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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地区华侨华人族群研究

　 ———以硅谷为例

　 王志章　 陈晓青∗

　 　 摘　 要: 本文从 “越境者”、 “社会距离”、 “边缘人”、 “同化”、 “社会

身份” 等相关理论视角, 将华侨华人族群置于全球化背景下, 通过对北美

地区尤其是硅谷地区华侨华人族群的案例研究, 探讨其移民历史及变迁、 生

活现状、 社团组织及其特点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 旨在研究这一特殊地

区华侨华人群体在建设国家软实力中发挥的具体作用;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向

度拓展和丰富我国学界对北美地区华侨华人族群的研究视角与成果, 为我国

政府做好海外华侨华人特别是硅谷华侨华人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关键词: 华侨华人　 移民　 族群　 硅谷

“族群 (ethnic group)” 也称族团, 作为一个民族学的学术名词, 指地理上靠

近、 语言上相近、 血统同源、 文化同源的一些民族的集合体①。 对于族群的研究,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纳日碧力戈先生 2000 年在其 《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 中提出,

“族群是一个符号组织”②。 “族群” 常常与移民相关联。 早在 19 世纪末, “移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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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 的奠基人莱文斯坦 (E． G． Ravenstein, 1834 - 1913) 就开始了对人口迁移问

题的研究, 其 《移民的规律》 一文第一次对移民及其规律进行了 “一般性研

究”①。 20 世纪 30 年代诞生的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 (Chicago School), 将 “族群”

与移民研究作为主要内容, 并奠定了这一学派的理论基础。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 国

内外学界对 “族群” 尤其是对 “移民” 的研究呈现多种视角, 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

内部迁移 (internal migration)、 外部迁移 (external migration)、 移民 (immigration)、

人口转移 ( population transfer)、 强制性移民 ( impelled migration)、 逐步移民

(step migration)、 连带移民 (chain migration)、 回流移民 (return migration) 和季

节性迁移 (seasonal migration) 等, 极大地丰富了移民社会学的理论体系②。

基于上述理论视角思考, 移民就是 “越境” 的族群, “越境” 本身意味着

“越境者” 将置身不同于以往经历的生活条件和文化环境, 在充满 “接受与排斥

的异质性结构” 中, “在彼此视线中确认了自己所处的状况以及自己所属的 ‘族

群’, 并以 ‘相互异质性’ 为前提, 努力获得对自己的认同并将自身的移民行为

逻辑化, 最终确认自己目前所处的位置”③。 对 “越境者” 而言, “越境流动”

不仅意味着对新的生活机会进行的主体性选择, 也意味着寻找各种机会和途径加

以利用, 以实现自我价值。 因此, 以合理性诉求为动机的 “越境者” 往往在政

治上和法律上被置于一种受束缚的 “夹缝” 状态, 陷入 “边缘人” 境地, “越境

者” 不仅要经历一种异质性生活, 而且可能始终处于遭受边缘化、 制度性歧视

和结构性异化的境地④。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 跨国移民问题已成为国与国之间政治、 经济、 文化

等领域利益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 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软硬实力的大大提升,

如何借助海外移民族群的双重身份来提升中国的海外影响力, 如何凝聚越境移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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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向心力以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通过开展海外华侨华人务实

工作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等, 已成为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本文基于对

北美地区尤其是硅谷华侨华人族群的案例分析, 希望对上述问题作出一些回应。

一　 北美地区华侨华人基本概况

北美和北美地区在地理学、 政治学的意义上存在一定差异, 本文所指的北美

地区是通常意义上的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几个国家。 伴随 19 世纪六七十年

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 产业的转移和世界第二个工业制造业中心的形成, 北

美地区一跃成为华侨华人的主要输入地, 并形成了小的高峰。 在随后两百多年的

历史发展中, 由于受到产业革命和所在国移民政策的驱动, 移民该地区的华侨华

人总量、 来源地、 经济社会结构等不断发生变化。 据美、 加两国最新人口普查资

料推算, 北美地区共有约 530 万华人, 其中约 300 万是 1978 年后的新移民, 这

一数量约占海外华人新移民总量的 1 / 3①。 进入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后, 伴随着经

济全球化进程中 “信息流”、 “资本流” 和 “人口流” 的速度加快, 北美地区凭借

丰富的资源环境、 良好的基础设施、 高新技术的优势、 多元化的文化特质、 发达的

社会网络、 宽松有度的移民政策等优势, 继续成为华侨华人移民的主要选择地。

(一) 美国华侨华人概况

根据我国有关法规界定, 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华人则是指已加

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裔, 还有中国公民的外国籍后裔。 美国华

侨华人移民美国的时间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40 年代或是更早, 但由于受到美国立

法排斥的限制, 华侨华人移民不仅人数增长缓慢, 而且社会地位低下, 直到

1965 年美国移民政策改革, 才开始形成前所未有的中国移民潮。 大量移民涌入

美国, 移民人口快速增加, 推动了华人社会的形成和飞跃发展。 据统计, 从

1960 年至 2000 年的 40 年间, 华侨华人人口增加了十几倍; 从 1960 年的 24 万激

增到 2000 年的约 300 万, 约占全美人口的 1% , 亚裔族群总人口的 1 / 4②。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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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改革开放后, 以留美学生、 技术移民为主体的新移民大量输入, 美国华侨华

人的结构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目前, 美国加州的圣何塞 (硅谷)、 旧金

山、 洛杉矶以及纽约、 波士顿、 休斯敦、 芝加哥和华盛顿等城市, 是华侨华人分

布较为集中的城市。 在 2010 年全美人口普查中, 美国华侨华人人口总数超过

400 万。 随着人口总数的变化, 美国华人社会也呈现出一些新的态势: 一是华裔

社区结构开始转型, 人口结构更加多元; 二是华裔积极参政, 对美国政治及经济

的影响力日增; 三是华人社区开始出现阶层分化趋势①。

1． 人口来源及就业

美国华侨华人人口来源多元复杂。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 美国移民中有 82%

的人来自欧洲, 而在 1965 年实施新移民法后, 大量亚洲和拉美移民来到了美国,

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 美国的移民开始以亚洲移

民和拉美移民为主②。 华人移民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 台湾和香港以及东南亚国

家的华裔。 大量华人移民的到来, 加速了华侨与华人结构的变化。 据美国国家安

全部发布的移民报告显示, 仅 2008 年, 就有 4 万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入籍美国,

占当年加入美国籍移民总人口数的 3． 8% ; 而获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的中国大陆

人士则有 8 万人③。 就人数比重而言, 大陆移民占移民人口的 60% ; 台湾移民占

移民人口的 16% ; 香港移民占移民人口的 9． 4% ; 就职业领域而言, 早期的移民

主要以开矿、 筑路、 开河、 务农、 捕鱼等为主要职业, 经济状况较差, 其后向较

好的职业领域发展。 如今, 除传统的餐馆业、 杂货业、 制衣业外, 大量华侨华人

已经涉足出口、 房地产、 银行、 医务、 财会、 科技及高等教育等领域, 其中不少

已经成为政治、 科技、 文化领域的知名人士④。 从职业分类来看, 大陆移民占华

人蓝领工作的绝大多数, 台湾移民大多从事专业和管理工作, 香港移民多从事行

业技术工作等, 介于大陆移民和台湾移民之间。 大陆新移民大多具有高学历、 高

880

①

②

③

④

王灵智: 《2010 年美国华侨华人人口总数或超 400 万》 [Eb / OL], http: / / www． globeimmi． com /
news / 2010 / 03 / 05 / 6236． htm。
李其荣: 《美国族群结构的变化与美国移民的发展趋势———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的亚洲

和拉美移民为例》, 《世界民族》 2007 年第 3 期, 第 49 ~ 53 页。
Dusanka Miscevic, Peter Kwong. Chinese Americans: The Immigrant Experience. Hugh Lauter Levin
Associates. 2000: 240.
贾海涛、 石沧金: 《海外印度人与海外华人国际影响力比较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
第 96 ~ 97 页。



北美地区华侨华人族群研究

技能等特点。

2． 人口分布及居住

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 跨国移民到美国的族群也悄然发生变化。 据美国

《世界日报》 报道, 2008 年美国人口普查显示, 纽约市过去 10 年的族裔分布已

大不相同, 社区面貌也大幅改变。 传统意义上的华侨华人大多聚居于州内大城市

的唐人街, 与同乡一起生活, 而小部分散居于美国中小城镇, 特别是一些大学

城。 目前华侨华人比较集中地分布在纽约、 旧金山、 洛杉矶、 休斯敦、 西雅图、

芝加哥和波特兰等。 按州别划分, 华侨华人居住比较集中的州依次为: 加州 112

万、 纽约州 50 万、 德克萨斯州 20 万、 夏威夷州 17 万、 马萨诸塞州 10 万、 伊利

诺伊州 10 万①。

3． 生活现状与质量

生活现状是丈量华侨华人生活品质的重要标志, 也是衡量一个居住城市的核

心价值所在。 早在 2006 年 11 月美国联邦人口调查局开展的 “2005 年美国社区

调查” 结果显示, 华侨华人作为全美最大的亚裔人口群体, 整体上看, 其家庭

收入、 人均收入、 教育水准等指标皆超过全美平均水平, 但也有很不平衡的地

方。 据 2003 年 12 月亚美联盟在以华埠生活状况为例进行研究后发布的 《曼哈顿

唐人街居住调查》 报告称, 纽约华埠居民有 1 / 3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接近 60%

的 25 岁以上成人居民没有受过完整的高中教育, 因此在生存发展方面面临严峻

的挑战。 该报告还指出, 在纽约, 24745 个华人家庭 (占 21% ) 年收入超过 10

万美元, 而 34514 个华人家庭 (占 30% ) 年收入还不到 2 万美元。 就地区来看,

由于受教育的程度较高和新移民比较集中, 美国西部华侨华人的经济情况要比东

部好。 除此之外, 由于经济、 政治地位等因素, 华侨华人已形成不同的阶层, 上

层和下层的社会地位差别很大。 下层华人常常被上层歧视, 被看成未受教育的工

人或者非法移民。

(二) 加拿大华侨华人概况

华人比较有规模地移民加拿大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 根据加拿大

华侨史权威学者、 维多利亚大学黎全恩教授的划分, 移民到加拿大的华侨华人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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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分为五个时段。 第一个时期为自由出入时期 (1858 ~ 1885)。 首批中国移民于

1858 年 6 月底从旧金山乘船抵达维多利亚市, 早期华人除了在金矿场内工作外,

更被政府雇佣修建道路、 填平沼泽、 开发耕地等艰苦工作。 根据 1881 年的人口统

计, 全加华人仅有 3383 人。 第二个时期为 1880 年修建太平洋铁路时期。 1881 ~

1884 年, 一共有 17000 多名华工从中国和美国抵达加拿大。 第三个时期为限制

入境时期 (1896 ~ 1924)。 1885 年 7 月 20 日加拿大政府特别通过的 《华人入境

条例》 规定, 从 1886 年开始, 每个华人入境必须缴纳人头税 50 加元; 1900 年 7

月 18 日, 又通过一项条例, 将人头税增至 100 加元; 1903 年 7 月 10 日, 还实行

更苛刻的新入境条例, 将人头税提高到 500 加元。 从 1886 年至 1924 年的 39 年

中, 共有 82369 名华人交付人头税进入加拿大, 人头税总额近 2400 万加元。 这

些华人中的 2 / 3 居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长期以来, 华侨华人为加拿大的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移民加拿大的华人移民历史久远, 但真正达到高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加国政府废除歧视华人的法律, 实行吸引亚洲国家人才政策这一时期。 1980 ~

2000 年 20 年间, 在移居加拿大的将近 80 万名华人中, 有 85． 1% 来自中国 (其

中 27． 7%来自中国大陆, 45． 6%来自香港, 11． 8%来自台湾), 余下的 14． 9%来

自世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①。 到 2001 年, 具有加拿大籍华人血统的人数约为

1094700 人, 其中约 10 万人是混血华人, 华人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少数族群, 2001

年占加拿大总人口数量的 3． 5% 。 另据 《加拿大投资移民计划的经济影响》 报告

显示, 1986 年以来, 共有 13 万人获准通过投资移民方式进入加拿大, 其中约

28%的投资移民来自中国大陆, 23% 来自中国香港地区。 由于 2009 年加拿大修

改了相关规定, 大大减少了技术移民的专业技术种类, 使得这类移民数量减少。

尽管如此, 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移民仍呈增加态势②。

加拿大移民局数据还显示, 2009 年, 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 2055

人, 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 1000 名左右。 以投资起步价 40 万加元 (约 235 万人民

币) 计算, 仅 2009 年, 即使只按 “门槛标准” 计算, 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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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 23． 5 亿元人民币, 相当于一座世博会中国馆①。 除了投资移民外, 技术移

民是另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 近 10 年来, 中国申请该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

移民相比, 比例大约为 20 ∶ 1。 在加拿大, 每天有近 60 名教育背景良好、 工作体

面、 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阶级精英, 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②。 另外, 在

加拿大的华侨华人移民中, 通过留学方式出国, 学有所成后又以技术移民的身份

移居加拿大, 或直接从国内以技术移民身份移居加拿大, 占中国大陆移民的 90%,

以家庭团聚方式、 投资方式以及非法移民方式的移民占中国大陆移民的 10% ③。

目前, 加拿大华侨华人主要居住在一些大城市。 到 21 世纪初, 在多伦多的

华人大约有 40． 9 万人, 大温哥华地区华人 34． 2 万, 蒙特利尔 5． 2 万人, 卡尔加

里 5． 1 万人, 埃德蒙顿市 4． 1 万人。 据此分析, 预计到 2017 年, 加拿大华侨华

人的人数将超过 180 万, 其中, 多伦多将达到 73． 4 万人, 温哥华达到 60 万人④。

在加拿大, 温哥华和多伦多是华侨华人分布最多的城市。 到 2001 年, 约有 75%

的华人人口集中在这两个城市。 其中, 温哥华、 多伦多的华侨华人人口分别占

17%和 9% 。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 到 2001 年, 加拿大华侨华人总数的 31% (包括加拿大

出生及海外出生) 拥有大学学历, 而全国人口中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仅为 18% 。

在基本工作年龄的华人中, 20%的人群集中在销售及服务业, 20%的人群集中于

商业、 金融及行政行业, 16%的人分布于自然和应用科学领域, 13%的人分布于

管理行业, 11% 的人分布于 (数据) 处理 ( processing)、 制造业和公用事业

(utilities)。 另外, 20 世纪 90 年代移民加拿大并且处在基本工作年龄的华人群体

的就业率才 61% , 而全国平均水平为 80%⑤。 究其原因, 主要是华侨华人在加拿

大获得教育职业资质认可比较困难。 从就业的性别比例来看, 加拿大出生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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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就业率为 86% , 与全国水平持平。 而加拿大出生的华人女性就业率为 83% ,

全国平均水平仅为 76% 。

(三) 墨西哥华侨华人概况

墨西哥是北美地区第三大国家。 据史料记载, 华人移居墨西哥始于 1565 年,

当时主要是一些华侨海员。 19 世纪末, 一批开发美国西部的华工转进墨西哥。

根据 1899 年中墨政府签订的 《海上通航友好协定》, 中墨两国公民可自由出入

对方国家并自由就业。 1902 年, 中墨正式通航后, 中国人成批进入墨西哥从事

商业和农业生产。 在 1880 ~ 1910 年迪亚斯总统执政期间, 随着该国修建铁路,

政府允许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劳工进入, 从此开启了华侨华人移民墨西哥的新时

代。 到 1930 年, 移民墨西哥的华侨华人达到 18000 人。 后由于该国出现反华排

华浪潮, 致使华人移民人数锐减①。

早期的墨西哥华人移民多为来自广东省和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两地②, 主要

居住在蒂华纳市、 墨西哥城和墨西卡利市③, 少数华侨华人散居于墨西哥其他城

市。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 随着中墨两国 1972 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两国人民

的交往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尤其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 两国在经贸、 文

化、 教育、 科技等多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发展, 中国到墨西哥经商、 求学的人数

不断增加, 从而引起了华侨华人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据 2010 年 9 月中国华侨出

版社出版的 《2009 ~ 2010 年度华人经济年鉴》 等文献显示, 目前墨西哥华侨华

人人数已经达到 7 万。 经过数十年的辛劳拼搏, 一批华人和新华侨脱颖而出, 他

们或是通过创立财团成立跨国企业, 或是在科研、 教育、 航天、 农业等领域有突

出表现, 展现出超群的华人智慧, 逐渐成为今天中墨两国经济贸易和民间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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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推手。

纵观北美地区华侨华人的历史发展和现实, 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从时间跨度来看, 华人移民北美地区的时间久远, 跨度比较大, 多为第一

次、 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 来此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参与修建铁路、 开矿, 从事种

植业等谋生。 进入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后, 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实行改

革开放政策, 移民该地区的主要以留学、 经商、 技术移民等形式者居多, 从此也

改变了华人族群的社会结构。 二是从空间分布来看, 早期移民多为广东、 香港、

澳门以及福建等沿海省份、 城市。 他们多集中在一些大城市, 定居在唐人街, 所

从事的职业主要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七八十年代的新移民由于受过良

好教育, 职业取向多元, 从事的领域宽泛, 如工程师、 律师、 教师等, 且居住也

比较分散, 开始远离以往的唐人街, 多散居于主流人群社区。 三是从对祖 (籍)

国的文化认同来看, 无论是早期的移民, 还是新移民, 都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浓

郁的情节, 他们在广泛吸纳居住国的优秀文化的同时, 时刻不忘通过各种形式如

开办中文学校、 举办传统艺术节等来教育后代, 传承中华文化。 四是从社区组织

来看, 北美地区华侨华人十分重视社区社团组织建设, 各种同乡会、 同学会, 各

种工程师协会等应运而生, 成为联结族群之间的重要纽带。 五是从政治取向来

看, 来自不同区域如中国大陆、 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以及其他地区和国家移民的

边界正在打破, 逐渐变得模糊, 不同来源地移民相互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强。 六是

由于经济上存在较大差异, 华侨华人群体之间的经济收入、 生活品质等存在较大

差异, 社会分层比较严重。 北美地区华侨华人呈现出来的这些基本特点, 都可以

在世界高科技中心硅谷得到佐证。

二　 硅谷华侨华人基本概况

诞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硅谷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 是斯坦福大学、

国防工业和主导型产业集群相互融合的产物, 也是产学研三位一体优势互补的结

果, 更是创新结出的人类文明成果。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硅谷的创造者们, 以

实践为基础, 以创新文化和广泛认同的价值观为源泉, 以技术创新为起点, 以风

险资本为助推器, 摸索总结出了有利于硅谷发展的模式, 即为世界所推崇的

“硅谷模式文化”。 几十年来, 这种创新文化在发展中丰富, 在实践中完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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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技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如今, 昔日的樱桃种植园, 已经拥有 10000 多家高

科技公司, 约有 66 万工程师, 其中百万富翁 1． 5 万个, 亿万富翁则过千; 同时

还聚集着 40 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上千位科学院、 工程院院士。 硅谷每年所创

造的国民经济总产值与韩国持平, 在世界所有独立的经济体中名列第 11 位, 为

美国乃至世界经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①。

硅谷创造的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 与华人的贡献密不可分。 在硅谷这个

“公司城” 中, 由华人和印度人创办和执掌业务要津的高达 3000 多家, 队伍庞

大、 实力强。 为此, 有人戏称, 没有早年的 IC (integrated circuit, 集成电路) 和

现在的 IC (印度人和中国人, 即 Indian 和 Chinese), 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硅谷②。

作为 “高科技中心” 代名词的硅谷, 由于其良好的自然条件与独特的文化环境、

布局结构合理与功能齐全的基础设施、 丰富的适合不同层级创新人才的资源、 科

技创新与发达健全的资本市场以及政府的高度支持, 成为高技术人才实现自己梦

想的乐土, 吸引着众多优秀华侨华人前来创业或就业。 有关的一项调查显示, 至

2000 年为止, 硅谷五分之一的工程师具有华人血统。 到 2001 年, 在硅谷的总裁

中, 有 17%是华人。 硅谷以快速的发展、 丰富的经验、 广泛的影响已对并将继

续对在其工作与生活的华侨华人发展产生积极的带动作用, 而硅谷华侨华人所彰

显出来的时代特点也成为研究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范本。

(一) 华侨华人移民硅谷的历史回顾

硅谷的发展更是得益于各国移民的智慧。 就移民现象的本质而论, 国际性人

口流动中移民多数是以 “劳动者” 的身份进入美国的, 只是不同 “劳动者” 所

从事的领域、 所进行的活动等有脑力和体力等层面上的区分, 所发挥的绩效有显

性和隐性等层次上的不同。 即使存在这样的 “同” 与 “不同”, 移民族群的社会

适应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对于所在国的社会成员来说, 移民更像是 “陌生

人”, 移民族群越境前往他国, 相对自己的祖 (籍) 国而言, 更像是一个 “陌生

人”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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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移民硅谷的历史其实就是移民加州的一个缩影。 据美国政府记载,

首位华人抵达美国的时间为 1820 年, 但真正形成潮流则始于 19 世纪 40 年代,

但为数尚少。 1840 ~ 1860 年赴美的华人大多为男性。 1848 年之前, 美国华人移

民没有超过千人。 直到 19 世纪 50 年代, 华人移民才大量增加。 当时北美西岸华

人在加州淘金潮期间得以迅速增加, 时值中国国内太平天国战乱, 中国南方尤其

是华南一带政治动荡不安。 许多贫困、 操台山话和粤语的华人移民从广东省来到

美国修建铁路。 这些早期移民, 一半以上来自广东台山。 1868 年, 美国和大清

政府签订 《中美通商条约》, 其第五条规定华人愿常住美国或入籍, 皆须听其自

由, 不得禁阻。 此条约为美国来华招揽大量华工打开方便之门。 然而好景不长,

1877 年加州经济转入低迷, 美国出现第一次排华浪潮。 1880 年美国与清廷签订

《北京条约》, 其中第一条规定了限制华人到美的人数和年限。 1882 年, 美国通

过的排华法案禁止了中国移民①。 直到 1943 年, 许多西部州也开始生效了一些

有种族歧视的法律, 使得中国和日本移民很难拥有自己的土地或找到工作。 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民权运动的开始, 这些法律才被废止, 移民美国的华人状况才有

了改观。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一直持续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 90 年代中期, 移民美国和

硅谷的华侨华人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先是在 1952 年和 1965 年美国移民法解禁之

后, 以台湾地区到美国留学后移民者居多,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定居硅谷工作和

创业, 如台积电的创始人、 现任董事长张忠谋等。 这个时期移民硅谷的华人主要

集中在 IBM、 Intel、 仙童等公司工作。 60 年代, 华人主要集中在硅谷的国防工业

领域。 70 年代后, 随着台湾经济渐趋发达和台湾新竹科技园的建设, 来自台湾

的此类移民逐渐减少。 到了 80 年代初, 实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开始向美国

派遣留学生, 从此拉开了中国大陆移民美国和硅谷的序幕, 他们大多学有所成和持

H -1B 签证来到硅谷, 与早期香港和台湾的移民构成了硅谷庞大的华人社会。 今

天美国硅谷的许多工程师和创业成功人士, 就是这批留学生移民中的佼佼者。 但

到了 90 年代后期,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美国工作前景的恶化, 首先在

硅谷呈现出一股 “逆” 移民倾向。 大批专业人士开始返回祖 (籍) 国, 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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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较大的人才回流潮。

尽管出现上述现象, 但移民硅谷的新移民仍呈上升趋势。 据统计, 近十年

来, 硅谷地区的华侨华人人口比 10 年前增长了 60% , 总数达到 27 万左右。 这代

新移民多就职于高科技公司、 金融机构、 政府部门、 名牌大学以及计算机网络技

术研发、 生物制药、 新能源开发、 视觉传达行业与文化创意行业。 可以说, 华侨

华人对硅谷作出的巨大贡献和取得的成就, 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人对华人的 “刻

板” 印象。

(二) 硅谷华侨华人的现状与特点

综上, 移民硅谷的华侨华人已经构成硅谷社会的庞大群体。 作为一个特殊的

群体, 他们是各种社会关系网络的产物, 正是在这种关系网络中, 移民积极发挥

自己的主体性, 改变着自身存在的意义。 目前, 尽管大多数人只是普通的技术人

员, 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华侨华人在硅谷或是开设自己的公司, 或是参与外企的高

级管理, 或是拥有一项顶尖的技术, 或是参与硅谷的政治事务, 对硅谷的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等各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们以自己坚忍不拔、 吃苦耐

劳、 勇于创新的品质, 在硅谷社会的政治、 经济、 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令人瞩目

的成就, 受到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

1． 硅谷华侨华人的结构

经过起步、 发展、 PC 时代、 新经济时代和后金融危机时代五个阶段的发展,

硅谷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高科技中心。 在这个特定的生态环境内, 由于

历史背景的差异, 硅谷华人社群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和异质性。 此外, 华人社

群的各种活动也并非单向的, 华侨华人族群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常常不是直线型

的, 而是循环的, 或弯曲的, 如社会阶层、 受教育程度、 职业、 母校以及希望保

持民族文化的程度的差异、 对祖 (籍) 国的态度差异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非同质

性, 使得华人社群之间的联系呈现出交叉性的特征, 也将其分成不同的亚群体。

目前仅从构成来看, 硅谷华人社群主要由以下四种亚群体组成: 一是土生土

长的美籍华人,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ABC (American-Born Chinese, ABC), 他们一

般是第四、 第五代华人; 二是通过持留学生签证移民的华人, 这一群体主要由从

20 世纪 60 年代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华侨华人以及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组成; 三

是随着 80 年代硅谷的发展, 从中国的香港、 台湾、 大陆以及美国其他地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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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硅谷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华人工程师; 四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及 2000 年后来

自东南亚或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人①。 在上述华人社群构成中, 来自中国大

陆和台湾的华人在高科技产业中占据支配地位, 其教育程度远高于硅谷之外其他

地区的华人②。 尽管如此, 硅谷华人社群并没有因为上述原因而把来自中国大陆

和台湾的华人看做是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无组织性的群体, 也没有因为种族偏见

与 “种族冲突” 的关系而产生相应的 “社会距离”。 相反, 一些社会纽带把有着

共同文化背景的成员紧密联系起来。 表 1 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硅谷高科技企业

中华人移民的人数和占移民总数的比例。

表 1　 20 世纪 90 年代前硅谷高科技企业中华人移民的人数和占移民总数的比例

单位: 人, %

1980 ~ 1989 年 1970 ~ 1979 年 1970 年以前 美国出生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华人 7921 41 5697 30 2491 13 3109 16

　 　 资料来源: Bureau of the Census, Census 1990 。

2． 硅谷华侨华人族群的特点

在经过几次大的移民浪潮之后, 硅谷华侨华人族群主要由 “中国出生的

华侨华人” (Chinese-Born Chinese, CBC)、 “中国出生的美国人” (Chinese-Born

American, CBA) 和 “美国出生的华人” (American-Born Chinese , ABC) 三部

分构成。 由于移民不同时空和社会背景的差异, 移民硅谷的华侨华人族群也形成

了阶段性特点。

一是移民硅谷的华人教育程度较高 (见表 2)。 20 世纪 50 年代硅谷起步伊

始, 由于当时香港和台湾地区相对比较发达, 很多人有条件出国接受更好的教

育, 而由于受经济条件和政策等多方面限制, 大陆赴美者寥寥无几。 如此, 来自

香港和台湾的华人就成了硅谷华人群体的主力军,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第一批硅谷

华人科技精英有李信麟、 虞有澄、 徐人麟、 张忠谋、 陈义雄等, 他们都是来自香

港或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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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90 年硅谷高科技企业的华人和白人的教育水平

单位: 人, %

学历层次
华　 人 美国白人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科学硕士 - 博士 7612 40 34468 18

科学学士 5883 31 59861 31

大学未毕业 3551 19 64081 34

高中毕业生 1002 5 23488 12

高中未毕业 1170 6 9319 5

总　 计 19218 100 191217 100

　 　 资料来源: Bureau of the Census, Census 1990。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初, 随着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 中国大陆留学美国、

赴美创业的人数不断上升。 尤其是 90 年代后, 学有所成的留学生凭借中国的开

放和美国对华移民政策逐渐放宽等, 来自中国大陆的大量留学生和持 H1 签证的

高科技人才涌入硅谷, 逐渐超越港台留学生和技术移民成为硅谷华人群体的主要

力量。 与传统的 “求生型” 移民不同, 他们受过高等教育, 具有高水平的技能,

拥有较全面的综合素质。 据 2002 年斯坦福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学者 Rafiq

Dossani 对硅谷 10000 名华人和印度人所作的调查研究显示①, 硅谷华侨华人受教

育程度普遍较高, 就业则多为高新技术领域 (见表 3)。

表 3　 硅谷华侨华人就业产业领域分布

单位: %

公司行业 中国大陆 中国台湾 公司行业 中国大陆 中国台湾

半导体 17． 8 20． 1 工程 / 制造相关的服务业 3． 4 4． 4

计算机 / 通信技术 25． 3 23． 9 职业服务 6． 8 8． 8

生物科技 5． 3 4． 4 因特网内容 / 服务 6． 7 6． 3

国防 / 航空 0． 7 1． 3 其他 7． 3 11． 9

软件 25． 8 18． 9

　 　 Source from: Rafiq Dossani． Chinese and Indian Engineers and Their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 Asia /
Pacific Research Center, www． APARC． Stanford． edu． c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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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政治诉求方面, 参政能力与日俱增。 海外华侨华人在政治领域最基

本的、 广泛的和深刻的转变, 是国籍身份的易位, 即由中国公民转变为所在国

的居民。 在硅谷发端之初, 由于美国政府对外来移民国籍的控制, 只有少量的

人能加入美国国籍, 虽然很多华侨华人在经济上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但政治地

位低下, 缺乏话语权。 直到 1965 年美国颁布 《移民法修正案》①, 才允许每年

有 2 万名的移民配额。 随后美国逐渐取消了歧视政策, 华侨不但可以入籍, 拥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而且与当地人享有同等的经济权利、 社会福利待遇②。

目前, 大约 90% 在硅谷工作和生活的华侨获得美国国籍。 硅谷华人政治生态

的改变, 大大提升了他们的政治热情, 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提高, 竞选公职

的积极性增强。 1998 ~ 2004 年, 硅谷华人在加州当选和连任的州议员众多

(见表 4)。

表 4　 1998 ~ 2004 年华人在加州地区或选区当选的州议员统计表

姓　 名 地区及选区 职　 位 当选时间 党　 派

刘璇卿 加州第 44 选区 州众议员 1998 年 民主党

赵美心 加州第 49 选区 州众议员 1998 年 民主党

余胤良 加州旧金山 州众议员 2002 年 民主党

刘璇卿 加州第 44 选区 州众议员 2002 年 民主党

赵美心 加州第 49 选区 州众议员 2002 年 民主党

刘璇卿 加州第 44 选区 州众议员 2004 年 民主党

赵美心 加州第 49 选区 州众议员 2004 年 民主党

余胤良 加州旧金山 州众议员 2004 年 民主党

陈　 文 加州第 68 选区 州众议员 2004 年 民主党

　 　 Source from: Rafiq Dossani. Chinese and Indian Engineers and Their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 Asia /
Pacific ResearchCenter, www. APARC. Stanford. edu. cn, 2002.

另据统计, 仅 2007 年, 硅谷的圣塔克拉拉县 1 / 3 的市长都是由亚裔担

任, 五位亚裔市长中有四位是华人。 朱感生于 2007 年 6 月成为硅谷重镇圣

荷西市 157 年以来第一位华人市议员。 华人参政议政的图景不仅为硅谷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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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hronology． Immigration Act of 1965 [ EB / OL] ． http: / / www． thenagain.
info / webchron / usa / ImmigrationAct． html.
李鸿阶、 廖萌: 《华侨华人经济与住在国融合发展研究》, 《亚太经济》 2009 年第 5 期, 第 20 ~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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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新鲜空气, 也改变了当地人对华侨华人 “只懂经济” 的传统看法, 同

时还为华侨华人主动融入主流社会、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供了重要的保

证。

三是 “根” 的意识不断增强, 创业中展现出中华文明的优良品质。 从 “落

叶归根” 到 “落地生根”, 转而 “问祖寻根”, 通常是海外华侨华人 “根” 意识

的三部曲。 伴随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经济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硅谷华

侨华人作为时代的见证者, 他们对 “根” 的认识近十年来不断深化。 尽管来自

不同地区的大部分人早已归化为美国公民, 或是土生土长的第三代第四代华人,

但丝毫没有淡化 “根” 的意识。 他们在创业中秉承儒家思想, 表现出中庸、 和

谐、 孝道、 荣耀等优秀品格, 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同时也在积极吸纳多

元文化的养分, 如崇尚自由、 个性、 竞争的美国文化。 正如旅美华人郑嘉仪所

说: “我们都是美国人, 但都有中国血统, 所以成为两国联系的桥梁对我们来说

是很有意义的。”① 这种双重文化的认同不仅成就了许多硅谷华侨华人精英的今

天, 也深化着他们对祖 (籍) 国的特殊情结。 在全球 “信息流”、 “资本流”、

“人才流” 的驱动下, 他们总是寻找机会到祖 (籍) 国投资兴业, 用智慧资本架

起中美两国经贸、 文化、 科技、 教育交流的桥梁。

三　 硅谷华侨华人的社区组织

所谓社区组织, 是指某社区内主要团体间交互关系的模式 ( pattern of

interrelationships)。 帕克认为, 社区的本质特征是 “有一个以地域组织起来的人

口”、 “这里的人口或多或少扎根于它所占有的土地”、 “这里的人口的各个分子

生活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②。 从组成结构来看, 构成社区的重要一部分就是

社团。 所谓华侨华人社团, 是指移民国外的华侨华人为了团结互助, 联络感情,

共谋生存与发展, 或以血缘宗亲, 或以地缘同乡, 或以业缘同行为纽带, 自发建

立起来相互联谊与自治的社会组织形式。 硅谷华侨华人来源地广, 人口数量多,

001

①

②

高颖、 马丹: 《在美华裔不应该再沉默》, 2007 年 12 月 21 日第 3 版 《环球时报》。
Robert E. Park． The Concept of Position in Sociology [ EB / OL]. www． asanet． org / . . . / 1925%
20Presidential%20Address%20 (Robert%20Park) ．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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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技术精英多, 专业程度高, 社区组织涵盖面宽, 它们在推动硅谷经济社会发

展, 促进中美两国交往, 传承中华文化, 提升华侨华人影响力, 维护祖国统一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 硅谷华侨华人的组织类型

硅谷华人社区组织的兴起是伴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加、 创业实力的增强而成长

的。 起初, 移民社区组织是由来自于中国台湾的技术移民创办的。 到了 20 世纪

七八十年代, 随着大陆留美学生、 专业技术人士来到硅谷工作创业, 硅谷华侨华

人的人口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为了增进了解, 加强沟通, 维护利益, 促进中美两

国的交流与合作, 各种协会、 社团、 同乡会、 同学会纷纷成立, 构成了庞大的华

侨华人社区网络, 大大促进了硅谷华人社区的发展壮大。 据初步统计, 目前硅谷

的华侨华人社区组织多达数百家。 从类型上分, 既有政治性的、 文化性的、 技术

性的, 也有乡情联谊性的和女性的专业组织。

1． 政治性组织

成立于 1999 年的 “北加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是由几位居住在硅谷、

旧金山等地的台湾同胞, 本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信

念, 发起创建的。 十多年来, 该组织秉承一个中国原则, 通过举办世界高峰论

坛, 探讨两岸关系走向, 积极与世界各地有同样理念的组织和侨团互动呼应, 广

泛宣传和平统一, 积极组织各项 “反独促统” 活动, 在增进两岸民众的相互了

解等方面做了大量积极工作。 促进会成员除来自台湾的华侨华人外, 同时也吸引

大陆和其他地区的移民参与, 共同关心两岸统一大业。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组织

不断发展壮大。

2． 专业技术性组织

硅谷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技术社会, 这里的专业人士占华侨华人总人数的

2 / 3。 正是这个典型的特点, 促进了不同行业专业组织的发展, 形成了华侨华人

巨大的社会资本。 目前, 在硅谷 2000 多家由华人创办的公司中, 华人科技工作

者们成立了数十家不同种类的协会, 比较有影响力的专业技术组织有硅谷中国工

程师协会、 华人工程师协会、 硅谷科技协会、 华人互联网技术协会、 北美华人半

导体协会、 亚美科技协会、 中华资讯网络协会、 硅谷华人博士企业家协会、 中华

创业协会、 华人软件协会、 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 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协

101



华侨华人蓝皮书

会, 等等① (见表 5)。 这些组织的宗旨多为通过多种渠道和多样活动, 增进和

发展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信息交流, 探讨和实践科技企业的兴办, 互相帮助共同

创业, 增进中美两国科学技术人员的交流与合作。

表 5　 硅谷华人主要专业社团组织

社团名称 成立时间 会员人数 会员来源

亚美制造协会 1980 1000 亚美专业技术人士为主

华美计算机联合会 270 家公司 华人创办的软件公司为主

华美半导体协会 1991 1600 本土、大陆、台湾、新加坡华人

华人企业家联合会 1997 所有华人企业界人士为主

华人信息与网络协会 1992 1800 大陆、香港、台湾与世界各地华人

华人工程师协会 1979 1979 开放

华人网络技术协会 1997 700 开放

华人软件协会 1988 1400 开放

华源科学技术协会 1999 400 开放

香港硅谷协会 1999 开放

玉山科学技术协会 1999
300 个人

150 家公司
台湾留美学生为主

亚美玉山协会 1995 第二代美籍华人为主

北美中国半导体协会 1996 1000 大陆华侨华人为主

北美台湾工程师协会 1991 台湾裔工程师为主

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 1989 3500 大陆华侨华人为主

硅谷华人无线技术协会 2000 1900 开放

硅谷华人创业协会 2001 大陆华侨华人为主

　 　 资料来源: Bernard P． Wong． The Chinese in Silicon Valley, Globalization, Social Networks, and Ethnic
Identity. Rowman & Littlefiled Publishing, Inc. Maryland, 2006, p． 61。

3． 乡情联谊组织

同乡会是海外华侨华人联结乡情、 服务社会、 造福乡亲、 创造和谐、 谋求福

祉、 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 在硅谷, 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通常都有以来源地

组织的同乡会组织, 比较有影响的有美国加州圣荷西潮州会馆、 北加州苏浙同乡

会硅谷分会、 北加州湖南联谊会、 北加州湖北同乡会、 北加州浙江同乡会、 北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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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安徽同乡会、 硅谷江西同乡会, 等等。 这些组织秉着服务乡亲, 促进合作, 交

流子女教育经验,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宗旨, 开展了大量有效的工作, 增进同乡

对居住国的理解与认同, 密切了与祖 (籍) 国的关系。

4． 校友联谊组织

移民硅谷的华侨华人大多早年在祖 (籍) 国受过高等教育, 且人数多。 据

统计, 仅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就达 5000 多人, 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有 2500 人。 赴

美学成移民硅谷创业后, 独特的母校情结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校友会变成了他们

交流信息、 沟通合作的平台。 目前硅谷有影响力的校友组织有北加州清华大学校

友会、 北京大学加州校友会、 北加州华中科技大学校友会、 旧金山湾区南开校友

会、 中国科技大学校友会、 浙江大学校友会、 硅谷四川大学校友会等。 这些校友

会组织都有自己的宗旨, 如 1982 年由已故 36 级经济系校友袁家麟先生首创的北

加州清华校友会 (THAA-NC), 旨在联络母校和校友, 促进清华校友彼此之间的

联系, 建设校友交流的社区; 与北京和新竹母校校领导及学校机构合作, 服务广

大校友, 成为母校与校友之间的桥梁; 于每年 4 月最后一个周日校庆前后, 在包

括硅谷在内的旧金山湾区举办校庆活动, 不定期举办讲座等活动, 增进校友交流

和加强校友与母校的联络, 为校友提供职业发展的平台。 目前, 清华校友会已经

拥有 1800 多注册会员。 他们在两岸高新科技的研究发展和壮大中扮演了非常重

要的角色, 有力推动了中美两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①。

5． 女性专业组织

硅谷的华侨华人女性工程师和专业技术人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共同的职业

追求、 共同的爱好和审美情趣等, 把她们紧密联结在一起。 随之, 一些女性组织

纷纷诞生, 最有影响的是硅谷女性联合会。 该组织是由一批早年来自中国大陆的

女性移民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发起成立的, 其宗旨是奉献、 文化、 教育及女人,

鼓励女性经济上独立, 多为社区做事, 提高社交能力, 为创造和平、 和谐社会

作贡献。 该协会名义主席马世云为加州众议员, 首届主席奥依蓝长期从事社区

工作, 深得社会信任; 副主席为于静江, 系世界著名艺术家于洋之女, 美国硅

谷艺术界大亨、 北美文联基金会主席和内华达州亲善大使; 会长为明瑛, 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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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化交流中心名誉会长、 美中书画院名誉院长、 联合国文化总署美国加州执

委会常务主席; 执行长张岚, 现任全球最大的房地产集团美国 21 世纪不动产

公司 Really Alliance 副总裁、 美国华人房地产协会副会长, 是旧金山湾区著名

房地产专家。

6． 网络社会组织

发达便捷的网络也为硅谷华侨华人社区增强凝聚力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平台。

目前由华侨华人创办的网络平台包括硅谷清华联谊网、 加州华人网、 加州州府华

人网、 加州湾区华人网、 加州阳光、 加州在线、 唐城网、 中加在线等网站。 这些

网络为硅谷华侨华人提供就业、 学习、 生活等各方面的咨询信息, 帮助他们更好

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除了上述这些主要社会团体外, 硅谷还有华人文化体育协会、 华人艺术家协

会、 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 北加州华人联盟等各类社团组织, 几乎囊括所有行

业和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士。

(二) 硅谷华侨华人社团组织的特点

硅谷华侨华人在长期的相互交往中所形成的社区组织, 发挥着网络化、 结构

化的作用, 具有浓厚的东西方文化色彩, 在促进中美两国交流与合作, 密切相互

关系中发挥显著作用, 彰显出 “越境移民族群” 以及 “互动者” 二者所形成的

时代特点。

1． 源自国家和地区的广域性

美国移民国家的特征在硅谷表现极为突出。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 硅谷还是

以农业产业发展为主的地区。 随着硅谷科学园的建立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移民

的涌入, 硅谷人口大幅度增加, 华人人数也伴随着硅谷产业的发展而增加。 今天

硅谷华人族群由来自中国大陆、 香港、 台湾, 以及越南、 新加坡、 泰国、 加拿大

等国家和地区的华人构成 (见表 6), 呈现出广域性特征。

(1) 中国大陆移民。 目前大陆华人是构成硅谷华人社群的主力, 大陆华人

大多都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进入美国留学再来到硅谷工作创业

的, 有大陆背景的移民占主导成分。 据统计, 硅谷临近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授予华人的科学、 工程学学位中, 20 世纪 80 年代只有 10%授予中国大陆华人,

到了 90 年代中期, 授予大陆华人学位的人数比例达到了 53% , 其中授予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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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硅谷华人来源国家和地区 (1990)
单位: 人, %

国家或地区 人数 占硅谷人数百分比 国家或地区 人数 占硅谷人数百分比

美国(加州出生的) 16307 21． 2

美国其他地方出生的 4878 7． 2

中国大陆 15475 22． 9

中国香港 5223 7． 7

中国台湾 14637 21． 7

中国澳门 89 0． 1

越南 6189 9． 2

新加坡 268 0． 4

泰国 　 197 　 0． 3

菲律宾 321 0． 5

其他亚洲国家 1952 2． 9

加拿大 304 0． 5

拉丁美洲 332 0． 5

其他 1260 1． 9

总　 　 计 67432 100

　 　 资料来源: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United States Census 2000。

工程学学位的大陆留学生所占的比例是 10%和 35% 。 在这些大陆华人中, 不乏

诸多佼佼者, 如创办 Netscreen 的邓峰、 国际漫游联网公司的陈宏、 传媒译码公

司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广益、 世界 500 强的高级 “ fellow” 施永南、 在硅谷创

造了 6500 万美元财富神话的曾毅敏、 WebEx 创始人朱敏、 光网系统公司副总裁

周建会、 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总理事长陈润吾以及硅谷科技精英郑健雄等, 都是

具有大陆背景的华人杰出代表。

(2) 中国台湾移民。 具有中国台湾背景的华侨华人人数在硅谷华人中位居

第二。 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 台湾数百万人移民海外, 美国和加拿大移民

约占移民总数的 70% , 而移民美国的有 60 多万, 加州的旧金山、 洛杉矶是中国

台湾移民的主要集聚地, 其中学成移民的则多选择在硅谷定居创业, 最早进入硅

谷科技园的华人科学家包括李信麟、 张忠谋、 徐大麟等人。 除此之外, 早年的台

湾移民还享有美国移民政策每年 20000 名的配额优惠。 这也是早中期硅谷华人多

来自台湾的原因所在。 到了 80 年代, 随着硅谷台湾华人 “回流”, 其比例逐年

下降。 到了 90 年代, 硅谷的大陆移民人数首次超过台湾移民。

(3) 中国香港的移民。 1965 年美国移民法颁布后, 每年给香港的移民配额

为 6000 人。 目前除大陆、 台湾移民外, 香港华人已经成为硅谷华人的第三大主

导群体, 并涌现出诸如华钻创投 (Diamond Tech Ventures) 创办人、 车库科技风

险 (Garage Technology Ventures) 投资合伙人黄学思 (Henry H． Wong), 大展公

司 (Achievo) 创始人兼主席李本能 (Robert P． Lee), 以及 2003 年成功当选为洛

501



华侨华人蓝皮书

斯奥托市 (Los Altos) 市长的严挹梅等。

(4) 东南亚及其他国家的华人移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东南亚纷纷建

立起独立的民族国家, 一些国家推行扶植土著民族、 限制和排斥华人的政策, 甚

至有的国家掀起反华、 排华的浪潮; 一些国家战乱不断, 致使大量华人回归祖

(籍) 国, 或者移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 据统计, 从 1976 年到 1990 年, 美国

就收容了越南、 缅甸和老挝难民共计 957316 人, 其中华人占难民总数的三到四

成①。 这些华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来到了华人比较集中的硅谷, 成为硅谷华人社群

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此之外, 硅谷华人社群中还有少量华人是来自新加坡、 马来

西亚、 印度尼西亚、 泰国以及拉丁美洲的留学生移民和投资移民。

2． 知识工作者的主导性

硅谷形成始于斯坦福大学科学园, 早期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创业就赋予了知识

工作者主导性的特点。 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半导体、 70 年代的微处理器、 80 年代

的软件业, 到 90 年代的互联网, 硅谷良好的环境、 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以及独特的

创新文化像一种巨大的 “磁力”, 深深地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知识工作者。

华人知识工作者正是伴随着硅谷的发展历史和不同社会背景的驱动来到硅谷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 无论是早期、 中期, 还是直至 21 世纪的今天, 硅谷华人

多是通过留学移居硅谷的求职创业者, 他们构成了硅谷华侨华人的主体。 例如,

从 1978 年到 1998 年, 中国向外派遣留学生达 30 万人, 其中留学美国的中国大

陆学生占中国大陆留学生总数的 40% 。 这些留学生回国者只占总数的 1 / 3, 大部

分留在美国并取得了在美长期居留权或入籍, 成为海外华侨或华人②。 由于自身

的专业知识, 加上得天独厚的环境、 创新文化以及与祖 (籍) 国通勤的便捷性

等优势, 他们多把硅谷作为工作和居住的首选地。 据统计, 在硅谷所有的职员

中, 华人和华裔职员人数已达 25 万之多, 华人工程师数量占硅谷工程师总数的

20%以上③。 可见知识工作者已经成为硅谷华侨华人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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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ard P． Wong． The Chinese in Silicon Valley, Globalization, Social Networks, and Ethnic Identity.
Rowman & Littlefiled Publishing, Inc. 2006, pp． 189 - 200.
王文新: 《中国海外移民从事职业呈多元化　 留学移民扩大》, 2007 年 2 月 13 日 《新加坡商业

资讯》。
Bernard P． Wong． The Chinese in Silicon Valley, Globalization, Social Networks, and Ethnic Identity.
Rowman & Littlefiled Publishing, Inc. 2006, pp． 21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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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性

文化认同是指人类或地区社会从文化角度确认并确立自己存在的根源、 性

格、 意味和生活方式①, 也是指人们分享共同的文化模式 (信仰、 价值观、 规

范、 习俗等), 彼此在文化上具有共同的心理情感和意识②。 虽然华人族群居住、

工作、 生活在硅谷, 受到美国文化的熏陶, 但并不影响他们对祖 (籍) 国文化

的认同, 相反, 中国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无时不在。

综观硅谷华人族群的发展和形成历史, 他们多与自己的祖 (籍) 国保持着

较密切的联系, 绝大多数对中华民族文化有较强的认同。 他们在努力奋斗拼搏,

发扬中华民族坚忍不拔、 吃苦耐劳的精神, 力求取得立足之地的同时, 也对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继承、 发展和传播, 而且他们还密切关心祖 (籍) 国的未来

发展, 通过各种方式推动中美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在硅谷的社会生活中, 华人既是中华优秀文化的承载者, 也是传播者, 他们

为硅谷多元文化特色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例如, 每逢中国的春节、 元宵节、 中秋

节、 端午节等, 他们都会举办庆祝活动, 并常常邀请与吸引当地居民甚至是政府

首脑参加。 例如, 2005 年 9 月 25 日, 硅谷的华人社团在圣塔克拉拉郡政府大楼

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 欢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 56 周年。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

彭克玉和郡议员皮特·马克修共同主持了升旗仪式。 当地华人还于当天下午举办

了 “中国心·硅谷情” 大型迎国庆、 庆中秋联欢会, 圣塔克拉拉县议会官员、

硅谷部分侨学界代表出席活动。 透过种种活动传播了中华文化, 凝聚着硅谷华人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彰显出华人的影响力和祖 (籍) 国的实力。

4． 居住区域的相对集中性

与传统的华人社区相比, 硅谷没有形成唐人街, 华侨华人社群居住和工作在

不同的城市和小镇上, 处在不同的社会空间, 但由于职业的不同和产业的相对聚

集, 也促使他们居住在自己发展的区域。 例如, 有的华人居住在洛斯奥托, 或者

在门罗公园和帕洛奥托地区, 其他人则居住在南圣荷西和弗里蒙, 这种居住地的

相对集中性折射出华人不同的社会、 经济地位。 另外, 出于房价、 工作地等因素

考虑, 目前从中国大陆和台湾新来的华人比较喜欢居住在弗里蒙、 桑尼维尔、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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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城等城市。 出于孩子受教育的考量, 许多上层和中上层华人则比较喜欢居住在

基础教育环境好的库伯蒂诺。 尽管华侨华人个体之间由于工作领域、 经济状况、

受教育水平等差异居住在不同城市或地区, 但总的来说, 华人居住区域仍多集中

在硅谷腹地的几个城市①。

正如华裔教授胡大伟所言, 在旧金山湾区, 亚裔移民聚居在某一集中地的时

代已经过去, 未来 30 年亚裔人口将会倍增, 人口的分布会逐渐和继续扩散到硅

谷的边缘地区。 不过, 在人口扩散的同时, 不同族裔仍然倾向于聚集在某些特定

的城市或地区。 由于文化传统习惯和通勤的便捷性, 许多华人还是比较愿意选择

旧金山市, 而且每年还在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而位于南湾的硅谷, 随着华人人数

的增加, 那些在高科技公司任职的华人技术人员开始居住到普通白人区。 但目

前, 硅谷华人主要聚集在阿拉米达县 (Alameda County)、 旧金山、 圣马刁县

(San Mateo County) 和圣塔克拉拉四个县 (见表 7)。

表 7　 旧金山湾区各县华人人口数量 (2000)

名　 称 华人人口 名　 称 华人人口

旧金山县 152620

圣塔克拉拉县 115781

阿拉米达县 111006

圣马刁县 48996

合　 计 428403

　 　 Source from: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United States Census, 2000.

当然, 华人居住相对集中的另外一个原因也在于他们追求工作的便捷性。 例

如, 在阿拉米达县的弗里蒙市 (Fremont) 和普莱森顿市 (Pleasanton) 拥有许多

高科技公司; 在圣马刁县的红木市 (Redwood City) 和门罗公园也有许多的计算

机硬件和软件公司, 市县合一的旧金山也有许多高科技公司、 计算机商家和修理

店。 圣塔克拉拉是硅谷高科技公司聚集最多的县, 这里拥有苹果电脑、 3COM 公

司、 应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 思科 (Cisco)、 惠普 (HP)、 英特尔 (Intel)、

国民半导体 (Semiconductor)、 旭电 (Solectron) 和升阳 (Sun Microsystem) 等一

批全球公司。 这些高科技公司的相对集中也正是许多华人就职和居住的主要因素

(见表 8)。 事实上, 在湾区, 圣塔克拉拉县拥有的华人略低于旧金山, 居于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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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在圣塔克拉拉县的圣荷西、 桑尼维尔和库伯蒂诺拥有的华人最多。 可见, 华人

社群分布地区与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分布密切相关, 因此也具有相对集中的特点。

表 8　 圣塔克拉拉县各个城市的华人人口 (2000)
单位: 人

城　 市 华人人口数量 城　 市 华人人口数量

圣荷塞 51109

桑尼维尔 12597

库伯蒂诺 12031

密尔必达 8098

山景城 5584

帕洛奥托 5450

萨拉托加 5419

圣塔克拉拉 5197

洛斯奥托 2244

堪贝尔 1360

洛斯奥托山 1006

摩根山 464

吉尔若伊 256

蒙特塞雷诺 176

　 　 Source from: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United States Census 2000; Sing Tao Daily February 4, 2002.

5． 融入主流社会的差异性

差异性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的不同或是多样性, 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差异

性, 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对一种文化的认同度。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布莱斯

蒂德认为, 文化 “指一个民族社会遗产的手工制品、 货物、 技术过程、 观念、

习惯和价值。 总之, 文化包括一切习得的行为、 智能和知识, 社会组织和语言,

以及经济的、 道德的和精神的价值系统”①。 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 硅谷华侨华

人深刻地认识到, 要想取得成功, 就必须积极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 接受一种广

泛认同的文化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 实践也证明, 硅谷一些华人移民企业家之所

以能够取得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能够把区内的各种资源和主流社会的技

术、 商业网络很好地结合起来, 在社会实践中使自己融入一个主流社会群体。

但从现实来看, 许多华人还是与主流社会存在一定的距离。 究其原因, 一是

语言的障碍导致缺乏基本的交际能力; 二是工作的紧张、 创业的艰辛, 使华人很

少有时间参与其他社会活动, 缺乏对美国文化和社会的真正了解, 造成融入的障

碍。 今天的硅谷华人社团正在努力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 但由于构成成分的差

异, 硅谷华侨华人族群融入主流社会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大部分硅谷华侨华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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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陆扬、 王毅: 《大众文化与传媒》,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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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从事高科技工作融入主流社会; 部分先就职高科技公司, 然后自己创业成为企

业家后融入主流社会; 部分伴随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通过参选当地公职

融入主流社会; 其余部分则通过参加硅谷白人的组织、 协会等方式结交朋友融入

主流社会。

四　 硅谷华侨华人族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经过短短几十年的拼搏, 尽管硅谷华侨华人族群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 经济、 政治和社会地位显著改观, 但随着国际迁移速度加快和中国的崛起,

硅谷的华侨华人族群, 在文化冲突与价值观念背离、 种族争端与就业机会不均、

适应与非适应、 同化与非同化、 回归还是留下等的博弈中, 面临着来自内外的各

种机遇和挑战。

(一) 硅谷华侨华人群体面临的机遇

进入 21 世纪以来, 美国经济一直处于徘徊之中, 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机

后, 美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深陷经济危机泥潭。 从加强金融监管到提振实体经

济, 从支持前沿科研到资助中小企业, 从改进教育系统到努力创造就业岗位, 从

提出促进出口计划到力推新能源战略……美国正被卷入一场被新闻界冠以 “再

工业化” 的历史变革当中①。 在这种国家战略实施的进程中, 硅谷华侨华人将面

临一种极好的机会。

1． 新兴产业带来新的创业浪潮

美国的所谓 “再工业化” 不是简单的再度工业化, 更不可能返回劳动密集

型和资源要素型的低端增长模式, 其要义在于大力发展生物技术、 风力发电、 纳

米技术、 空间技术、 电动汽车等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 并以此改造传统制造业,

建立新产业部门, 创造新经济增长点。 这种转变无疑将带来许多创业和就业的机

会。 数据显示, 尽管 2008 年硅谷的总就业率多年以来首次出现了下滑, 但是美

国核心产业的就业仍然保持了增长, 信息产品和服务业就业增长超过 4% , 生命

科学产业就业增长超过 3% 。 另据硅谷最大的报纸 《圣何塞信使报》 一项最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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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表明, 美国硅谷各大公司 2009 年度在应对经济衰退冲击方面取得成效,

150 家最大上市公司的营业额比过去七年增加了 70% , 利润达到 474 亿美元, 比

上一年度上升 88%左右①。

硅谷作为世界清洁技术、 新商业模式创新中心和研发技术服务的重要中心,

过去十多年来提供的改善资源保护和减少环境影响的产品服务数量增加了 29% 。

同时, 创新及专业化服务 (包括技术和研发服务、 专业化金融服务和设计服务)

也为硅谷地区提供了 11% 的就业岗位, 是全国就业密集度的 2 倍。 在美国产业

结构调整、 经济缓慢复苏进程中, 硅谷以其高密度的创新技术展现自身的活力,

迎来了新一波的创业浪潮。 这必将为拥有 3000 多家高科技公司的硅谷华侨华人

群体带来极好的机遇, 抓住了这个机会, 不仅可以获得丰厚的商业利益, 大大提

升华商企业实力, 而且还可通过二次创业兴业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

2． 文化融合催生华人和谐社会

在经历了 “相遇 (contact)、 竞争 (competition)、 适应 (accommodation) 和

同化 (assimilation) 的社会适应” 后, 硅谷华侨华人展现出独特的文化品质: 他

们善于创造、 勇于求变的心理动量, 推动着科学技术的反思与变革; 他们以开

放、 大气、 包容的心态对待不同文化的冲击, 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 吸取

其他文化的优良养分, 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 他们推崇责任、 义务、 法制、 平

等、 公正等共同准则和社会公德, 在透明的市场机制下, 凭借这种文化特质, 冲

破一切传统文化的束缚,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展现硅谷华侨华人群体的影响力和感

召力; 他们深知学业之重要、 之可贵, 在创新过程中更加珍惜珍重这个理念, 洋

溢着中华知识分子特有的品质; 他们强调人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核心作用和根本

地位, 强调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 在市场经济中不断进取, 力争成为各个领域的

佼佼者。

华侨华人族群在硅谷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 “不断创新, 鼓励冒险,

宽容失败; 崇尚竞争, 平等开放; 讲究合作, 以人为本” 的族群文化特质, 为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催生社会的包容和谐, 增强华人族群的凝聚力, 提升自身的

社会地位等, 带来了极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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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的崛起为硅谷华人精英发挥作用搭建平台

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国内来看, 产业结构加速调整, 战略

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速, 国民经济 “十二五” 规划顺利

实施, 中国正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从国际上看, 当前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确

实在继续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 正如外交部长杨洁篪在 2011 年 3 月举行的十

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所言, 当前国际力量对比 “趋向均衡”, 新兴经

济体迅速发展, 推动了国际格局朝着有利于和平和发展的方向发展; 世界经济治

理机制改革 “趋向深入”, 提高和扩大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有关机构中的影

响力和发言权; 国际社会合作共赢的意愿 “趋向上升”, 多边主义更加深入人

心。 国际国内这种形势的新变化, 不仅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好的机会, 也为

深谙中国文化的海外华侨华人回到祖 (籍) 国施展才华, 搭建起良好的平台,

提供了绝好机会。

从现实情况来看, 近 10 年来, 许多移民硅谷创业获得成功的华人企业家, 已

从战略的高度把注意力投回到自己的祖 (籍) 国。 昔日在祖 (籍) 国学习与生活

经历形成的人脉网络、 深谙中美两国文化的优势等, 使他们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得心

应手, 成为穿梭于中国大陆、 香港、 台湾的跨区域企业家、 创业者、 “空中飞人”

和 “全球人”。 他们凭借先进的理念、 技术优势和成功的商业模式在获取商业利益

的同时, 既把硅谷的文化理念、 文化模式传播到祖 (籍) 国, 也把中国发展的信

息传播到世界, 推动着中美两国的经贸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实现人生的价值。

(二) 硅谷华侨华人面临的挑战

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无疑也对硅谷造成重大影响。 从 2008 年 11 月开始,

硅谷出现的失业和商业地产空置情况日益加剧。 低迷的硅谷市场走势无疑对硅谷

华侨华人提出了挑战。

1． 竞争压力倍增

尽管 2008 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硅谷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但影响依然

直接。 自 1990 年以来, 硅谷每位雇员创造的增加值一直超过加州和美国的平均

水平。 但是, 2008 年, 硅谷地区的劳动生产率首次与加州的劳动生产率持平。

2008 年的风险资本总量同比出现了 7． 7%的下降, 美国下降了 11． 4% 。 全球范围

的公开募股 (IPO) 减缓, 2008 年全美只有 43 家, 其中硅谷只有 2 家 (占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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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的比重为 5% ), 与 2007 年的 23 家 (8% ) 相比大幅减少。 2008 年, 硅谷地

区的人均收入和加州、 美国一样, 出现增长停滞, 其中硅谷首次出现了 0． 8%的

轻微下滑, 而美国平均水平微增了 0． 2% ①。 在收入方面, 硅谷与美国向着不同

的方向变动。 2008 年第四季度, 硅谷商业地产的需求出现了急剧下降, 所有类

型房产的空置率大增。 2008 年, 美国抵押贷款危机沉重打击了硅谷, 由于其他

地方的房价下降更多, 使得硅谷成为加州购房负担能力最弱的地区。 2009 年硅

谷的失业率持续攀升, 3 月一度达到 11% , 同期全美失业率为 8． 5% (6 月份美

国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 9． 5% )。 一年之内, 硅谷的失业率几乎翻番, 这或许

是因为绿色产业在硅谷的重要性在逐步提升② (注: 西班牙绿色产业发展的经验

表明, 绿色产业工作岗位增加的成本非常高, 同时每个岗位的增加是建立在其他工

作岗位减少的基础上, 平均每增加 4 个绿色工作岗位, 就要减少 9 个其他工作岗

位)。 尽管以创新著称的硅谷体现了较强的应对危机的能力, 但是也受到了金融危

机的直接影响。 硅谷经济的低迷与颓势对华侨华人族群在硅谷的工作、 学习、 生活

提出了挑战, 部分华侨华人因此丢了工作, 面临的竞争和生活压力前所未有。

2． 在新环境适应过程中遭遇心理困惑

对于移民文化, 齐美尔的 “陌生人” 理论认为, 陌生人之所以陌生, 实际

上是由于新的社会环境导致的文化认同的缺失, 产生了 “两个或以上个体或其

他范畴之间的能察觉到的亲近感的缺乏”, 也即 “社会距离”。 帕克也认为, 移

民对新环境的 “社会距离” 是由于自己在心理上迫切地想融入其中, 但由于文

化上的隔离等原因, 导致很多人陷入了 “边缘人” 的尴尬境地。 他们因此产生

紧张感、 失落感, 表现出过分小心、 谨慎、 自卑感和不敢自作主张, 对自己的天

性进行抑制等。 边缘人处于劣势, 被排斥, 具有不稳定性、 强大的生命力和反社

会倾向等特征。 因此, 边缘人的存在就构成了社会重大的不稳定因素③。

尽管硅谷华人族群中不乏科技精英、 政治精英、 学术精英、 商业精英, 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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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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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W． Bartlett. Capital Markets Matter Helping High-tech Startups Prosper Requires Financial
Reform [EB / OL]. http: / / www. scienceprogress. org / 2009 / 08 / capital-markets-matter / .
Silicon Valley Community Foundation, 2009 Index Highlights [EB / OL]. www. siliconvalleycf． org /
docs / joint-venture / 2009Index． pdf.
胡锦山: 《罗伯特·帕克与美国城市移民同化问题研究》, 《求是学刊》 2008 年第 11 期, 第

133 ~ 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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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庞大的华侨华人群体而言, 仍有相当大一部分群体成员, 由于价值取向、 文

化冲突、 语言障碍、 创业失败、 婚姻家庭等原因, 正遭遇新的社会环境适应过程

中的压力和困惑, 有些甚至走向极端。 例如, 2002 年 2 月 27 日, 硅谷留美博士

黄谷阳枪杀前任女上司之后自杀; 2003 年 1 月 12 日, 硅谷华裔工程师杨宾和太

太刘莹因婚姻失败双双遭枪杀身亡; 2008 年 11 月 14 日, 不堪重负的硅谷华裔软

件工程师李锦麟开枪打死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后自杀; 同一天, 居住在硅谷腹

地山景镇的 47 岁华人工程师吴京华遭解雇后在办公楼枪杀两男一女; 等等。 血

淋淋的案子无不折射出硅谷华侨华人面临的各种社会心理压力。

3． 经济衰退影响生活品质

美国社会并非财富的乐园。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 2010 年 9 月 23 日披露的美国

家庭经济状况的年度调查报告显示, 在 2009 年奥巴马执政的第一年, 美国整体

贫困率不降反升, 已上升到 14． 3% , 人数约 4360 万; 相当于每七个美国人中就

有一个是穷人。 尽管美国华裔或亚裔族群的贫困率要低于平均数, 但华裔族群实

质陷于贫困境地的却不低于这一数据。 资料显示, 2008 年统计的亚裔人口贫穷

率是 11． 8% , 低于全体美国人的 13． 2% ; 2008 年亚裔家庭平均收入为 6． 5637 万

美元, 高于全国平均值 5． 0303 万美元, 也高于白人家庭平均收入 5． 553 万美元,

但亚裔表面的高家庭收入受限于很多因素, 开支庞大, 经济状况不容乐观①。 例

如, 在硅谷拥有高薪的华裔家庭, 由于面对高档房屋市场、 子女教育补习的不薄

开支, 扣除大宗的每月房贷和各种税务、 保险支出, 其可支配的收入也已微乎其

微。 在硅谷的圣塔克拉拉县, 2008 年经济衰退以来失业人数高达 10 万, 失业率

超过 12% ; 有将近 1． 2 万户家庭因失业或入不敷出而无法还贷, 被银行收回房

屋拍卖失去家园。 在众多沦为法拍屋而居无定所的家庭中, 也开始出现华裔屋主

的身影。 他们或是由于失业等缘故收入锐减, 或是因为投机炒房被 “套牢”, 总

之他们的房屋都成了 “泡水屋” (即现值低于房贷数), 除了拍卖还账能减轻一

点债务外几乎无计可施。 许多华侨华人十几年辛辛苦苦打工积攒的血汗钱, 甚至

也因此付之东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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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dministration, U． S． CENSUS BUREAU． Income,
Poverty, 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9 [ EB / OL]. www． census． gov /
prod / 2010pubs / p60 - 238． pdf.
乔芝华: 《透视美国贫富格局中的华人状态》, 2010 年 9 月 29 日美国 《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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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硅谷华侨华人, 中国国家软实力建设中

　 　 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毋庸置疑, 身处世界高科技中心这一独特地区的硅谷华侨华人, 是中国国家

软实力建设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他们身上折射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品

质和执著的创业精神, 既是中华软实力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留下的深深烙印, 也有

利于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因此, 我国应该从战略的高度为他们创

造条件, 构建平台, 凝聚各种力量, 增强自信和活力, 补充新的养分, 维护中华

传统道德价值观, 加强他们对祖 (籍) 国的认识和了解, 提供多方面的帮助和

支持, 拓宽文化传播渠道, 充分发挥硅谷华侨在建设国家软实力中的作用, 使他

们真正成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象征和符号。

(一) 强化认识, 充分发挥硅谷华侨华人的作用

硅谷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技术社会, 始终走在世界创新科技的前列, 是人类科

技发展的有力推动者、 促进者和扩散者。 作为硅谷主人重要组成部分的华侨华人

有着独特的优势, 他们的双重身份赋予不同的职责, 其软硬实力的强弱不仅关系

到族群自身利益, 也关系到祖 (籍) 国的国家利益。 不少知名学者断言, 21 世

纪是中美两国的世纪, 中美两国关系的好坏直接攸关世界的和平发展。 哈佛大学

著名经济史教授尼尔·弗格森甚至提出了 “中美国” 的设想。 在他看来, 中美

之间的关系不是不平衡的, 而更多的是一种共生关系, 即东方的 “中美国人”

储蓄, 西方的 “中美国人” 消费; 东方的 “中美国人” 加工生产, 西方的 “中

美国人” 提供服务业; 东方的 “中美国人” 出口产品, 西方的 “中美国人” 进

口产品; 东方的 “中美国人” 积聚外汇储备, 西方的 “中美国人” 乐于过赤字

生活, 印制东方的 “中美国人” 渴望的美元债券。 可见, 中美两国关系之重要,

相互之间的博弈也将更趋激烈。

因此, 无论美国企图如何, 世界怎么看, 仅从中国和平崛起成为一个负责任

的政治大国、 经济大国、 文化大国的实际, 和华侨华人族群自身利益考量, 我国

都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重视发挥这一特殊群体在建设国家软实力中的作用。 首

先, 进一步提高认识, 增强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全面了解, 搭建有效平台, 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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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合作。 其次, 可以通过他们将硅谷文化、 技术、 资金嫁接到国内高新企业、 高

新园区, 直接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 使中国尽快成为有实力、 有影响的科技强

国。 科技强, 势必提升中国国家软硬实力, 提高海外华侨华人的地位。 再次, 除

了政府间的战略对话机制外, 应当充分利用硅谷华侨华人政治、 科技、 文化精英

的特殊身份优势, 通过民间文化外交、 科技外交、 文化外交等手段, 解疑释惑,

为中国和平崛起营造良好的环境。

(二) 构建平台, 打造硅谷和谐华侨华人社会与文化之家

如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一样, 硅谷华侨华人拥有中华文化中共

同的文化观念及共同的心理结构、 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 这为构建和谐侨社奠定

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但要充分考虑硅谷华人社团的特点, 如来源地广、 知识层次

高、 政治态度各异等。 要在这种背景下建设和谐华人社团, 就必须抛开传统的思

维, 以创新的形式, 突破政治和心理的隔阂, 借助中华传统儒家文化, 把来自不

同地区的华人华侨以及他们组织的社团紧密联系起来, 增强凝聚力, 使他们真正

成为中国倡导的构建和谐世界中的重要力量。 一是国内应该定期组织一些文化交

流活动, 尤其是要组织有规模、 有影响, 能够代表国家文化水平的大型文化活

动, 如 “中国文化周”、 “中国—硅谷文化月 (季)” 等, 使之逐步常规化, 以活

动为平台来增进不同背景族群之间的了解, 在社会活动中夯实中华 “软实力”

基础。 但这类活动的内容应该尽可能 “去政治化”, 主要以中性文化活动为主,

特别是不能允许那些以临时商业目的为宗旨的文化活动。 在国家主导大型文化交

流活动的同时, 也应该鼓励地方政府和有实力的文化艺术团体在几大节庆期间,

如春节、 中秋、 端午、 七夕等传统节日, 前去慰问演出, 以此增进不同华裔社团

与祖 (籍) 国的亲近感。 二是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在硅谷培植几所有影响、 有

规模的中文学校或是中华文化艺术中心, 使之成为华侨华人子女和外国学生学习

中华文化之家。

(三) 教育为本, 强化华侨华人子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认同 (identity) 是人们生活意义与经验的来源”①。 它着重于探讨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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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构国家认同的过程中, 面临着因种族和宗教的复兴, 移民乃至各种跨国力量

的兴起所带来的巨大挑战, 文明之间的冲突、 国家认同、 族群认同、 国家认同危

机的结局等问题。 认同在全球化浪潮中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 认同既是学术界关

注的理论问题, 也是包括海外华侨华人族群在内关注的重要议题。 要有认同意

识, 语言文化的传承尤为重要。 然而, 出生并成长在美国的华裔青少年们, 由于

历史原因和身份限制, 他们感到被社会边缘化, 存在民族虚无感, 和缺乏作为主

人的安全感。 作为一种 “准意识” 形态, 文化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

又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 而汉语和中华传统文化在华人社群中的传承, 无疑是提

升华人社群软实力的重要保证。 身处硅谷的华侨华人多是从事高新技术或是自己

创业的知识工作者。 他们研发、 创业投入时间多, 很少有时间顾及孩子, 下一代

的教育成为多数华侨华人的头痛问题。 如果丢掉了下一代的教育问题, 或许就失

去了一股认同的力量。 因此, 以教育为本, 强化华侨华人子女的认同感显得特别

重要。 为此, 一是依托社团组织促进华侨华人子女之间的交流。 随着华侨华人从

“单身汉社会” 变为以家庭为主的族裔社区以及华人人口的增加, 华人社团组织

亦发生变化。 这些社团组织的功能不断扩大, 许多社团组织已经把教育后代作为

重要的职能。 为了顺应这种变化, 国内从中央到地方, 可以采取对口支援的形

式, 为相应的华人社团提供教育下一代的必要手段, 如提供教材、 现代化的教育

手段等, 使他们在学习之中强化对祖 (籍) 国、 祖籍地文化的认同, 提升他们

作为华人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二是通过华文教育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在中华文化

和汉语对全球影响日益提升的背景下, 我国政府应抓住推广中华文化的契机, 加

强 “海外希望工程” ———华文教育工作。 首先要培养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从一

些可感知的文化现象入手, 让他们产生认同感。 其次要用 “扬弃” 的辩证方法

看待传统文化, 以使中华文化的精髓世代流传。 再次要注意文化传承的时代性,

结合中国现在的国情, 以发展的眼光对待固有的文化, 不断补充丰富中华文化;

结合海外华人的当地文化, 既强调他们的文化身份、 他们的根, 也要尊重本地文

化, 互相吸收合理成分, 做到中西文化融合。 三是创造条件让华人子女在社会环

境中认知、 体验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无论是在居住国还是在祖 (籍) 国, 可

以通过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来让华人子女接触社会, 亲身感受丰富多样、 具

有中华特质的社会现象、 风土人情, 学习更多的文化知识, 以此来培养他们的社

会观察能力、 文化适应能力和民族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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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依托资源, 发展以中华优秀文化为载体的硅谷创意产业

在硅谷, 无论哪一种产业, 其运作的核心都是 “创意”, 尤其是在 “经济文

化化” 和 “文化经济化” 的互动关系日益紧密,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面临更多发

展空间的今天, 处在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科技中心和创意中心的华侨华人, 有更多

的条件和机会, 来发展以中华优秀文化为载体的文化创意产业, 全面提升中华文

化的 “软实力”。

首先, 国家应充分利用硅谷的人才、 技术、 创作源泉与资源, 以及他们熟悉

的全球市场等有利条件, 帮助身处世界高科技中心的华侨华人积极发展以中华文

化内涵为载体的文化创意产业, 做大做强 “内容产业”。 其次是协助建立 “三大

战略”, 即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载体的特色战略, 以骨干创意为主导的龙头带

动战略和实施区别发展战略。 再次, 引导有战略眼光和有实力的华人企业, 打造

有影响的、 属于硅谷全体华人的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 目前, 旧金山湾区有三家

比较有影响的华文媒体: 《侨报》、 《世界日报》、 《星岛日报》, 因为历史原因,

它们的受众群体存在着来源地的地域差异。 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 受众的差异性

严重制约了文化的分享和和谐华人社区的建设。 为此, 建议通过不同方式, 突破

传统受众界限, 在硅谷创办一份硅谷华人世界的报纸或是刊物, 并建立电子媒

体, 使其真正成为硅谷所有华人传播文化、 获取信息、 倾诉乡情, 促进科技、 文

化、 教育交流的新平台。 最后, 加强图书出版机构和中文书店网络的构建。 原由

对华友好人士 Chris Noyes 创办, 现由国家外文局和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控股的中

国书刊社 (China Books & Periodicals, Inc． ), 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推

广, 在美国有一定的知名度; 在书店网络方面, 除常青书店、 南海艺术中心外,

也只有几家规模不大的书店和录像带租借点, 影响力有限。 为此, 国家应该创造条

件, 鼓励有实力的国内出版集团到硅谷设立出版公司, 不仅可以针对硅谷和整个美

国高科技人才的需要组织编辑书籍出版, 还可以以此为平台, 把美国的高科技图书

介绍到国内来, 促进两国的文化与技术交流。 但在出版的选题上, 必须做到题材、

内容、 写法、 翻译、 编辑、 设计、 印刷、 装帧、 开本、 推广等多个方面本土化。

(五) 拓展渠道, 推进硅谷华侨华人与祖 (籍) 国的务实合作

硅谷华人社团是维系硅谷华人社群的重要纽带, 也是软实力的一种具体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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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为了进一步扩大社团组织在硅谷华侨华人中的影响力, 我国职能部门和一些

权威的专业机构应该加强公共外交手段, 密切与华人社团的联系, 协助组织一些

有意义的交流活动, 在增进了解的过程中强化这些华人社团的感召力。 为此, 一

是国家有关部门应建立硅谷旧金山湾区的华裔政治领袖、 科技精英、 成功华商等

的信息库, 定期邀请他们访问中国, 以增进对祖 (籍) 国的了解, 并通过他们

参政彰显硅谷华人实力。 二是国家职能部门可依托硅谷几家有影响的社团组织和

机构, 如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 华源科技协会等, 经常开展中国与硅谷的科技交

流、 技术合作, 定期在中国和硅谷举办 “中国—硅谷科技精英高峰论坛”, 使其

制度化、 常规化, 以此会聚华裔精英, 交流信息, 推动中美两国之间的科技合

作。 三是鼓励有条件的中国高科技企业、 高新技术开发区直接到硅谷设立研发中

心, 吸纳硅谷的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加入研发团队, 壮大华人实力。 四是鼓励有

实力的国内企业, 实施 “走出去” 战略, 通过投资、 置换股权、 购买股份等形

式投资硅谷华裔创办的高科技企业, 推进有发展前景的华裔企业快速成长。 五是

定期组织硅谷华裔科技精英考察团深入我国高新区和科技园区考察, 寻求合作机

会, 拓展合作领域。 六是紧密依托国内国外企业创建硅谷华人之家。 针对硅谷华

侨华人的人数、 整体实力以及与祖 (籍) 国的密切关系, 国家职能部门可以借

鉴日本、 印度等国的经验, 依托国内和硅谷的华裔企业共同组建 “美国硅谷华

商中心”, 使之成为融会展、 美食、 宾馆、 旅游、 信息服务等为一体的多功能的

华人之家。

(六) 强化地位, 维护和提升祖 (籍) 国崛起的大国形象

良好的国家形象已成为一国对外交往的旗帜、 走向世界的通行证、 社会和

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实践证明, 海外华侨华人的社会地位与祖 (籍) 国的国际

地位密切相关。 硅谷华侨华人族群是植根美国社会的一个独特群体, 他们的双

重身份在提升和维护中国国家形象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首先, 进一步提升硅谷

华侨华人的硬实力。 除这一特殊群体自身努力外, 国内也可以创造条件, 提供

更多的商业合作机会, 做大做强华商高新技术企业, 以此引导国际社会对华商

的重新认识, 借 “文化他者” 展示中国崛起的大国形象。 其次, 引导和鼓励华

人在对美国国家认同的同时, 强化民族认同和对中美两国的双重文化认同, 用

他们在创业中折射出来的执著、 坚强、 聪明、 善良、 开放、 谦虚、 包容等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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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 提升中华民族的国际形象。 再次, 不断提升华侨华人积极参与斡旋中美

冲突和争端的能力, 在维护中美两国共同利益、 协调中美关系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 一是通过硅谷有影响的华人精英、 商业名流等积极影响美国政要, 推动中

美关系的良性发展; 二是鼓励硅谷华侨华人更多地涉足美国本土的传媒业, 客

观公正地传播中国形象, 用地方媒体抢占美国人的 “情感市场”; 三是充分利

用硅谷华人 “意见领袖” 深谙中美两国文化的优势, 经由他们通过地方媒体,

以访谈、 读者来信、 专栏文章等方式, 对中国的话题作出快速公正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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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迁移资料网:
1． U． S． Census Bureau.

http: / / www． census． gov / .
2．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http: / / www． prb． org / Content / NavigationMenu / PRB / Educators / Human _
Population / Migration2 / Migration1． htm.

3． CSISS Classics: Ernest George Ravenstein—The Laws of Migration, 1885.
http: / / www． csiss． org / classics / content / 90.

4． Ancestry． com: Thirteen Reasons Our Ancestors Migrated.
http: / / www． ancestry． com / learn / library / article． aspx? article = 1436.

5．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Migrations in History.
http: / / smithsonianeducation． org / migrations / start． html.

6． Migration Information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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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 / www． migrationinformation． org / .
7． UNHCR: The UN Refugee Agency.

http: / / www． unhcr． ch / cgi-bin / texis / vtx / home.
8．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http: / / www． iom． int / .
9． Migration Dialogue.

http: / / migration． ucdavis． edu / index． php.
10．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Changing America.

http: / / www7． nationalgeographic． com / ngm / data / 2001 / 09 / 01 / html / ft _
20010901． 3． html.

11． National Geographic: Xpeditions-Geography Standard 9: The Characteristics,
Distribution, and Migration of Human Population on Earth’s Surface.
http: / / www． nationalgeographic． com / xpeditions / standards / 09 / index． html.

12． National Geographic: Xpeditions-Migration Station.
http: / / www． nationalgeographic． com / xpeditions / hall / index． html? node =
36.

13． National Geographic: Geography Action! —Migration: The Human
Journey.
http: / / ngsednet． org / community / index． cfm? community_ id = 7.

14． National Geographic: The Geographic Project.
http: / / www． nationalgeographic． com / geographic / index． html.

15． National Geographic: Xpeditions-Migration: Why People Move.
http: / / www． nationalgeographic． com/ xpeditions / lessons / 09 / g68 / tgmigration.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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