tavola。
《世界各地华侨华人人口最新统计》, 华人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华人经济年鉴 (2009 ~
2010)》, 2010, 第 282 页。
《西班牙移民政策无缩紧迹象　 近千名华人获得居留》, 中国新闻网, 2008 年 4 月 12 日。
《世界各地华侨华人人口最新统计》, 华人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华人经济年鉴 (2009 ~
2010)》, 2010, 第 282 页。
朱慧玲: 《非洲侨情及其特点》, 《八桂侨刊》 2002 年第 1 期。
《华商在非洲怎样经商?》, 2006 年 9 月 29 日 《人民日报》 (海外版)。
《世界各地华侨华人人口最新统计》, 华人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华人经济年鉴 (2009 ~
2010)》, 2010, 第 2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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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人员算起。 笔者认为新华侨华人应从 1979 年及以后 (即从 1978 年 12 月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改革开放基本方针后) 由中国移民国外的人员

算起。 其主要理由有三个: 一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们的国家

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①; 二是在 1978 年实施改

革开放的基本方针后从中国大陆移民国外的人数, 比 1950 ~1978 年从中国大陆移

民国外的人数明显增多; 三是 1978 年后从中国大陆移民国外的人士与 1950 ~ 1978

年从中国大陆移民国外的人士在年龄、 受教育程度、 从事职业及其心态、 面临的

问题、 对祖 (籍) 国政府的服务需求上, 具有较大的区别。

(二) 新华侨华人的特点

1． 参与意识、 自我价值实现意识较强

大多数新华侨华人在住在国的参与意识较老华侨华人有很大区别, 老华侨华

人主要是为了谋生和逃避战争、 政治动荡而背井离乡去国外从事修路、 采矿、 务

农、 开小餐馆及其他工作的, 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生存和生活, 有着较强的

“叶落归根” 意识。 而许多新华侨华人在国内有较好的知识技能或资金基础, 他

们往往是为发展事业而出国的, 出国后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发展, 有较强烈的经

济、 社会、 政治诉求和 “落地生根” 意识。

2． 职业层次较高, 经济实力较强

许多新华侨华人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的精

神, 经过近二三十年的艰苦创业和努力拼搏, 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生活、 工作经

验和物质财富。 他们中有不少人成了知名学者或者中高层管理人员, 他们创办公

司、 企业, 或开设中餐馆、 服装厂, 其生存和发展空间不断扩大, 经济实力也逐

渐增强。 部分新华侨华人企业的经济结构也打破了过去传统的模式, 发展成为多

种产业并进的新格局。 以美国为例, 在纽约市华尔街有近 200 名新移民在金融机

构工作, 涌现出一批像李斌、 李山泉、 黎彦修、 张巨英等杰出的人才; 芝加哥摩托

罗拉总公司有 400 多位中国新移民; 底特律市汽车企业雇用了 2000 多名新移民。

如此多的中国新移民在一些大的跨国公司任职, 这在过去是没有的。 当然, 还有相

当一部分新华侨华人是在 1978 年后从中国大陆农村, 通过合法移民或者由非法移

950

① 邓小平: 《在五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 1979 年 6 月 15 日。



华侨华人蓝皮书

民取得住在国合法居留身份, 转为华侨华人的。 其中部分人受教育程度低, 尚未熟

练掌握住在国语言, 职业层次也较低, 仍属于住在国的生活困难和弱势群体。

3． 更积极并更容易融入当地主流社会

早期的华侨华人由于受到住在国种族歧视的影响, 同时也由于受自身的语言

和受教育程度等的限制, 到了国外多年仍生活在华人社会的圈子里, 基本上保存

着中国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 以致相当一部分人用华人的圈子把自己隔离、 封

闭起来。 新华侨华人虽然也在国内生活过, 并且多数仍与国内保持联系, 对家乡

的情感也不会轻易改变, 但同时他们对住在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有较

大程度的认同。 在新的社会环境里, 更多的是以一种开放、 友好、 发展的姿态来对

待当地人和主流社会, 他们中有不少人积极适应主流文化, 参与各种社会事务。

4． 参政的意识和能力大大增强

许多新华人随着华人经济、 科技实力的增长和精英队伍的更加壮大, 住在国

公民意识和参政意识进一步加强。 为了自身更好地发展, 他们中不少人积极参加

当地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活动, 并且组织各种团体维护自己的正当合法权利。 近

年来华侨华人政治性、 权益性社团呈现较大的发展势头, 许多新华人加入住在国

各种党派, 有些国家的新华人还单独组织政党, 以多种形式参与政治、 参与选

举。

(三) 新华侨华人发展数量的估计

1． 1980 ~ 2000 年新华侨华人发展数量的估计

笔者在 2008 年主持撰写的 《新华侨华人及华裔新生代研究报告》 中, 运用

人口学关于一个地区在某个时期净迁入数的计算方法, 并充分考虑中国现阶段华

侨华人在各大洲分布的特点及国内外资料的可获得性, 构建了新华侨华人的计算

公式: “海外华侨华人 (不包括居住在中国大陆、 台湾和香港的华人, 以及居住

在澳门血统为 “中国” 的人口, 下同) 在某个时期净迁入数 = 期末海外华侨华

人数 -期初海外华侨华人数 - 该时期亚洲华侨华人 (不包括居住在中国大陆、 台

湾和香港的华人, 以及居住在澳门血统为 “中国” 的人口) 的年平均人口数 × 该

时期亚洲 (不包括中国) 的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 × 该时期的年份数 - 该时期

北美洲华侨华人的年平均人口数 ×该时期北美洲的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 ×该时

期的年份数 -非亚洲北美洲的世界其他地区华侨华人的年平均人口数 × 该时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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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北美洲的世界其他地区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 ×该时期的年份数。

笔者认为, 美国学者鲍思顿等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华人全球分布状况》 中

估算的 1980 年前后生活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外地区的华侨华人总数为 2697． 24

万人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务干部学校编著的 《华侨华人概述》 中估算的 20 世

纪末、 21 世纪初 (即 2000 年前后) 生活在中国大陆和香港、 澳门、 台湾以外地

区的华侨华人总数为 3975． 83 万人, 虽然不能说很准确, 但至少上述数据是在大

量的分国别估算基础上汇总得出的, 因此, 在有关 1980 ~ 2000 年的所有关于估

算生活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外地区华侨华人总数的资料中, 上述数据是相对较为

准确的。 鉴于上述 1980 年前后和 1990 年前后的世界华侨华人数均包括了香港和

澳门的华人数 (在香港普查资料中指 “种族” 为 “华人” 的人数; 在澳门普查

资料中指 “血统” 为 “中国” 的人数), 因此, 笔者将美国学者鲍思顿等人撰写

的 《20 世纪 90 年代华人全球分布状况》 估计的香港华人总数在 1981 年为

488． 56 万人, 澳门华人总数在 1981 年为 27． 11 万人, 加总后得出 1981 年港澳地

区华人总数为 515． 67 万人。 可见, 如果 1980 年前后世界华侨华人规模的地域统

计口径, 均与 2000 年前后相同, 那么 1980 年前后居住在中国大陆和香港、 澳

门、 台湾以外地区的世界华侨华人总数将为 2181． 57 万人, 即 2000 年前后居住

在中国大陆和香港、 澳门、 台湾以外地区的世界华侨华人总数比 1980 年前后净

增加 1794． 26 万人。

鉴于美国人口咨询局在 1980 ~ 2000 年编写的每年 《世界人口资料表》 估计

1981 ~ 2000 年亚洲 (不含中国大陆) 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明显高于亚洲 (含中国

大陆) 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而海外华侨华人总数中又排除了居住在中国大陆的

总人数, 因此, 笔者分别从美国人口咨询局在 1980 ~ 2000 年编的每年 《世界人

口资料表》 估计的各年亚洲 (不含中国大陆) 人口自然增长率中计算出上述 20

年的年平均自然增长率, 以及 1980 ~ 2000 年亚洲 (不含中国大陆、 香港、 澳门、

台湾) 的年平均人口数。

鉴于居住在中国大陆和香港、 澳门、 台湾以外的亚洲华侨华人和北美洲华侨

华人在世界华侨华人中占绝大多数, 而这两个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不含中国

大陆的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有较大差别, 笔者采取了分亚洲 (不含中国大陆)、

北美洲、 非亚洲北美洲的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方法, 估算出 1980 年前后至

2000 年前后上述三大地区华侨华人的自然增长数为 1162． 12 万人。 最后将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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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后居住在中国大陆和香港、 澳门、 台湾以外地区的世界华侨华人总数比

1980 年前后净增加的 1794． 26 万人, 分别减去上述 20 年内居住在中国大陆和香

港、 澳门、 台湾以外的亚洲、 北美洲、 非亚洲北美洲的自然增长总数, 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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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

华侨华人总人数为 632． 14 万人。

2． 1980 ~ 2006 / 2007 年新华侨华人发展数量的估计

关于 2006 ~ 2007 年海外新华侨华人 (不包括香港、 澳门、 台湾地区) 的总

数,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王望波、 庄国土在 2010 年 4 月出版的 《2008 年海外华

侨华人概述》 中进行了估算。 据他们估算, 2006 ~ 2007 年全世界新华侨华人总

数为 1030 万人 (见表 5)。

表 5　 2006 ~ 2007 年各洲新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统计表

地　 区 人数(万人) 占华侨华人总数的比重(%) 地　 区 人数(万人) 占华侨华人总数的比重(%)

亚 洲 400 11． 27

美 洲 350 55． 56

欧 洲 170 79． 07

大洋洲 60 63． 16

非 洲 50 90． 91

总 计 1030 22． 67∗

　 　 ∗注: 表中比重是新华侨华人占所有华侨华人的比重。 其各洲数字是各地区的比重, 总计是全球

的比重。
资料来源: 王望波、 庄国土编著 《2008 年海外华侨华人概述》,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第 7 页。

(四) 近年来部分国家新华侨华人的数量

在美国,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 《2006 年移民统计年鉴》, 在 2006 财政

年度, 中国大陆共有 83628 人获得 “绿卡”, 比 2005 年增加了 18707 人; 来自香

港的 “绿卡” 获得者则从 2005 年的 5004 人减少到 2006 年的 4514 人; 来自中国

台湾的 “绿卡” 获得者也从 2005 年的 9389 人减少到 8546 人。 统计数据还显示,

2006 年, 全美共有 736420 名 “绿卡” 持有者申请加入美国国籍, 其中 702589

名绿卡持有者获得批准。 中国大陆的绿卡持有者中有 35387 人入籍, 比前一年增

加了 3679 人; 入籍的中国台湾移民也从前一年的 8295 人增加到 8819 人, 只有

来自香港的移民再次出现回落, 从前一年的 4479 人减少到 4263 人①。 美国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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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安部公布 2006 年移民年鉴　 8 万多大陆人获绿卡》, 2007 年 12 月 14 日美国 《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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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部公布的 《2008 年移民统计年鉴》 显示, 在 2008 财政年度, 来自中国大陆

的 “绿卡” 获得者为 75410 人; 来自香港的 “绿卡” 获得者为 4389 人; 来自中

国台湾的 “绿卡” 获得者为 9237 人①。 据美国华盛顿智库 “移民研究中心” 公

布的 2007 年移民人口综合报告显示, 截至 2007 年 3 月份, 来自中国的新移民

(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 人数为 200． 7 万人, 华裔移民中 52% 已成为美国公

民②。

在加拿大, 2001 年时 52%的华裔移民表示, 他们是在前 10 年内来到加拿大

的③。 据台湾 “侨务委员会” 和加拿大移民局公布的数据, 1986 ~ 2006 年中国大

陆、 台湾、 香港每年到加拿大移民的数量较多, 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年移民人数

从 1980 年的 4948 人波浪式地增加到 2006 年的 33080 人。 特别是自 1998 年以来,

中国大陆每年的移民人数已连续 10 年居当年世界各国和地区到加拿大移民人数

的首位。 据加拿大移民部的统计, 2002 年共有 14 万余名新公民宣誓入籍加拿

大, 中国名列新公民来源地排名的 “前十位”; 中国移民的入籍者中来自大陆的

为 16973 人 (占年度所有入籍新公民人数的 12% ), 具有香港移民背景的入籍人

数为 6188 名, 台湾则为 4745 名, 来自中国的总人数为 27906 名。 加拿大移民部

指出, 85%的移民最后都成为公民④。 另据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公民委员会公布

的 《2007 ~ 2008 年度报告》, 在 2007 年, 中国大陆新移民加入加拿大国籍的有

22486 人, 约占该年被批准加入加拿大国籍总数的 12． 2%⑤。

在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统计局资料中心于 2007 年 6 月 27 日公布了 2006 年

进行的人口普查的第一次报告。 报告显示, 20 多万名中国大陆出生的澳大利亚

人口中, 有 7． 17 万名是于 2001 ~ 2006 年抵澳的, 另外同期抵澳的香港人有 1． 34

万名、 马来西亚人有 2． 32 万名、 印尼人有 1． 69 万名、 新加坡人有 1． 37 万名、

越南人有 1． 29 万名⑥。

在新西兰, 华人增长速度之快, 主要归因于大量华人新移民的加入。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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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美国国家安全部网站, http: / / www． dhs． gov / xlibrary / assets / statistics / yearbook / 2008。
《2007 年美国移民人口创纪录　 华人新移民已达 2 百万》, 中华网论坛, 2008 年 1 月 19 日。
《加拿大华裔人口增长迅速　 年轻高学历低收入少信仰》, 2007 年 3 月 21 日 《环球华报》。
《加拿大新公民 10 大来源地中国位列榜首》, 中国新闻网, 2003 年 10 月 15 日。
Annual Report on Citizenship Commission, 2007 - 2008, http: / / www． cic． gc． ca / english / / resources /
publications.
《澳大利亚华人近 67 万　 相比 5 年前人口普查增 11 万》, 中国新闻网, 2007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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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香港回归以来, 香港移民人数出现较大幅度回落, 大陆移民人数持续上升

(见表 6)。

表 6　 1991 ~ 2006 年中国大陆和香港、 台湾地区华人移民新西兰人口数量

单位: 人

年　 　 份 1991 1996 2001 2006
中国大陆 9222 19518 38949 78117
中国台湾 3411 10932 12486 10764
中国香港 4926 11760 11301 7686
合 计 17559 42210 62736 96567

　 　 资料来源: 新西兰统计局 2001 年和 2006 年人口普查资料, 新西兰统计局网站。

亚洲地区也是华人新移民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根据庄国土的研究, 1990

年前后, 东南亚华人约 2000 万人, 其中印度尼西亚约 546 万人, 马来西亚约 525

万人, 泰国约 481 万人, 新加坡约 252 万人, 越南近 100 万人, 菲律宾约 85 万

人, 柬埔寨和缅甸各约 50 万人①。 华侨华人人口近些年的快速增长, 主要得益

于大量新移民进入该地区。 较大规模进入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一直延续至今。 庄国土教授依据所掌握的资讯对东南亚的中国新移

民规模作出大体估计 (见表 7)。

在日本, 2004 年获得永久居住权的中国人为 77． 86 万人, 其中一般居住者

为 31． 30 万人, 特别永久居住者为 48． 76 万人。 日本法务省入国管理局 2006 年 5

月 26 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 截止到 2005 年末, 在日登记的中国人为 51． 96 万

人, 加上取得日本国籍的 9． 68 万人和非法滞留者 3． 11 万人, 以及 5208 名文化

意义上的中国人———中国归国残留孤儿, 在日华人总数已达 65． 26 万人。 与 10

年前的 1996 年相比, 在日登记的中国人激增 28． 53 万人, 增长幅度达到了

122% ②。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于 2009 年 1 月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 中国人约占永

久居住者、 日本人配偶者、 永久居住者配偶、 定住者总数的 17． 9%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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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此估计来自: Leo Suryadinata, Chinese and Nation-Building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1997, p． 7。 廖建裕教授说明, 其所列华人数量大部分是推估, 并非来自

正式人口统计数据, 庄国土教授认为, 所列印度尼西亚的华人人口数量显然低估。
李慎民: 《2007 年: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 中国网, 2007 年 4 月 1 日。
《日华人劳动者逾 21 万》, 2009 年 1 月 19 日美国 《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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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06 年东南亚中国新移民数量估计及其分布与职业构成

国　 别 数量(万) 主要职业 备注

缅　 甸 100 ~ 110 商贩、管理与技术人员、劳工、农民 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员;相当比例的无证移民

泰　 国 35 ~ 40
商贩、管理与技术人员、自由职业

者、公司职员
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员;相当比例的无证移民

新加坡 35 ~ 38
留学生和专业人士、职员、商人和

劳务人员

菲律宾 15 ~ 20 商贩、职员 相当比例的无证移民

马来西亚 10 ~ 15
商贩、劳工、学生、中国新娘和退

休人士
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员

越　 南 10 ~ 12 商贩、投资者、管理和技术人员 一定比例的流动人员;相当比例的台商及眷属

印　 尼 10 投资和管理人员、商贩、技术人员 相当比例的台商及眷属

老　 挝 10 商贩、管理和技术人员、劳工、农民 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员

柬埔寨 5 ~ 10 商贩、管理和技术人员、劳工 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员

总　 计 230 ~ 265
除政治外的所有领域职业;商贩

最多
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员

　 　 资料来源: 庄国土: 《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四次大潮》, 《南洋问题研究》 2008 年第 1 期。

在韩国, 居住的中国人数量每年都呈急剧增加之势。 1992 年中韩建交前,

在韩国居住的中国大陆人仅有 195 人, 到 2007 年 10 月, 这一数字已经增至 40

万人。 与此同时, 来自台湾的华侨华人则不断减少, 已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3 万

余人减少到 2． 21 万人①。

在意大利, 中国侨民除少部分为侨居多年的华侨外, 可以说 80% 以上的现

有中国侨民都是在 1989 年后进入意大利的②。 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

示, 截至 2006 年 1 月 1 日, 意大利外国移民人数已达 267． 05 万人, 中国移民为

12． 82 万人, 占外国居民总人口的 4． 8% , 比 2003 年同期增长了 83． 6% , 位居外

国移民人口第四位, 排在阿尔巴尼亚、 摩洛哥、 罗马尼亚之后③。 意大利国家统

计局就目前在意移民数量和移民增长状况进行了核查, 统计资料显示, 最近几

年, 意大利移民增长迅速, 截至 2007 年 1 月, 生活在意大利的移民已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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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孙友政、 蔡圣镇: 《以高学历为基础　 新华侨跻身韩国精英阶层》, 张尹珠译, 2007 年 11 月

20 日 《环球时报》。
《详说意大利移民政策》, http: / / www． tourlib． cn。
《意大利华人移民 122． 78 万　 居移民数量第四位》, http: / / www． eic． org． cn / 。



华侨华人蓝皮书

2938922 人 (其中男性为 1473073 人, 女性为 1465849 人), 较上年增加了

10． 1% 。 亚洲国家移民主要以华人移民的增长速度最为迅速, 在最近三年时间

里, 由原来的 8． 7 万人增长至目前的 14． 5 万人①。

在西班牙, 移民事务国务秘书鲁米于 2007 年 10 月公布了西班牙第二份移民

报告, 这份报告中收入了大量有关中国移民的内容。 从 2000 年至今, 西班牙华

人数量已经从 19191 人增加到 106993 人, 不到七年的时间中, 整整翻了五

倍②。

在南非, 随着 1998 年后中南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

南非投资设厂, 新移民大幅增加。 据南非中华工商总会的统计, 2006 年初南非

华人已达 20 万人③。

(五) 近年来世界部分国家新华侨华人的构成

1． 新华侨华人的移民类别构成

世界各国新华侨华人的移民类别不完全相同。 美国的移民类别主要分家庭担

保移民、 工作移民、 美国公民直接亲属移民和其他移民; 加拿大的移民类别主要

分依亲移民、 技术移民、 商务移民、 退休移民和其他移民; 英国的移民类别主要

分家庭依亲移民、 技术移民、 商务移民和其他移民。

在美国, 1996 ~ 2007 年每年中国大陆居民移居美国人数最多的基本上是美

国公民直接亲属类, 而工作移民类与家庭担保类在不同年份的人数有所消长

(见表 8)。

值得注意的是,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领养中国儿童成为美国公民直系亲

属移民中的一种重要类型。 据统计, 从 1992 年至 2007 年, 已有 75000 多名中国

儿童被美国家庭领养, 中国自 2000 年以来就是美国人领养儿童的第一大来源国。

但 2007 年美国来自中国的领养儿童的数量减少到了 5453 人, 比 2006 年的 6493

人减少了 1040 人, 比 2005 年的 7906 人减少得更多。 减少的原因是, 随着中国

的繁荣, 国内领养的人数愈来愈多。 而且, 中国加大了对外国领养的限制, 把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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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意大利移民数量已近三百万　 华人移民达 14． 5 万人》, 中国新闻网, 2007 年 10 月 6 日。
《西班牙华人数量七年内翻五倍　 七成来自浙江青田》, 中国新闻网, 2007 年 10 月 24 日。
《南非 “黄金之地” 何以成华商 “地狱”》, 2006 年 2 月 9 日 《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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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1996 ~ 2007 年中国大陆移民美国的类别构成

单位: 人, %

年份
合　 计 家庭担保类 工作移民类 美国公民直接亲属类 其他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1996 35751 100 8293 23 15121 42 11494 32 　 843 2． 3

2000 41861 100 11332 27 12350 30 17688 42 491 1． 2

2001 5821 100 8049 16 19945 39 22010 43 817 1． 6

2002 55974 100 10635 19 17976 32 26547 47 816 1． 5

2003 37395 100 9015 24 6517 17 20930 56 933 2． 5

2004 45942 100 12157 26 13352 29 19552 42 881 1． 9

2005 64921 100 15984 24 18004 28 25726 40 5207 8

2006 83628 100 15652 19 8547 10 32543 39 26886 32

2007 70924 100 14383 20 10968 15 25960 37 19613 28

　 　 资料来源: 根据美国司法部 (2001 年以前) 与国土安全部 (2002 年后) 发布的 《移民统计年报》
(1996 ~ 2007) 历年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站: http: / / www． dhs． gov / xlibrary / assets /
statistics / yearbook。

先权给了国外 30 岁至 50 岁家庭稳定的已婚夫妇, 而单身或有其他健康或经济问

题的人被拒之门外。 另外, 等候完成从中国收养儿童的时间也延长了一倍多, 长

达 24 个月以上①。

在加拿大, 华人的数量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大幅增加。 先是香港和台湾的

商务移民, 后是中国大陆的留学移民和技术移民。 其中香港移民的主体是商务

移民, 在加拿大主要是投资、 经商; 中国大陆移民的主体则是技术移民, 很大

比例分布在科技及工程领域, 主要职业为工程师和研究人员。 自 1998 年以来,

中国大陆一直是加拿大最大的移民来源地, 每年均有三四万人, 占该国接收移

民总数的 20%左右。 与以往较富裕的港台移民不同, 中国大陆移民除了少量

一些带钱而来的商务移民外, 绝大部分是两袖清风的高专业水准技术移民 (见

表 9)。

在英国, 2000 ~ 2007 年每年批准中国大陆移民延长签证的类别中, 人数最

多的是留学类, 其次是工作商务类, 再次是家庭依亲类 (见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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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人领养华童数骤减　 中国国民变富 “内部消化” 增加　 收紧外国领养》, 2007 年 12 月 1
日新闻网海外版 - 美西版 《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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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1981 ~ 2001 年中国大陆人移民加拿大的类别情况

单位: 人

年份 合计 家庭依亲类 经济(技术)移民 难民 其他

1981 6550 3737 2521 — 　 292

1986 1902 1809 10 　 11 72

1991 13915 4578 102 826 8409

1996 17516 5581 721 501 10713

　 2001∗ 40365 10706 26634 2993 30

　 　 ∗2001 年加拿大移民局只提供亚太地区 (不包括美国) 移民类别情况, 表中的数据根据中国在亚

太地区中的移民总数比例推算得出。
资料来源: 加拿大移民局相关年份移民统计报告, http: / / epe． lac_ bac． gc． ca / 100 / 202 / 301, 加拿

大移民局网站, http: / / www． cic． gc． ca / english / resources / statistic。

表 10　 2000 ~ 2007 年英国批准中国大陆移民延长签证类别情况

单位: 人

年度 合计 留学类 工作商务 家庭依亲类 其他

2000 7590 5600 1160 460 370

2001 12830 10190 1660 415 565

2002 23235 19810 2015 425 985

2003 41565 36195 3365 710 1295

2004 34940 30400 2965 680 895

2005 31785 25555 4770 755 705

2006 33105 25895 5575 1030 595

2007 35925 26760 7465 1135 565

　 　 资料来源: 根据英国国土安全办公室 《移民管理统计公报》 历年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英国国土安

全办公室网站, http: / / rds． homeoffice． gov． uk / rds / commandpubs1． html。

在日本, 据财团法人入管协会发表的 《平成 19 年版在留外国人统计》 显

示, 截至 2006 年末, 在日外国人已达 208． 5 万人, 占日本总人口的 1． 63% , 比

2005 年增加 0． 6% 。 中国人登录者已达 560741 人, 比上一年增长 7． 9% 。 据日本

法务省发布的 《2007 年版出入境管理统计报告》, 在 2006 年末定居日本的中国

大陆各类人员中, 永住者、 留学、 日本人配偶、 研修等类别的比例较大 (见表

11)。 另外, 到 2006 年为止, 取得日本国籍的中国人总数已达 101073 人, 再加

上非法滞留在日本的中国人 (包括中国台湾人) 34045 人, 还有 5208 名文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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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中国人———中国归国残留孤儿, 在日华人可统计人口已达 701067 万人,

首次突破 70 万人大关①。

表 11　 2006 年末中国大陆定居日本的类别情况

单位: 人

类　 别 人　 数 类　 别 人　 数

就　 学 21681

研　 修 52901

永住者 117329

定住者 33305

特别永住者 3086

日本人配偶 55860

永住者配偶 4301

其　 他 184204

总　 计 560741

　 　 资料来源: 日本法务省 《2007 年版出入境管理统计报告》, 日本法务省网站, http: / / www． moj.
go． jp / NYUKAN。

2． 新华侨华人的性别构成

在美国, 中国新华侨华人的性别构成变动趋势为男性比例逐渐下降, 女性比

例逐渐上升。 1950 年华人的男女性别比例为 190 ∶ 100, 1970 年为 111 ∶ 100, 1980

年为 102 ∶ 100②; 大陆移民人口中, 1970 年的男女性别比例为 114 ∶ 100, 2000 年

为 84 ∶ 100③。 在加拿大, 据加拿大统计局的资料, 2001 年华裔人口中的女性占

51． 7% , 而全加拿大的女性比例为 50． 9% ④。 在澳大利亚,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除

出生地是中国大陆的华人男女性比例大体持平外, 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生的华人中,

女性略多于男性⑤。 在西班牙, 据西班牙移民事务国务秘书鲁米于 2007 年 10 月公

布的西班牙第二份移民报告, 从 2000 年至今, 西班牙华人数量已经从 19191 人增

加到 106993 人; 在这 106993 名登记住家的移民中, 有 55%是男子, 45%是女子⑥。

3． 新华侨华人的年龄构成

在美国, 中国大陆新华侨华人的特点是年轻化。 美国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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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居倾向高于归化　 逾七十万在日华人呈现新特点》, 中国新闻网, 2007 年 9 月 6 日。
李秀红: 《二战后美国华人的就业特征及成因》, 《求是学刊》 2007 年第 1 期。
“台湾移民美国人口报告” 系列 《大陆移民超越港台以逾 61 万人居首》, 美国世界新闻网,
2004 年 1 月 5 日。
《第一份全面展现加拿大华裔群体的报告出笼》, 《大中报》, http / / community。
张秋生: 《澳大利亚华人社会的现状与前途》, 《世界民族》 1999 年第 2 期。
《西班牙华人数量七年内翻了 5 倍》, (西班牙) 欧联网, 2007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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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中国人口迁美的高峰年龄为 25 ~ 29 岁组①。 在 21 世纪的前 10 年中, 增长

最快的年龄组是 15 ~ 44 岁, 该年龄组增加了 98729 人; 15 岁以下组同期也增加

了 79395 人, 两者合计占同期增加总人数的 45% ②。 在加拿大, 1998 年全加吸纳

的中国大陆新移民 2 万人中, 年龄主要集中在 25 ~ 34 岁, 占移民总数的 49． 8% ,

仅有 0． 8%和 3． 8%的新移民大于 65 岁或低于 15 岁③。 据加拿大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 《2001 年人口普查报告》, 在 2001 年加拿大华裔人口中, 25 ~ 44 岁年龄组的

人数占总人口数的 33． 29% , 而这个年龄段的加拿大人口比例为 31% ; 15 ~ 24 岁

年龄组的人数占总人口数的 15． 32% , 而这个年龄段的加拿大人口比例为 13% 。

与此相对, 在 2001 年加拿大华裔人口中, 65 岁及以上年龄组的人数占总人口数

的 9． 89% , 而这个年龄段的加拿大人口比例为 12% ; 45 ~ 64 岁年龄组的人数占

总人口数的 22． 53% , 而这个年龄段的加拿大人口比例为 25%④ (见表 12), 这

反映了很大比例的华裔人口都是近期抵达加拿大的。

表 12　 2001 年加拿大华裔人口年龄分组情况

年龄组 人数(人) 百分比(% ) 年龄组 人数(人) 百分比(% )

0 ~ 14 195255 18． 97

15 ~ 24 157730 15． 32

25 ~ 44 342650 33． 29

45 ~ 64 231950 22． 53

65 ~ 74 　 65000 　 6． 31

75 以上 36810 3． 58

合　 计 1029395 100

　 　 资料来源: 加拿大国家统计局: 《2001 年人口普查报告》, 加拿大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 / /
www40． statcan． ca / 101 / cst01 / 。

在澳大利亚, 据澳大利亚 《星岛日报》 报道, 2006 年 8 月 8 日, 在非本土

出生的澳洲华人中, 来自中国大陆的有 206588 人, 来自香港的有 71802 人, 来自

台湾的有 24371 人, 他们年龄以 20 ~29 岁, 以及 40 ~ 49 岁占大多数, 前者在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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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黄润龙、 鲍思顿、 但虹: 《90 年代美籍华人的人口及婚育状态研究》, 《人口与经济》 1998 年

第 6 期。
“台湾移民美国人口报告” 系列 《大陆移民超越港台以逾 61 万人居首》, 美国世界新闻网,
2004 年 1 月 5 日。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研司: 《侨务课题研究论文集 (2002 ~ 2003 年度)》 (内部读物), 第

300 ~ 302页。
《第一份全面展现加拿大华裔群体的报告出笼》, 《大中报》, 转引网址: http: / / community.
jiahwa． com / viewtopic． php? t =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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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士州、 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州中合计为 68397 人, 后者在上述三州中合计为

58220 人, 分别占三州来自中国大陆、 香港、 台湾总人数的 25． 2%和 21． 4%①。

在南欧的意大利、 西班牙、 葡萄牙及东欧各国, 由于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才大量进入这些国家的, 因此, 这些国家的华侨华人的年龄构成

呈现年轻化的态势。 在西班牙, 据西班牙移民事务国务秘书鲁米于 2007 年 10 月

公布的西班牙第二份移民报告, 在当时 106993 名登记住家的华人移民中, 平均年

龄是 29 岁。 18 岁以下少年的比例是 18． 5%, 65 岁及以上老人不到 1． 7%。 在华人

家庭中, 基本上都是多子女家庭, 已经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是在西班牙出生的②。

4． 新华侨华人的受教育程度构成

在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从留学生改变身份而成为移民的,

这就使中国大陆新移民的总体受教育程度较高。 1979 ~ 2000 年, 仅由中国大陆

教育部门向国外派出的留学生就达 44． 77 万人, 他们分布在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

和地区, 90%集中在美国、 日本、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西欧发达国家。 其中美国

20 万人, 日本 5． 5 万人, 加拿大 3． 8 万人, 英国 3． 65 万人, 德国 2． 6 万人, 澳

大利亚 1． 78 万人, 法国 1． 63 万人, 俄罗斯 1． 18 万人③。

美国卫生暨福利部、 疾病控制中心和国家保健统计中心在 2008 年 1 月 22 日

公布的 《美国 2004 ~ 2006 年亚裔成人健康特性》 报告显示, 华人是美国人数最

多的亚裔人口, 达到 270 万人; 华人学历在学士以上的比例高达 59． 4% , 仅次于

排名第一的印度 (69． 5% )。 新华侨华人的受教育程度要高于老华侨华人, 但他

们之间也有显著的差异。 根据 1991 年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移民受过高等教育的

比例高于美国出生的人, 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为 25% , 而在台湾移民中

为 62． 2% , 在香港移民中为 46． 8% , 在中国大陆移民中为 30． 9% ③。

在加拿大, 1990 年前后来自中国大陆的 15 岁及以上新移民中, 有 42%具有大学

本科或专科教育程度④。 据加拿大 《明报》 报道, 加拿大统计局于 2008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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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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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澳大利亚华人近 67 万　 相比 5 年前人口普查增 11 万》, 中国新闻网, 2007 年 6 月 28 日。
《西班牙华人数量七年内翻了 5 倍》, (西班牙) 欧联网, 2007 年 10 月 24 日。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研司: 《侨务课题研究论文集 (2002 ~ 2003 年度)》 (内部读物), 第

309 ~ 310页。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研司: 《侨务课题研究论文集 (2002 ~ 2003 年度)》 (内部读物), 第

300 ~ 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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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人口普查数字显示, 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 是华裔新移民当中教育水平最

高的, 49． 94%持有大学学位, 其次是台湾 (39． 26%) 和香港 (28． 15% )①。

在澳大利亚, 据悉尼大学冯兆基教授等的报告 《在澳中国留学生实况总体

分析》 显示, 中国大陆新移民中高等学历者占 42． 5% , 其中 28． 6%为硕士研究

生; 具有高级职称者占 4． 2% , 有中级职称者占 49． 8% 。 当然, 不同地区出生的

华人在受教育程度上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反映了移民环境的不同。 如在马来西亚

和新加坡出生的华人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以专业和技术特长移居澳大利亚的, 包

括一部分在澳学习的留学生, 他们学成后定居澳大利亚。 而在越南出生的华人,

主要是以难民身份入澳, 有技术专长者只是少数。 中国大陆出生的华人移民, 其

受教育程度介于前两者之间②。

三　 海外华裔新生代

(一) 华裔新生代的界定

　 　 关于海外华裔新生代的界定, 笔者认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海外华裔

新生代是指在中国大陆、 台湾和回归祖国后的香港、 澳门以外出生的华侨华人

(含部分具有中国血统的非华侨华人)。 狭义的海外华裔新生代是指在中国大陆、

台湾和回归祖国后的香港、 澳门以外出生并处于少年儿童和中青年的华侨华人

(含部分具有中国血统的非华侨华人)。 华裔新生代一般指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

来在中国大陆、 台湾和回归祖国后的香港、 澳门以外出生的华侨华人。 他们可以

是老华侨华人在国外生育的第二代子女, 也可以是老华侨华人在国外生育的第三

代、 第四代, 甚至更多代的子女。 根据美国联邦政府在 2004 年 12 月公布的研究

报告, 美国的 285 万 “华人” 中, 有三分之一不是美国公民; 另有超过三分之一

的华裔为海外出生, 后归化为美国公民。 美国出生的华裔人口, 不到全数华人 /华

裔人口的 30% ③。 据台湾 “侨务委员会” 的统计, 1949 ~ 2000 年, 中国大陆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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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水平渐高　 加拿大近五成华裔新移民大学毕业》, 中国侨网, 2008 年 3 月 6 日, http: / /
www． hsm． com． cn / hqhr / hrdt / 200803 / 06 / 108962． shtml。
参见杨力 《澳洲华人新移民的崛起》, 1996 年厦门 “世纪之交的海外华人”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全美华人三分之一非公民 (2005)》, 2004 年 12 月 24 日美国 《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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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美国的人口约 55． 4 万人, 目前存活者约 50． 6 万人, 还有在美国出生的 10． 8

万人。 在华裔世代组成上, 因为早期大陆移民美国的人数少, 所以直到 1990 年

只有 4． 6 万人在美出生, 占大陆移民总数的 21． 4% , 10 年后增加到 10． 8 万人,

其中九成属第二代, 余为第三代①。 据美国政府统计资料, 至 2000 年时, 台湾

在美国的第一代移民约占 65% , 当地出生者达 35% ; 其中第二代占台湾在美移

民总数的 27% , 第三代占台湾在美移民总数的 8% , 第四代仅占少数②。

(二) 近年来华裔新生代与祖 (籍) 国关系愈益密切

1． 到祖 (籍) 国寻根问祖

寻根问祖, 是海外华侨华人和华裔新生代保持与祖 (籍) 国关系的一种基

本方式。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 由于住在国形势的变化及生存的需要等各种原

因, 老侨民 “叶落归根” 的观念已嬗变为 “落地生根” 的现实, 但是, 空间距

离割不断对于家乡的探访、 思念之情。

根据报道资料分析,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海外华裔新生代回中国寻根祭祖

络绎不绝, 其中不乏位居高位的住在国政府官员, 更多的是出生于海外的华裔新

生代青少年。 1988 年春, 时任菲律宾女总统的科拉松·阿基诺夫人, 通过 “鸿

渐美许门族谱” 寻到祖根, 确认其曾祖父许寰戈系原同安鸿渐美村人 (今属漳

州龙海), 于是就任总统后访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鸿渐美村, 并发表热情洋溢的

讲话: “我是菲律宾的总统, 又是鸿渐美村的女儿, 回到这里, 就是回到娘

家。”③

据广东侨网报道, 这两年接待了数位祖籍广东的海外政府官员寻根祭祖。

2007 年, 加拿大首位华裔市长, 加拿大维多利亚市有史以来三次连任的最

年轻市长、 祖籍广东中山的刘志强先生, 第三次回中山寻根祭祖。 2008 年 2 月

底, 曾任巴拿马外交部长、 巴拿马民革党 (现执政党) 创始人之一的甘林先生

率子女回中山寻根, 并第一次与同父异母的两个姐姐见面。 2008 年 1 月, 厄瓜

多尔驻中国大使华盛顿·阿戈到北京就任, 上任后出访的第一站就是广东省。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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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移民美国人口报告” 系列 《大陆移民超越港台以逾 61 万人居首》, 美国世界新闻网,
2004 年 1 月 5 日。
台湾 “侨委会”: 《台湾在美侨民近 53 万》, 美国世界新闻网, 2003 年 11 月 25 日。
《菲律宾阿基诺总统 “回娘家”》, 人民网, 2007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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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顿·阿戈说, 他的父亲是从中山出去的, 母亲是厄瓜多尔人, 他身上流的是中

国人的血。 这已是他第三次回来寻根。 秘鲁新任驻华大使、 台山市乡亲伍绍良先

生, 继 2005 年首次回乡寻根后, 专门带同妻子, 又回家乡寻根。 伍绍良大使出

生于秘鲁, 曾任秘鲁经济部长, 也是该国著名企业家。

通过分析可知, 海外华侨华人和华裔新生代保持寻根问祖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从地域特点上看, 回祖 (籍) 国寻根问祖的地域集中在老侨乡, 尤以广东、

福建为多; 二是从身份看, 寻根者为在海外出生长大的老华侨华人后代, 即我们

所说的华裔新生代, 他们与祖 (籍) 国隔绝多年, 语言也多不通; 三是从他们

在居住国的经历看, 经过多年的打拼, 他们的祖辈已在住在国事业有成, 他们中

的一些人也成为居住国政界、 企业界崭露头角的人物, 因而对发展住在国与中国

的友好关系、 促进两国间经济贸易的合作与交流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四是

从今后发展看, 他们日后也将成为海外华社的骨干力量, 成为连接海外华侨华人

与祖 (籍) 国的桥梁。

2． 参加祖 (籍) 国举办的华裔青少年夏 (冬) 令营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每年都会同地方侨办通过中国驻外使领

馆、 海外侨团、 华文教育组织邀请一定数量的华裔青少年来中国参加夏 (冬)

令营活动。 “中国寻根之旅” 夏 (冬) 令营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国海外交流

协会为帮助广大海外华裔青少年学习中文、 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华文化、 促进海内

外华裔青少年的交流而在寒暑假期间举办的活动, 主要对象是 12 ~ 18 岁、 身体

健康、 希望了解中国和中华文化的海外华裔青少年。 夏 (冬) 令营学习内容有

中国民族舞蹈和中华武术以及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常识、 与中国青少年学生交

流、 参观历史文化名胜等。

活动坚持 “游教结合、 寓教于游” 的方针, 让广大海外华裔青少年亲眼目

睹、 亲身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自 1999 年正式

推出以来, 受到海外侨胞尤其是华裔青少年的热烈欢迎。 目前 “中国寻根之旅”

夏令营已经成为国务院侨办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开展海外华文教育工作的一个知

名品牌, 形成了地方营、 汉语和中华文化、 民族舞蹈和武术、 优秀华裔青少年、

外国人领养中国儿童等主题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

从 “寻根问祖” 到 “寻根之旅”, 其间蕴含着一种变化: 从寻找祖先生活居

住地的狭义寻根到激起学习、 了解中华文化的广义寻根, 华裔新生代的寻根被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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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了特殊的含义。 这一切与中国在国际上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相为因果, 族裔情

感与祖 (籍) 国强大的自豪感相得益彰。

3． 接受祖 (籍) 国举办的华文教育师资培训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 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 海外也掀起了华文教育

热。 大力开展海外华文教育, 弘扬中华文化, 有利于海外华侨华人保持民族特

性、 增进与祖 (籍) 国的联系和感情, 有利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增强他们自

身的竞争力, 有利于中国走向世界、 世界了解中国, 有利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和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因此, 华文教育的意义十分深远。 然而, 就各国华文教育的

具体情况来看,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其

中师资的问题非常突出。 近 10 年来,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采取 “走出去”、 “请进

来” 的方式, 大力加强海外华文教育师资的培训力度。 因此, 华文教师回祖

(籍) 国接受培训, 也成为他们回到祖 (籍) 国的一种途径。

经过不断总结经验, 华文教育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 对海外华文教育师资而

言, 他们可以根据在住在国的工作性质, 找到适合自己的培训班, 如幼儿教师培

训、 中小学教师培训; 也可以根据自身的薄弱环节寻找相应的课程设置, 如普通

话证书班、 多媒体教学证书班、 汉语教学技能班、 中华文化知识培训等。 近些

年, 随着华校校长进修班的开设, 从事华校教学管理的师资也相应得到培训。

除了进修, 每年还有不少国外地区性的中文学校 (华校) 或教师协会团体

也应邀回祖 (籍) 国访问交流。

4． 祖 (籍) 国求学

据报道, 近年来回祖 (籍) 国求学的华裔新生代人数在逐年上升。 这一现

象已开始引起中国驻外使领馆和国内涉侨部门的关注。 在近年来回祖 (籍) 国

求学的华裔新生代中, 大致有以下两类。

一类是受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影响, 回祖 (籍) 国进行学历学习。 近年来,

中国经济发展迅猛, 奥运、 世博等国际盛会的相继承办, 显示了中国强大的综合

国力, 对海外华侨华人及其子女而言, 既是极大的鼓舞, 也大大增强了吸引力。

同时由于目前发达国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 经济形势不佳, 失业率高,

他们更看好未来中国的发展。 在加拿大, 由于经济萎缩, 不少大学毕业生都去美

国寻找工作, 求职前景不明, 促使有些华裔学生就考虑选择到同文同宗、 学习环

境、 生活习惯更易适应的中国大陆的大学学习; 有些家人在中国大陆做生意,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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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更容易有留学中国大陆高等院校的想法; 有些刚到住在国不久的新移民子女,

因为适应问题, 也存在着考虑回中国大陆读大学的可能性。 而且相对而言, 中国

的高等院校对海外留学生的入学条件不算很严, 一般中学成绩较好的都易被录

取。 现在不少海外留学生已从以往到中国学语言, 转化为向多学科专业发展, 包

括学习中国的文化、 法律、 历史, 以及理工科、 医学等。 预计在今后相当一段时

期内, 只要中国经济较好较快地发展, 海外华侨华人子女回祖 (籍) 国学习的

人数将会日益增多。

另有一类是由于一部分新华侨华人在住在国立足未稳, 他们为了腾出时间工

作挣钱, 节省养育成本, 便将孩子送回祖 (籍) 国老家寄养; 同时也希望子女

学好中文, 打好中小学的教育基础, 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 等到时机成熟时

再把孩子接回住在国继续学习深造。 这类现象主要集中在老侨乡, 如浙江的温州

和青田、 福建、 广东等地。 目前在一些侨乡有大量的新华侨华人的子女就读, 据

介绍仅在浙江青田, 从欧洲送回读书的华侨子女就达 2 万多人①。

四　 海外华侨华人对祖 (籍) 国的重大贡献

1． 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高度重视和肯定海外华侨华人的重大贡献

早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毛泽东同志在报吿中就充分肯定了

“海外华侨输财助战” 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作用。 1946 年毛泽东同志为陈嘉庚先生

题写的 “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 既是对他的高度评价, 也是我们党对广大爱国

侨胞的高度肯定。 1947 年, 周恩来同志在为泰国 《真话报》 创刊五周年的题词

中希望 “全世界的华侨团结一致, 争取祖国的自由平等”。 1993 年, 邓小平同志

在与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佳节时指出: “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 有自己独特的

机遇。 比如, 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 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 他

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数量众多、 具有资金和人才优势、 热切希望振兴中华的海外

侨胞, 看做中国的一个特殊国情和宝贵资源, 要求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并紧紧抓住

这一独特机遇, 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994 年, 江泽民同志

在第五次归国华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 充分肯定了 “侨务工作历来是我们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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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回国留学热悄然兴起　 加拿大华人子女踏归途》, 2004 年 7 月 25 日 《华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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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极其重要的工作”。 并强调, 在 “中国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

建设的新时期, 做好侨务工作, 对于加快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增进同各

国人民的友好交往, 促进和平统一祖国, 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他明确指出:

“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广大华侨华人, 是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人才资源宝库。” “侨

务工作要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重点要抓好引进华侨华人资金、 技术和人

才的工作, 这是我们国家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也是侨务工作的优势

所在。” 2005 年, 胡锦涛同志在接见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代表时提出了侨务工作的

三个 “大有作为” 论断: “在凝聚侨心, 发挥侨力,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宏伟目标作贡献方面, 侨务工作大有作为; 在反对和遏制 ‘台独’ 分裂势力,

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方面, 侨务工作大有作为; 在开展民间外交, 传播中华优秀文

化, 扩大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方面, 侨务工作大有作为。” 2007

年, 胡锦涛同志在会见第四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的讲话中指出:

“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在推动住在国发展和进步的同时, 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 努力做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参与者, 做中国统一大业的积极促进者, 做中

华文明的积极传播者, 做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积极推动者, 为中

国的繁荣与进步、 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① 胡锦涛同志提出的

三个 “大有作为” 和五个 “积极者” 论断, 不仅强调了现阶段搞好中国侨务工

作的重大意义, 而且也充分肯定了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对祖 (籍) 国已经

并将继续作出的重要贡献。

2． 海外华侨华人对祖 (籍) 国重大贡献的主要表现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 孙中山先生首创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

正是在檀香山华侨中组织起来的。 广大华侨反对封建帝制、 支持革命、 捐资助

饷, 捍卫共和。 他们当中出现了邹容、 陈天华, 黄花岗 72 烈士中 29 位华侨等英

雄人物, 他们为民主革命抛头颅、 洒热血。 孙中山先生由衷地赞誉华侨为 “革

命之母”。 抗日战争时期, 华侨在中华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 表现出强烈的爱国

热忱。 他们积极宣传抗日, 募捐支援抗战, 赈济灾民, 慰问前方将士, 成立抗日

组织, 积极参加抗战。 3000 多名南侨机工回国参战, 血洒抗日疆场。 抗日大军

中有叶飞、 林文虎、 梁灵光、 黄登宝、 冯白驹等著名归侨抗日将领。 在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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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锦涛会见第四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 新华网, 2007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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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海外华侨旗帜鲜明, 坚决反对内战, 支持国内爱国民主运动, 支持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 海外华侨多次集会, 通电反对内战。 海外侨报经常登

载要求美国撤离中国、 反对国民党种种倒行逆施的新闻。 陈嘉庚致电美国总统要

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进行内战。 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

开, 华侨代表陈嘉庚、 司徒美堂、 陈其瑗等 15 人出席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 百

废待兴的共和国迫切需要人才、 物资和资金。 有 2500 多名华侨知识分子积极回

国参加祖国建设, 李四光、 钱学森、 钱三强、 钱伟长、 卢嘉锡、 华罗庚、 唐敖庆

等一批著名科学家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他们为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为

“两弹一星” 的研制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 外汇短缺, 侨务部门积

极鼓励侨汇业务, 华侨汇款成为国家非贸易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 当时大概一年

有 3 亿到 5 亿美金寄回国内, 涉及几百万人的生活问题, 也涉及国家的外汇收入

问题①。

在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后的 30 多年中, 伴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扩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海外华侨华人不仅数量剧增、 分布

更广, 而且经济、 科技实力进一步增强, 更加认同中华文化, 日益融入当地主流

社会。 他们怀着对祖 (籍) 国的特殊感情,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

标、 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扩大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 作出了重大贡

献。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为祖 (籍) 国捐赠。

改革开放以来, 海外华侨华人继续为祖 (籍) 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捐赠了大

批财物。 只是在捐赠目的及捐赠形式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从捐赠目的看, 以前是

为了 “行善乡里”, 即用捐资救济贫穷、 修建公益设施、 捐资助教等, 而现在随

着侨乡建设得越来越好, 捐资用途也更多地转向教育文化事业; 从捐赠形式看,

以前是个人捐赠, 而现在更多地转向集体募捐, 以项目名义将捐资款用于办实

事。

温州是全国重点侨乡之一。 全市有 42． 5 万海外华侨华人、 港澳同胞, 分布

在 93 个国家和地区。 据温州市侨办介绍, 以往华侨捐赠主要是为家乡修桥、 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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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玉杰: 《以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为契机　 做好新时期侨务工作》, 《侨务工作研究》 200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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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造凉亭等。 近年来, 华侨捐赠项目总量呈现逐年递增态势, 投向也越来越集

中于百姓民生问题。 2000 ~ 2007 年, 温籍华侨捐赠新农村建设项目达 1． 1 亿元,

占总数的 60% ; 捐赠文化、 卫生等公益福利事业达 3199 万元, 捐赠教育事业达

3050 万元。 此外, 温州市华侨捐赠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 由华侨个人捐赠转向

集体募捐。 一些较大的捐赠项目, 均是通过侨团、 侨商协会和侨界知名人士向海

外侨胞发起倡议而实施的。 例如, 美国纽约同乡会发起实施了 “春蕾计划” 助

学项目; 2007 年, 瓯海区丽岙镇通过侨团组织, 引导华侨捐赠新农村建设达

2000 多万元①。 据上海市侨办的不完全统计, 1990 ~ 2006 年上海市接受海外华侨

华人和港澳同胞捐赠有 2100 多项, 折合人民币超过 16． 7 亿元, 其中七成用于教

育文化事业②。

近年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对于捐赠工作也加强了信息引导, 使海外侨胞捐赠

最大程度发挥社会和经济效益。 同时, 给更多有志于公益事业的海外侨胞提供献

爱心的平台, 有效地扩大了血缘、 亲缘、 地缘等传统纽带关系。 中国华文教育基

金会在 “国家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联席会议” 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指导下, 以

传播中国文化为主题, 实施以品牌项目带动募捐的运作模式, 逐步策划并向海内

外推出 “海外华文师资培养计划” 等一批既满足海外华文教育紧迫而广泛的需

要, 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募捐项目。

2008 年初, 中国南方遭遇特大冰雪灾害。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适时创时创立

了 “侨爱工程———抗雪救灾温暖行动”, 建立捐赠平台, 海内外侨胞纷纷为祖

(籍) 国南方冰雪灾区的救灾与重建捐款捐物, 累计捐款达 1． 3 亿元人民币、 捐

赠救灾物资价值 4000 万元, 合计 1． 7 亿元③。 2008 年 5 月 12 日, 四川汶川大地

震, 海外华侨又及时伸出救援之手, 捐款捐物。 令人瞩目的是各国的华侨华人甚

至带动了住在国当地市民的捐款, 表现了超越国界的爱心奉献。

(2) 到祖 (籍) 国投资。

侨汇是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从居住地汇回的款项, 是中国非贸易外汇收

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华侨华人与祖 (籍) 国联系的纽带, 也是他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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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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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到群体　 海外华侨 7 年向温州捐 1． 8 亿》, 2008 年 3 月 6 日 《温州日报》。
《上海举行华侨捐赠表彰大会　 五人获 “捐赠之星”》, 中国新闻网, 2007 年 11 月 24 日。
《1． 6 亿元捐款的背后　 爱心, 无关名和利》, 2008 年 2 月 19 日 《人民日报》 (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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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籍) 国情谊的具体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 侨乡的面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绝大多数归侨、 侨眷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这就使得原先主要起着养育家眷作

用的侨汇的用途发生变化, 他们更多地用来投资办厂或发展农业生产。 随着改革

开放的深入, 侨资企业逐渐增多, 如深圳第 001 号合资企业是由泰国著名华商谢

国民先生领导下的正大集团于 1979 年创办的。 他说: 改革开放初期, 大家不敢

来, 我们来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父亲是一位爱国华侨, 他对祖国充满信心,

充满了爱; 到中国来, 要把最先进的技术带来①。 康荣平研究员等曾按照以下三

个标准筛选海外华人跨国公司样本: 一是由海外华人通过股权或管理实现控制的

企业, 其生产经营活动已超越本国范围, 并且在国外拥有和控制 2 个 (或更多)

生产性机构或研究设计机构; 二是以制造业为主, 专门的金融业和其他服务公司

不包括在内, 个别特殊案例会加以说明; 三是制造业 “微笑曲线”, 两端的研究

开发型、 品牌经营型和供应链控制型的公司包括在内。 在他列出的 “海外华人

跨国公司 2008 榜” 中, 全球共有 152 个海外华人跨国公司 (不含中国大陆、 香

港、 澳门、 台湾地区), 其中有 137 个在中国大陆投资 (包括设立生产基地、 研

究设计机构, 下同); 如按五大洲分布, 在亚洲有 111 个, 其中有 100 个在中国

大陆投资; 在美洲有 29 个, 其中有 27 个在中国大陆投资; 在欧洲有 7 个, 其中

有 6 个在中国大陆投资; 在澳洲有 2 个, 其中有 1 个在中国大陆投资; 在非洲有

2 个, 都在中国大陆投资; 无母国 1 个, 也在中国大陆投资②。

2000 年,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会同全国人大侨委组成联合调查组, 曾对 11 个

省 (市) 27 个市 (地) 的侨资企业进行调查研究, 发现侨资企业呈现出几个突

出的特点: 一是资金来源从以香港为主, 逐渐向东南亚、 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发

展, 特别是具有科技优势和信息特长的新华侨华人, 他们以技术入股或自办企业

等多种方式回祖 (籍) 国创业, 兴办实体。 这成为侨资企业发展的新增长点;

二是投资规模逐渐扩大, 从传统的制造业向资金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企业过渡,

向高科技型企业发展; 三是投资地区已从中国东南沿海侨乡地区逐渐向中西部地

区拓展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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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杰: 《以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为契机　 做好新时期侨务工作》, 《侨务工作研究》 2005 年第4 期。
康荣平、 柯银斌、 董磊石著 《海外华人跨国公司成长新阶段》,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9, 第

9 ~ 10页、 第 189 ~ 220 页。
鲁宁: 《侨资: 滋润出经济好风景》, 《华人时刊》 200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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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和 2006 年, 国务院侨办举办了 “全国百家明星侨资企业” 评选活

动, 从参选的 893 家企业的情况进行分析, 可以一窥侨资企业的全貌。 第一, 从

投资金额看, 改革开放以来, 侨资企业数量在全国外商投资企业中约占 70% ,

投资额约占中国利用外资总额的 60% 。 华侨华人、 港澳同胞作为中国引进外资

的 “领头羊”,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

二, 从投资地域看, 东部地区侨资企业数量多、 规模大、 效益好、 质量高, 长江

三角洲地区近年来侨资企业实力开始凸显, 中西部地区略少。 第三, 从投资来源

地看, 侨资主要来自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国家, 来自欧美地区和部分自由港的侨商

投资增长迅速。 第四, 从投资产业看, 侨资企业主要从事制造业, 房地产企业成

长迅速, 高科技企业崭露头角。 第五, 从投资规模看, 侨商投资以中小企业为

主, 境外知名华人财团大多在内地有投资企业并拥有较好业绩①。

(3) 回祖 (籍) 国创业。

报效祖 (籍) 国, 一直是华侨华人的优秀传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中

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 “科教兴国”、 “人才强国” 的新形势下, 这种为祖 (籍)

国奉献的精神的表现方式体现出新时期的鲜明特点, 即学成回祖 (籍) 国创业,

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参与中国经济建设。 他们把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

来, 促进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增强了中国自主创

新的能力; 同时他们力促中外经济交流与合作, 推动了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经济国

际化的发展, 推动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和尖端科学的发展。

参加全国高校、 科研院所、 大中企业侨联工作会议的中国侨联副主席林明江

曾向记者透露, 1978 ~ 2006 年, 中国出国留学人员达 106． 7 万人, 其中约 21 万

人已经成为新的华侨华人②。 据报道, 目前 “海归” 出现一个 “50% 现象”: 在

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 有 50% 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归国留学人员; 在政府科

技部门司局级领导中, 有 50%以上是归国留学人员。 超过 60%的大学校长和科

研单位领导都有过出国留学经历, 81%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54%的中国工程院院

士是 “海归”③。 2006 年 1 月全国科技大会上颁发的 “200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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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峰: 《实施 “海外人才为国服务计划” 成效显著》, 《侨务工作研究》 2007 年第 2 期。
《中国高校的归侨群体: 折射出高校侨情的变迁轨迹》, 2007 年 6 月 29 日 《人民日报》 (海外

版)。
李海峰: 《实施 “海外人才为国服务计划” 成效显著》, 《侨务工作研究》 200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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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显示,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的第一完成人中有 73． 7%是海外回国人员,

国家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项目中, 这一比例也达到 30% 左右。 广大海外专家还

通过回祖 (籍) 国交流讲学、 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担任专家顾问等方式, 积

极为祖 (籍) 国和地方的经济发展、 科技进步发挥参谋、 智囊的作用, 从而成

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①。 此外, “海归” 也进入了政府高层。 数量

可观的 “海归”, 在各行各业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是中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5 年,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召开 “首届华侨华人专业人士 ‘杰出创

业奖’ 表彰大会”, 对 100 名回祖 (籍) 国创业取得优异成绩的华侨华人专

业人士进行了表彰。 授予 “杰出创业奖” 的 100 位华侨华人专业人士, 都是

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留学, 学成后留居海外的华侨华人, 平均年龄 45 岁, 平均

回国创业 6 年以上, 分别在全国 25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创业, 94% 以上具

有硕士、 博士学位, 所涉专业领域均为生物工程、 生命科学、 医药制造、 通

信、 计算机、 网络等高新技术及尖端学科, 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

就②。

从目前所得资料分析, 可以粗略看出海外华侨华人中的专业人士回祖 (籍)

国创业的一些显著特点: 一是专业特点鲜明, 都具有高学历, 是高新技术的拥有

者、 高尖端学科的研究者; 二是创业成绩斐然, 不少是中国重点高等院校、 科研

机构的领军人物, 或是高科技产业的创业者, 或是跨国公司的研发领头人、 高层

管理者, 体现了中国自主创新的最高成就, 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先进水平; 三

是从创业地的选择看, 大多集中于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和中部内陆较发达地区, 西

部、 西北部较少。

(4) 促进祖 (籍) 国和平统一。

海外华侨华人在推进祖 (籍) 国和平统一大业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20 世纪末以来, 海外华侨华人在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 170 多个 “反独

促统” 组织, 召开了 20 多次声势浩大的全球或洲际性 “反独促统” 大会③,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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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通道: 重点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2007 年 7 月 26 日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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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形成了 “反独促统” 的强大声势, 对台湾当局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

2010 年 9 月, 以 “推进和平发展, 促进和平统一, 实现民族复兴” 为主题的全

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在香港召开。 来自大陆和港澳台及全球 6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 多名代表参加了当天的大会开幕式及其后举行的各场分论

坛; 其中台湾代表逾 600 名, 数量超过往届, 海外代表 200 多名。 大会通过的

《香港宣言》 呼吁: 两岸同胞、 全球华侨华人, 顺应天时, 共促人和, 坚持和平

统一的伟大理念, 抓住难得历史机遇, 不纠缠历史, 不荒废现在, 不愧对未来,

携手推进政治互动、 经济互惠、 文化互融、 社会互通、 军事互睦、 涉外共商的两

岸双赢新局面, 共同迎接海峡两岸和平发展。 我们全体华侨华人坚决支持和维护

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 让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①。

五　 海外华侨华人的发展趋势展望

1． 更多的海外华侨华人将采用跨国生存发展的方式

在现阶段和今后很长时期内, 回祖 (籍) 国创业是海外华侨华人对未来发

展的一种选择。 随着时代的变迁, 海外华侨华人及其子女在住在国结婚成家, 渐

渐融入当地社会, 其中相当一部分老华侨华人的观念也逐渐由 “叶落归根” 变

为 “落地生根”。 而愈来愈多的新华侨华人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 他们不拘囿于

国籍, 采取了跨国生存和发展的生活方式。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 他们或回中国

创业, 或留在住在国, 或移民到其他国家发展。 无论他们作出哪种选择, 都会有

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同样, 华裔新生代的特点也决定了

这一群体是一个发展意识较强的群体, 他们在积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 在住在国

发展事业的同时, 不少还选择向外发展, 尤其是回祖 (籍) 国发展。

2． 海外华侨华人回祖 (籍) 国创业的高峰期正在形成, “两栖创业” 成为

回祖 (籍) 国发展的新模式

海外华侨华人在现阶段和今后很长时期内回祖 (籍) 国发展一般采取 “两

栖创业” 发展模式。 2005 年以来,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与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一些

地方政府合作, 相继举办了 “华商企业科技创新合作交流会”、 “华侨华人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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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创业发展洽谈会”、 “海外华侨华人高新科技洽谈会” 等多项大型活动, 累

计邀请了几千名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携带 1000 多项高新技术项目与国内企业开展

项目对接, 取得了显著成效。 自 2006 年至今, 海外华侨华人已成为中国科技创

新的重要力量。 在上海, 华侨华人、 港澳同胞在沪投资的企业约占上海市外资企

业总数的 50% , 新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在沪创办企业已超过 3500 家, 留学人员企

业正以 “日增一家” 的速度增长, 并且大部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在西安, 约

6000 名海外留学人员到西安创业和工作, 他们大多掌握着先进技术、 现代经营

管理经验, 并拥有较强的创新理念, 已迅速成为发展西安科学技术、 高技术产业

的新一代骨干力量。 未来 20 年中国所实施的自主创新战略, 将为海外华侨华人

专业人士参与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用武之地, 有利于更快形成华侨华人回

祖 (籍) 国创业发展的高峰期。

3． 海外华裔新生代回祖 (籍) 国发展势头正在增强

海外华裔新生代回祖 (籍) 国成功创业的事例, 虽然目前比新华侨华人少,

但随着那些回祖 (籍) 国成功投资或创业的老华侨华人年老体弱, 愈来愈多的

海外华裔新生代已经或者将被推上企业领导岗位, 他们回祖 (籍) 国发展正呈

现出良好的势头。 近年来到中国进行短期经济研修, 正日益受到海外华裔新生代

企业家青睐。 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 广东省侨务办

公室和暨南大学承办的 “华裔新生代企业家研修班” 已经举办了多期, 研修班

学员分别来自印尼、 泰国、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文莱、 美国、 澳大利亚、 西班

牙、 波兰、 比利时、 香港、 澳门等国家和地区, 接受培训的学员达几百名, 他们

大多是海外知名华商、 侨领的子女, 是一批有一定经济实力、 有意与中国开展经

贸合作的华裔新生代企业家。 我们相信, 今后将会有愈来愈多的华裔新生代到祖

(籍) 国投资或创业, 参与祖 (籍) 国的各种经济、 科技和文化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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