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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马渊源深厚， 互动密切。 近年来， 两国的友好关系， 更因

“一带一路” 而持续升温。 马来西亚为东南亚主要国家，

２０１５ 年轮值为东盟主席国， 第 ２６ 届东盟峰会在吉隆坡召开；

该国华人人数多， 社会经济力量强， 中马关系对于中国与东

南亚各国的互动， 具有标志性意义。 本文考察了中国—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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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建构及 “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战略下， 中马互动

发展及华侨华人的参与情况。 本文指出， 马来西亚是促进中

国—东盟合作、 解决 “南海争议” 的重要合作伙伴； 而在

“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所搭建的平台上， 马来西亚华人也

将持续扮演深化中马友谊的积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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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已有百多年的进展， 但过去学界多集中

于杂史笔记、 档案整理及通俗书写， 学理探讨有限， 也缺乏现实意义①。 近

年来亚太政治经济格局剧烈转变， 以及 “一带一路”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ＯＢＯＲ） 战略的提出， 不仅使位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东南亚地

区成为亚太发展、 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 区域内为数众多的华人群体将

扮演何种角色， 也引发广泛关注。 对中国而言， 推动 “新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 战略， 既要从互利共赢出发， 追求区域和谐与繁荣， 更要发挥中

华民族的文化纽带优势， 掌握沿路重点国家及区域的最新动态及在地观

点。 马来西亚为东南亚主要国家， ２０１５ 年再度轮值为东盟主席国， 第 ２６

届东盟峰会 （ＡＳＥＡＮ Ｓｕｍｍｉｔ） 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

坡召开； 而马来西亚华人数量众多， 社会经济影响力强， 在华投资可观，

对中马友谊的深化贡献卓著。 因此， 探讨马来西亚及华侨华人如何参与

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 促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落实， 当具有

重要意义。

本文结合历史与现实， 首先介绍中马关系的发展与现状， 进而探讨中

国—东盟区域整合、 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推动进程中马来西亚的地位，

以及马来西亚华侨华人在此新形势下的参与， 最后提出若干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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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龚缨晏： 《中国 “海上丝绸之路” 研究百年回顾》，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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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马关系的发展与现状

（一）历史上的中马互动

中国与马来 （西） 亚往来的文字记录， 可以追溯至汉朝， 经过历代朝

贡贸易的发展与相互影响， 关系日益密切。 远者不论， 明朝郑和下西洋时，

宝船舰队多次抵达华裔聚集的马六甲海峡商港， 其所传播的中华文明和技

术， 促进了马来半岛港市的发展和繁荣。 大航海时代以来， 在中马两国发展

及互动往来的历史场景中， 便时常可见华侨华人的身影， 甚至近代中国的命

运， 也与南洋紧紧相系， 新马尤为重中之重。 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曾多次

在马来亚各地宣传、 募款， 获得华侨的热烈支持， 资助革命者有之， 亲身投

入起义者不乏其人。 民国成立后， 中国国民党即于马来亚及新加坡建立支

部、 组织动员， 引起殖民当局侧目， 亦可窥见华侨资力丰厚， 关心国事， 认

同中华。

１９３７ 年抗战爆发， 新马华人以爱乡情怀响应抗日， 积极筹赈、 起身抗

暴， 贡献卓著。 战后， 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发起抵制蒋

介石， 反对内战， 支持毛泽东成立联合政府。 新中国成立后， 陈氏代表华侨

华人参议国是， 推动爱国团结， 支持新中国的建设， 被誉为华侨旗帜。

然而， 华侨的政治认同及公民权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国族肇

建的时空背景下， 夹处于美苏对峙及左右势力之间， 成为中国—东南亚外交

关系上待决的难题。 英国殖民政府及 １９５７ 年独立后的马来亚政府， 多次以

参与、 资助马来亚共产党 （马共） 为由， 限制华人向中国汇款、 贸易的自

由， 马中经贸为之滞阻。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 马来西亚率先提出 “东南亚中立化” 主张， 一改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反共政策， 尝试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１９７１ 年 ５ 月， 马

来西亚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个贸易代表团， 此举得到中国的肯定与善意回应，

中马两国恢复正式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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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马建交以来的发展

１９７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中国总理周恩来与马来西亚第二任首相阿都拉萨

（Ａｂｄｕｌ Ｒａｚａｋ） 在北京签署了中马联合公报， 两国随后在北京、 吉隆坡互

设大使馆 （中方 １９９４ 年再于古晋设立总领事馆， 方便东马民众办理业

务）。 马来西亚是东盟创始会员国中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开启了中马友谊的新篇章， 也成为中国—东南亚区域友好合作的先驱①。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 值此政治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冷战高峰期， 中马两国又

面临各自严峻的内部发展问题， 建交诚属不易： 两国领袖的互信及远见令人

佩服。

中马建交初期， 两国在领海主权、 华侨华人政策等议题上有待磨合，

关系停滞不前。 １９７８ 年 １１ 月， 邓小平应邀访问马来西亚， 高层领导互访

开始热络， 但民间往来仍受限制， 马来西亚人民如欲赴中国， 仍须以商贸

访问团形式方能成行。 据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统计， 中马建交后

的前十年， 双边贸易额仅从 １９７３ 年的 １ ２６ 亿美元增加到 １９８５ 年的 ３ ６８

亿美元。

“文化大革命” 结束， 中国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后， 形成新一批的移民

潮， 出国发展者日众， 前往马来西亚工作及定居者不在少数， 为中马往来注

入新的动力。 １９８１ 年马哈迪 （Ｍａｈａｔｈｉｒ ｂｉｎ Ｍｏｈａｍａｄ） 上台执政后， 为减少

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依赖， 推动 “东望政策” （Ｌｏｏｋ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更重视

与亚洲各国互动。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马哈迪率团访问中国， 拓展对华经贸合作关

系， 此后两国在税务、 交通方面陆续达成协议、 解除限制。 举其要者， 如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 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废除 １９７１ 年起实施的 “中国货品入口准证

制度”。 从此， 无论是直接从中国或是透过第三地输入的中国货品， 都不必

再向马来西亚国家企业公司申请准证、 缴纳佣金。 同年 ４ 月， 中马两国签署

“中马双边贸易协议”， 互相降减货品税。 同年 １１ 月， 中马两国签订 “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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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伟民、 唐玲玲： 《中国和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 文史哲出版社， ２００２， 第 ４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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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获投资协议”。 此后双方经贸快速成长， １９８９ 年中马两国的贸易额正式

突破 １０ 亿美元大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马来西亚经济高速成长， 积极向外寻求发展机会①， 中

国亦同处政治经济转型期， 需要外资挹注， 两者一拍即合， 合作更形深化。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 以华商为主力的马中友好协会众理事陪同马哈迪首相二

度访华， 在北京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开启马来西亚商家的中国投资之路。

１９９９ 年， 中马发表双边合作框架的联合声明， 表明两国将在政治、 经济、

文化、 教育、 军事各领域逐步深化合作， 促成中马关系的全方面发展， 政治

军事、 文化教育交流不断升温②。

１９９７ 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时， 中国坚持不让人民币贬值， 使东南亚区

域经济不至崩溃， 马来西亚也受惠其中。

在民间往来方面，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马来西亚政府撤销公民访华年龄限制

（此前不允许 ５５ 岁以下的马来西亚公民到中国探亲访友和旅游）， 对中国公

民访问马来西亚的管控也有所松动。 解除访中限制并开放班机直航， 起到促

进民间情谊的作用。 开放第一年内， 马来西亚公民访华人数即达 ４ 万多人

次。 此后， 基于亲缘、 地缘、 商贸往来及中华文化情怀， 马来西亚华人组团

赴中国访亲拜友、 参观旅游等热络频繁， 成为两国间的亲善大使。 １９９９ 年，

马来西亚进一步放宽中国游客签证规定， 申请逐年递增， 更多的中国人对马

来西亚留下美好印象③。 近年来， 中马人民来往连年增长， 已现接近每年

３００ 万人次之谱。 马来西亚目前已开放中国团体旅游免签证， 个人旅游免签

证也正在研议中。

在教育交流方面， 因马来西亚 “土著优先” 的族群政策使然， 当地

华裔子弟长期面临华文源流高等教育升学管道不足的困扰， 此问题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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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翠雯： 《一砖一瓦， 共筑友谊桥》， 《诗华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５ 日， 第 ９ 版。
马燕冰、 张学刚、 骆永昆： 《列国志·马来西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第 ４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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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亦受益于中马关系不断改善而有所出路， 中国学生出国深造也有新的

选择。

１９９７ 年， 中马两国 《教育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录》 签订， 中马开始互

换留学生。 １９９９ 年， 马来西亚华人总会与中国海外交流协会、 中国侨联签

署合作意向书， 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 中国学生赴马来西亚留学年年增加；

单以北京而论， ２００５ 年赴马来西亚留学人数只有 ４０ 名， ２００８ 年已增加为

１７４３ 名①。 马来西亚所具有的教育优势， 颇能吸引中国留学生， 包括： ①英

文及华文通行， 闽粤方言随处可闻， 语言障碍低， 又能学习英语； ②与英、

美、 澳、 新等西方国家教育体制相通， 方便修读双联课程及学业衔接； ③学

费及生活费用相对低廉； ④留学签证通过率较高， 转签欧美等国大学方便，

并可减少时间及金钱负担。 也因此， 过去十多年来， 中国学生人数一直高居

马来西亚外国留学生排行之首②。 马来西亚赴中升学的以华裔为主， 但因中

国实行单一国籍制， 马来西亚学子一律以外籍生身份入学， 学费高昂， 学生

之生活、 医疗、 保险、 打工皆缺乏明文保障及优惠。 另外， 过去十年内， 中

马虽曾签署 《高等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 等协议， 商讨互派学生、 教师和

专家； 互相辅助技术职业教育， 提供奖学金； 承认中国著名大专院校合办双

联课程； 交换教育资料、 文学作品， 共同举办研讨会及教育展等合作事宜，

甚至也互相承认医学系、 牙医系、 药剂系、 特定工程系及宇航系学历， 但中

马各大专院校并未全面互相承认学历。 直到 ２０１１ 年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马时，

签订了 《马中高等教育机构学历与学位互认架构协议》， 才确立学位互认的

机制， 承认彼此的大学文凭资格③。

据悉， 现有超过 １５０００ 名中国留学生在马来西亚大专院校就读， 尤以国

际名校在马来西亚设立的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分校最受欢迎， 而马来西亚

０４０

①

②

③

马燕冰、 张学刚、 骆永昆： 《列国志·马来西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第 １５３ 页。
王付兵：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向马来西亚的人口迁移》， 《南洋问题研究》 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第 ３６ 页。
《中进口马冷冻榴梿·签 ８ 协议·槟岛至北海建海底隧道》， 《星洲日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ｉｎｃｈｅｗ ｃｏｍ ｍｙ ／ ｎｏｄｅ ／ ２０２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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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 ４０００ 多人在中国大学求学， 华侨大学、 暨南大学都是面向海外华人办

学的知名学府， 吸引许多华裔子弟报读。 正因为赴中留学生不断增加， ２００５

年 “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 成立， 积极为马来西亚学子争取奖学金、 优惠

学费及住宿费， 并建立联系和交流管道。

在文化学术方面， ２００４ 年，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 通过 “文化输

出” 推动海外侨务工作， 有关单位更加重视与海外华校、 华人社团、 文化

机构的联系； 福建、 广东等主要侨务大省， 更是积极与马来西亚华社联系，

举办寻根之旅等文化活动； 中国电影、 图书及大型歌舞表演风行马来西亚各

地。 又如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的世界华文教育大会， 每年吸引许多马来西

亚华文教师及华文教育工作者参加①。 马来西亚华社薪传完整的华文教育建

制， 华侨华人热心中华文化的发扬， 早已成为中华文化推展国际合作的标

杆。 中马双方时常进行学术交流， 北京外国语大学设有马来研究中心， 马来

亚大学也开办了孔子学院。

（三）最近的重大事件及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及区域整合的趋势日益明显， 中国政府鼓励中资企业赴

马投资。 马来西亚欲与世界接轨， 亦不能忽略作为 “世界工厂 ／ 市场” 的

中国。 因此， 在以经济合作为主轴的 ２１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 战略推动

进程中， 中马双方的经贸发展尤其值得关注。 就现况而言， 马来西亚主要

向中国输出棕油、 橡胶、 天然气， 同时进口中国的日用品、 机械等， 是中

国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也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进口国 （见表 １）。

２０１３ 年， 中马贸易额达到 １０６１ 亿美元， 占中国对东盟贸易总额的 ２３％ 。

在外国投资方面， ２０１３ 年中国对马投资金额达 ９ ２ 亿美元， 排名仅居美

国 （１９ ２７ 亿美元）、 韩国 （１６ ７ 亿美元）、 新加坡 （１３ ７９ 亿美元）、 日

本 （１０ ９５ 亿美元） 之后， 名列第五位②。

１４０

①

②

范世平： 《中国大陆侨务政策与工作体系之研究》， 台北秀威出版， ２０１０， 第 １６２ 页。
“经济部” 投资业务处： 《马来西亚投资环境简介》， 台北 “经济部” 投资业务处， ２０１４，
第 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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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马来西亚十大进口国家 （地区） 及金额统计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单位： 亿元马币

排名 贸易对象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 中 国 １１５ ５０ １０６ ２６

２ 新 加 坡 ８５ ６８ ８０ ２４

３ 日 本 ５４ ７４ ５６ ３５

４ 美 国 ５２ ３３ ５０ ６８

５ 泰 国 ３９ ６４ ３８ ６３

６ 中 国 台 湾 ３４ ３６ ３１ ５３

７ 韩 国 ３１ ６９ ３０ ６５

８ 印度尼西亚 ２７ ７２ ２７ ９４

９ 德 国 ２３ １６ ２２９１

１０ 澳 洲 ２０ ２２ １６４９

总计（含其他） ６８３ ０１ ６４８６９

　 　 资料来源： 马来西亚贸工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ａｔｒａｄｅ ｇｏｖ ｍｙ ／ ｅｎ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２１８ － ｔｒａｄｅ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２０１４ ／ ３７６５ － ｔｒａｄｅ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 ２０１４ － ａｎｄ － ｊａｎｕａｒｙ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
２０１４。

依照投资来源国区分， 美国为马来西亚最大外来直接投资 （ＦＤＩ） 国，

金额达 １９ ２７ 亿美元； 此后依序为韩国 （１６ ７ 亿美元）、 新加坡 （１３ ７９ 亿

美元）、 日本 （１０ ９５ 亿美元）、 中国大陆 （９ ２ 亿美元）、 荷兰 （７ ２６ 亿美

元） 及德国 （５ ２３ 亿美元）。

由于全球最大的橡胶消费市场———中国需求放缓， 马来西亚橡胶价

格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下跌至近五年新低。 为稳定橡胶市场， 马来西亚橡胶

局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起， 实行小园坵农场交货价格 （ ｆａｒｍ ｇａｔｅ ｐｒｉｃｅｓ） ， 并

从 ２０１５ 年元月起启动橡胶生产效率补贴机制以提振橡胶价格， 亦显见中

马经贸依存与连动。

２０１４ 年， 正值中马迎来建交 ４０ 周年之际， 发生马来西亚航空飞北京

客机 ＭＨ３７０ 失联的不幸事件， 且机上乘客 ２ ／ ３ （１５３ 名） 是中国公民， 双

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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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共同展开救援行动， 虽然过程并不令人满意， 也引发国际媒体的诸多批

评， 但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 （Ｎａｊｉｂ ｂｉｎ Ａｂｄｕｌ Ｒａｚａｋ） 仍按原定行程访问中

国， 签订了多项备忘录和协议， 反映了此事件并未真正伤害长期累积的中

马友谊①。

在教育发展方面， 在海外华社享有极高声誉的厦门大学， 决定将海外第

一间分校设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 （Ｓｅｌａｎｇｏｒ） 沙叻丁宜 （Ｓａｌａｋ Ｔｉｎｇｇｉ）， 也

见证了中马高等教育互动的良性发展。 厦门大学大马校区将以英语为教学媒

语 （据信若以华文教学， 将对当地华文大专学院的发展造成更大的冲击及

资源排挤效应）， 并得到大马首富郭鹤年捐献 １ 亿令吉马币， 该校于 ２０１５ 年

正式对外招生。

中马关系目前已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２０１３

年访马时， 更提出五大建议： 第一， 扩大双边贸易， 力争在 ２０１７ 年达到

１６００ 亿美元； 第二， 促进相互投资， 继续支持钦州和关丹产业园区建设，

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大马六大发展走廊项目； 第三， 拓展金融合作， 扩大

双边货币互换规模， 规避金融风险； 第四， 深化农渔业合作， 继续加强在橡

胶种植和加工、 农业机械贸易、 渔业捕获等领域合作； 第五， 携手推进区域

合作， 营造开放、 包容、 共赢的合作环境， 促进共同发展②。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 “第 １１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和商务与投资峰会” 上提出 ６ 点倡议： 深化政治互信、 提高中国—东盟自

贸区质量和水平、 加强互联互通建设、 展开海上合作、 推进次区域合作与增

进人文交流③。 在上述建议及倡议所提供的平台下， 中国与马来西亚的经贸

合作将更上一层楼。 而对于 “一带一路” 建设的推动， 马来西亚也积极参

与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首相纳吉布表示， 希望在 ２０２０ 年时， 中马

３４０

①

②

③

Ｌｅｅ Ｐｏｈ Ｐｉｎｇ，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ｉｎ ２０１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Ｄｉｓｃｏｒｄ ａｍｉｄ Ｓｏｍ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 ５５ （１） （２０１５）： １９３
宋镇照： 《习李相继 “南巡” 访东盟》， 《海峡评论》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７６ 期，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ａｉｘｉａｉｎｆｏ ｃｏｍ ｔｗ ／ ２７６ － ９００３ ｈｔｍｌ。
《张高丽在第十一届中国 － 东盟博览会和中国 －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的致辞》， 中国共产

党新闻网： ｈｔｔｐ： ／ ／ ｃｐ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ＢＩＧ５ ／ ｎ ／ ２０１４ ／ ０９１６ ／ ｃ６４０９４ － ２５６７３４８９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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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贸易额能达到一亿美元。 此外， 两国同意最近将增设总领事馆， 即中国

在槟城及亚庇 （旧译作哥打京那峇鲁）， 以及马来西亚在南宁设馆。

二　迈向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进程中的中马关系

　 　 中国深化与东盟特别是马来西亚的有机合作， 是实现 “一带一路” 之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重要途径。 本部分从区域共同体的建构， 也就

是东盟发展的角度分析中马关系的新动向。

２０１０ 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联系

更行紧密， 双方贸易量增长三倍以上， 东盟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战略被视为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版， 有助

于实现区域共同体的共荣发展。 马来西亚 ２０１５ 年度轮值为东盟主席国， 第

２６ 届东盟峰会于吉隆坡召开， 在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 马

来西亚将扮演不容忽视的角色。

（一）东盟的组成及重要性

东盟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ＥＡＮ） １９６７ 年 ８ 月 ８ 日

于泰国曼谷成立。 创始成员国为印度尼西亚、 泰国、 菲律宾、 新加坡及马来

西亚， 此后缅甸、 老挝、 文莱、 越南和柬埔寨陆续加入， 目前共有十个成员

国。 在行政运作上， 东盟的七个主要机构分别是东盟峰会 （ ＡＳＥＡＮ

Ｓｕｍｍｉｔ）、 东盟协调理事会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ｃｉｌ）、 东盟社区理事会

（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 东 盟 各 部 部 长 组 织 （ ＡＳＥＡＮ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Ｂｏｄｉｅｓ）、 常驻代表委员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国家秘书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ｓ） 以及驻外委员会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Ａｂｒｏａｄ）。

除此之外， 东盟也设立多个小型成长区来推动社会与经济发展， 如成员国包

括文莱、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东盟东部成长区 （ ＡＳＥＡＮ ／

ＢＩＭＰ － ＥＡＧＡ）， 以及由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组成的成长三角区

４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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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ＩＭＴ － ＧＴ）①。 东盟近年

来积极以跨区域合作举措， 加速经济转型。 东盟各国腹地庞大， 且得马六甲

航道之利便， 人口规模及市场潜力惊人。 但由于政治经济利益不易调和， 高

层领导缺乏共识， 使很多发展项目停滞不前。

东盟执事方式， 主要是通过成员国间的协商， 取得相互谅解、 搁置纷

争， 再逐步迈向共同目标。 “东盟之道” 寻求互相尊重各国主权与领土完

整， 不干涉彼此内政， 摒弃使用武力及彼此威胁， 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分歧与

争端。 此一精神奠定于 １９７６ 年东盟峰会决议通过的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

约》 和 《东盟和谐宣言》。

东盟于 ２００３ 年推行东盟自贸区 （ＡＦＴＡ） 建设， 鼓励区域内的自由贸

易， 免除成员国间的货品关税。 为在 ２０１５ 年实现将东盟打造成单一市场

（ＡＥＣ） 的 “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５ 年， 东盟共拟订了 ５０５ 项

优先措施， 至今已成功落实了九成的项目②。 据了解， 除了不发行统一货

币， 东盟近期内也不会以统一对外关税的方式来发展共同市场， 这使各成员

国对外经贸合作更具挥洒空间。

东盟的国内生产总值达 ２ ４ 兆美元， 为世界第八大经济区。 ２０１３ 年，

东盟已是名列中国、 美国和德国之后的全球第四大出口区。 东盟共同市场将

在 ２０１５ 年底落实， 这是一个拥有 ６ 亿消费人口的单一市场。 东盟各国发展

的步伐差距大， 文化、 宗教及政治体系也有不同， 但其发展潜能极佳。 渣打

银行报告指出，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 东盟每年的经济成长平均为

５ ４％ ， 高于世界整体平均水平 ３ ４％ 。 未来几年， 东盟有机会取得高过 ７％

的成长速度③。 各方也都看好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 认为互补性强， 整合

能使双方受惠。 亚洲政策与领导研究所 （ＡＳＬＩ） 首席执行员杨元庆指出，

５４０

①

②

③

Ｌａｍ Ｃｈｅｅ Ｋｈｅｕｎｇ，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Ｇｏｏｄ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ａｒａｗａｋ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Ｋａｌｉｍａｎｔａｎ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Ｓａｒａｗａｋ Ｉｎｔ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Ｋｕｃｈｉｎｇ： Ｓａｒａｗａｋ Ｉｎｔ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２００１）， ６７
拿督丽贝卡： 《东盟经济共同体关税自设》， 《星洲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 第 ６ 版。
林嘉灯： 《年底落实单一市场》， 《诗华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４ 日， 第 Ｂ０８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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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拥有庞大而年轻的人力资源， 消费能力不断增强， 在货品输出、 投资生

产方面， 都可与中国相辅相成； 东盟国家的道路与海港运输、 网路、 水电供

应等基础设施不完善， 亦是中国企业海外发展可以大显身手之处①。 中国外

交部长王毅在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宣称，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将成长到 ５０００ 亿美

元， 并在 ２０２０ 年翻上一翻。

中国及东盟各国合作的主要隐患来自政治风险及发展差距过大， 而部分

东盟国家政策执行不周、 私人机构办事效率参差不齐、 教育和专业水平有待

提升等， 亦为中国—东盟经济乃至于命运共同体落实的时程投下变数。

（二）中国—东盟共同体深化整合的主要挑战

东盟十国对中国的态度并不一致， 除了政治经济利益及阵营选择， 也可

能源自部分东盟国家在历史上曾是中国的藩属国， 关系时好时坏。 另有一说

认为， 地理上愈接近中国的东盟国家， 与中国的互动就会比较密切， 而且，

华人人口比例及影响力愈高的东盟成员国也会比较亲近中国。 对照实际情况，

此说仅能部分成立。 越南北部及中部公元二世纪前曾经被中国统治， 这几年

与中国有较多争执。 印度尼西亚华人总数是全东南亚最多的， 但 １９６５ 年中印

双方却因印共及排华问题交恶。 菲律宾华人数较少， 又曾被美国管治， 政治

上较倾向西方。 华人占马来西亚人口的 １ ／ ４， 经济实力强， 马来西亚也是东盟

创始国中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新加坡华人人口超过七成， 但为保有自

由港和贸易中心的地位， 在区域议题上长期保持中立。 总体而言， 东盟处于

东西文明的缓冲区 （ｂｕｆｆ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成员国因历史因素或现实考虑而有不同策

略选择， 但基本上多保持灵活弹性， 部分国家甚至避免选边站以免得罪区域

内外的强国。 综观亚太国际战略及区域政治经济发展， 在可见的未来， 中

国—东盟共同体的整合， 仍需面对来自其他国家及国际机构的挑战。
1  来自美日的竞争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４ 日， 泰国总理巴育 （Ｐｒａｙｕｔｈ Ｃｈａｎ － ｏｃｈａ）、 缅甸总统吴登

６４０

① 杨元庆： 《各国领袖聚焦一体化课题， 打造东盟经济体》， 《星洲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
第 １５ 版。



“海丝”战略下的中马关系：发展趋势与华侨华人的参与

盛 （Ｔｈｅｉｎ Ｓｅｉｎ）、 柬埔寨首相洪森 （Ｈｕｎ Ｓｅｎ）、 老挝总理通邢 （Ｔｈｏｎｇｓｉｎｇ

Ｔｈａｍｍａｖｏｎｇ）、 越南总理阮晋勇 （Ｎｇｕｙｅｎ Ｔａｎ Ｄｕｎｇ） 出席在东京举行的第 ７

届湄公河流域国家与日本领导人会议。 这次会议通过 《新东京战略 ２０１５》，

特别强调日本与湄公河区域国家在基础设施上的合作。 根据该战略的内容，

日本将通过亚洲开发银行 （ＡＤＢ） 在往后三年向湄公河区域提供 ６１ 亿美元

的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人才培养、 防灾和水资源管理等开发援助， 以加强湄

公河区域国家与国际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日本此举被认为是有意对抗中国

的亚投行。 而该战略协议文件也强调强化区域的海洋安全保障与海上安全，

亦不无争取东盟各国合作、 牵制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海域活动的意图。

另外， 在美国宣称将重返亚洲的当下， 日本众议院又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通过安保法案， 解禁集体自卫权。 据 《日本经济新闻》 报道， 该法案允

许为营救海外国民及为美军军舰作出防卫， 到偏远地区执行 “驰援警卫”

任务。 由内容来判断， 日本已经进入能战国， 可以参战， 且可配合美日军事

同盟利益， 协助美国推动 “亚太再平衡” 战略， 制衡中国。

2 南海争端

中国面对菲律宾、 越南在南海议题上的争执， 不利于形成东盟整体互动

的和谐氛围。 特别是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于 ２０１４ 年指责中国在南海的行

为是德国纳粹的翻版， 对中国声称拥有南海岛礁海域九成主权表达极度不

满， 并向国际仲裁庭提告①。 中国总理李克强则回应， 中国坚定维护国家主

权， 有关的海域纠纷应通过双边协商解决， 而不是集体仲裁。

东盟在南海争端问题上很难作出共同的议决， 原因在于经济上要考虑到

中国， 区域安全方面则仍需美国协助。

上述事态的发展， 体现了中国有必要更积极地促进与其他东盟国家的关系。

3 东盟决而不行

东盟经常把问题或争端扫入地毯下， 不思改善或解决， 而被指空谈无

为。 马来西亚前国际贸工部长在 ２０１５ 年 “东盟领袖论坛” 上主张东盟必需

７４０

① 胡锡进： 《阿基诺言贱如此　 菲律宾安有荣焉》， 《诗华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 第 １３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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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一个拥有法律权限的东盟中心， 以解除非关税壁垒的约束； 言下之意是

指， 东盟各国的官僚主义影响执行效率， 且东盟秘书处不具有法律权威， 造

成议而不决， 行事不彰①。

另外， 东盟会员国间人力与资金流通也未全面自由开放。 虽然 ２０１２ 年

通过的 《东盟自然人流动协议》 已规定技术人员可相互流动， 并视情况延

长暂时居留时间， 但实际情况是高所得的新加坡担心非技术劳工影响其竞争

力， 马来西亚则引进很多印度尼西亚、 缅甸和菲律宾的劳工， 印度尼西亚则

管制贸易企业的注册， 保护其金融资源自主性， 菲律宾靠输出劳工赚取大量

外汇。 若不能掌握这些情况， 将增加中国与东盟投资合作的风险。

（三）中国与东盟合作关系展望

在东盟国家中， 柬埔寨和老挝发展相对落后， 经贸长期依赖中国， 唯

其对外部分开放后， 发展潜力可期， 未来在基础设施建设及原物产开发方

面与中国能有密切合作。 缅甸军政府因受西方国家制裁， 一直与中国保持

良好互动， 中缅两国计划建造北起云南大理、 连接缅甸木姐 （Ｍｕｓｅ） 等西

部各邦， 终抵皎漂 （Ｋｙａｕ Ｋｐｙｕ） 港口岸的铁路， 全长 ８１０ 公里， 工程造

价 ２００ 亿美元。

马来西亚是东盟首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也是中国在东盟最大

的贸易伙伴。 两国在南海虽然也有岛屿主权争议， 但双方能顾全大局、 搁

置争议。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在乔治城大学演讲时指出， 大马欢迎中国

和平崛起， 历史上两国有很深的联系， 几百年前， 来自中国的移民， 已

改变了大马的面貌。 在外交上， 马来西亚虽参加美国主导的 《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议》 （ＴＰＰ） 谈判， 但颇能维持平衡， 并得到中美日等区域强

国的理解②。

中泰向来友好， 两国在 ２０１３ 年签署协议， 建造起自泰国南部克拉地峡

８４０

①

②

《拉菲达： 设东盟中心东盟领袖论坛》， 《星洲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 第 ６ 版。
Ｌｅｅ Ｐｏｈ Ｐｉｎｇ，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ｉｎ ２０１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Ｄｉｓｃｏｒｄ ａｍｉｄ Ｓｏｍ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 ５５ （１） （２０１５）： １９７ － 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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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通向泰国湾与安达曼海的克拉运河。 与取道马六甲海峡相比， 航程可缩

短约 １２００ 公里， 节省 ２ 至 ５ 天的时间； 以 １０ 万吨油轮来计算， 单程就可节

省 ３５ 万美元。 对中国而言， 克拉运河不仅惠及东南沿海各省， 也加强了中

国与东南亚、 欧洲、 非洲各国的贸易。 中泰铁路投资协商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完

成， 也是双方合作的一大进展①。

中国与新加坡往后可能出现裂痕， 新加坡目前是亚欧非贸易的重要通

道， 若中泰合作的克拉运河建成后， 新加坡在中国原油、 矿石、 钢材、 小

麦、 大豆等大宗货物航运中心的地位将会被取代。 新加坡同时也是美国在亚

洲最大的海空基地。 克拉运河开通后， 中国无须担忧美国通过新加坡封锁马

六甲海峡， 新加坡的战略地位将受动摇。

南中国海因其丰富的天然资源及商业利益造成国际纠纷， 对本区域和平

有着深远影响。 世界上超过一半的油船需要经过该海域， 交通量是巴拿马运

河的五倍， 若发生冲突， 各国贸易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相关的领土纠纷， 应

该通过对话解决。 特别是马来西亚控制马六甲海峡， 中国与亚洲国家的货物

大部分必须靠它来运输， 中国必须格外重视与马来西亚的友好关系。 东盟也

提议早日完成 “南中国海行为守则 （ＣＯＣ）”， 采取非对抗性的策略与中国

协商。

三　“一带一路”引领新路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２０１３ 年提出 “一带一路” 经济发展合作蓝图。

“一带” 是指通往中亚、 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 而 “一路” 则是指以东南

亚为核心的海上丝绸之路。 两者皆牵引中国未来几年的经贸、 外交及国防

策略， 与中国梦相结合， 希望在不直接挑战既有全球格局的前提下， 发挥

中国的经济实力及文化软实力， 扩大中国产品的海外市场， 建构中国的国

际话语权。

９４０

① 《中泰签建克拉运河》， 《诗华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７ 日， 第 １６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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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 的理念及推行不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扶持欧洲重建

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 因为两者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不同。 前者是在和平时

期各国共同谋求经济的合作与发展， 而后者是在战乱后单方面给予的经济援

助。 前者的参与国有考虑参加的空间， 且都必须承担计划的工作， 后者更多

是施舍和救助的方案， 义务和责任相对单薄。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林明华表示： “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 它是平

等的， 不以大欺小， 不以强欺弱……任何国家都可以参与其中； 而且它还有

历史传承、 开放包容、 虚实结合、 陆海统筹、 东西互济、 经贸先行、 设施联

通、 市场作用、 大国责任、 中外共赢等深刻内涵”①。

施行 “一带一路” 战略对中马关系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 显然是取道

马六甲海峡， 途经缅甸、 孟加拉国、 斯里兰卡， 向东非、 地中海地区延伸，

横贯欧亚的 “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政府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不

仅投注大量资源， 也为海上丝绸之路赋予时代意义。 其中， ２１ 国亚太峰会

（ＡＰＥＣ）， 拟定亚太自贸区 （ＦＴＡＡＰ） 路线、 成立 “丝路基金” 与 “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ｓｉ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ＡＩＩＢ） 等， 皆为中

马关系深化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

（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

亚投行是推动 “一带一路” 经济合作发展的火车头。 习近平在亚投行

签署协议致辞时表示， 中国筹建亚投行的目的是推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和互联互通， 深化区域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 亚投行目前已经有超过 ６０ 个

国家响应参加， 涵盖 ４４ 亿的人口 （占世界人口的 ６３％ ）。 “一带一路” 战略

若实现， 可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联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５７ 个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代表在北京签署协议。 亚投

０５０

① 林明华： 《 “一带一路” 的机遇与挑战》， 《星洲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５ 日， 第 ９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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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法定股本设定为 １０００ 亿美元， 分为 １００ 万股， 每股 １０ 万美元。 中国认

股 ２９７ ８ 亿美元， 占 ２６ ０６％的投票权， 成亚投行最大股东。 印度次之， 认

股 ８３ ６７ 亿美元， 占 ７ ５％的投票权。 而俄罗斯参股 ６５ ３６ 亿美元， 投票权

占 ５ ９２％ ， 德国第四， 韩国第五。

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为： 澳洲、 奥地利、 阿塞拜疆、 孟加拉国、 巴西、

柬埔寨、 文莱、 中国、 埃及、 芬兰、 法国、 格鲁吉亚、 德国、 冰岛、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 意大利、 以色列、 约旦、 哈萨克斯坦、 韩国、 吉尔吉斯

斯坦、 老挝、 卢森堡、 马尔代夫、 马耳他、 蒙古、 缅甸、 尼泊尔、 荷兰、 新

西兰、 挪威、 阿曼、 巴基斯坦、 葡萄牙、 卡塔尔、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新

加坡、 西班牙、 斯里兰卡、 瑞典、 瑞士、 塔吉克斯坦、 土耳其、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英国、 乌孜别克斯坦及越南。

科威特、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 丹麦、 波兰和南非等国还没有通过

审批程序， 将在 ２０１５ 年底前签署。

亚投行有区域内和区域外成员国之分， 并规定 “不享有主权或无法对自

身国际行为负责的申请方， 应由对其国际关系行为负责的成员同意或代其向

亚投行提出加入申请”， 但其权益差别还未列明。 亚投行总部设在北京， 可在

其他地方设立机构或办公室。 亚投行设有理事会、 董事会和管理层。 理事会

是亚投行最高决策机构， 可把部分或全部权力授予董事会， 董事会负责总体

的营运。 董事会有 １２ 名董事， 其中区域内 ９ 名、 区域外 ３ 名。 另设行长 １ 人，

从区域内成员选出， 任期 ５ 年， 可连选连任一次， 同时也有副行长若干人。

（三）亚投行的挑战

1  部分沿线国家与中国存有矛盾

中国与菲律宾、 越南、 日本等国有领土、 领海问题的外交挑战。 菲律宾

总统曾质疑南海争议是否有可能影响亚投行对菲律宾的经援运作， 而代表菲

律宾出席亚投行协议签署的政务部长布里斯玛也对亚投行的治理架构存有疑

虑。 在第九届东亚峰会上， 日本也指责中国在南海主权上的强势作为， 包括

在南沙群岛岩礁上展开填海造岛作业等。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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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存相似国际组织的竞争

包括世界银行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和亚洲开发

银行等， 特别是来自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竞争。 该协议成员包括

美国、 澳洲、 新西兰、 加拿大、 日本、 墨西哥、 智利、 秘鲁、 文莱、 马来西

亚、 新加坡及越南， 共 １２ 国。 与中国欲达到的战略目的相近， 都属于具有

跨区域整合意涵的自由贸易协议。

3 美国和日本的挑拨和反制

中国在多个大型投资项目上曾面临美日挑战。 譬如， 在墨西哥、 缅甸、

泰国、 斯里兰卡的高铁、 水坝和港口建设都曾因政治干扰而产生变化， 给中

国企业造成不小的损失。 最新一例是泰国原已批准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向中国购

买三艘价值 １０ 亿美元的潜水艇， 后被搁置， 据信与美国背后所起的作用有

一定的关系①。

（四）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中国与东盟

２００７ 年东盟峰会决议在 ２０１５ 年建成东盟共同体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的目标已进入攻关阶段， 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却因资金缺口而停滞不前。 对

东盟国家而言， “一带一路” 战略特别是当中的 “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战

略及其相关配套政策， 无疑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及合作选项。

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既是崭新概念， 执行上也不免遭遇各种困难。 杨

沐认为， 中国欲推动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 东盟国家无疑是最佳的合

作伙伴。 原因在于， 首先， 中国和东盟有着相同的区域脉络且经济整合有

一定基础， 中国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东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

伴， 彼此有较高的互信度。 其次， 东盟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

一， 发展模式和中国经验相近， 中国能提供必要的资金及经验， 协助东盟

国家实现基础设施的互通互联。 再次， 中国多次以实际行动展现支持东盟

各国落实 《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的诚意， 为东南亚完成区域共同体建

２５０

① 普拉威： 《向美低头？ 泰搁置买中国潜艇》， 《诗华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７ 日， 第 １４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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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提供新的选项①。

总而言之，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借助东盟等组织的力量来推动， 可

达事半功倍之效。 一般相信， 海上丝绸之路将为大马及东盟国家带来益处，

南海主权争议也不致影响东盟各国与中国的关系。 作为泛亚铁路重要组成部

分的新马高铁， 则更可成为亚投行的试金石， 前瞻区域金融格局的发展动向。

四　华侨华人建树中马关系、参与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马来西亚为一多元种族国家， 据最新资料， 马来西亚总人口数计 ２９２０

万人， 其中马来人占 ６７ ４％ ， 华人占 ２４ ６％ （约 ７１８ 万）， 印度人占

７ ３％ 。 另据台湾 “侨委会” 统计， ２０１３ 年， 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共计

６５８０２００ 人， 占海外华人人口的 ２２ ８９％ ②。 马来西亚实施 “一种语言、 一

种文化” 政策， 在语言、 文化、 教育上独厚马来族， 但各种族间大体互相

尊重， 形成和平稳定之生活环境， 然由于各种族的风俗信仰有别、 通婚不

易， 故仍未能融合成单一文化③。 而华商在马来西亚的经济影响力， 如实反

映在 《福布斯亚洲》 （Ｆｏｒｂｅｓ Ａｓｉａ） 最近公布的 ２０１５ 年马来西亚 ５０ 大富豪

排行榜中， 华人富商有 ３７ 人④。 而据庄国土教授主持的研究项目估算， 马

来西亚本土华商资产总额约 １４９１ ２ 亿美元， 外来华商 （新加坡、 中国大陆

及港澳台） 资产约 ３２０ ７ 亿美元， 合计为 １８１１ ９ 亿美元。⑤

自马来西亚建国以来， 马来人与华人为了公民权及母语地位等议题争执

３５０

①

②

③

④

⑤

杨沐： 《从东南亚的观察角度谈中国新丝路战略设想》， 《新加坡眼》，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ｙａｎ ｓｇ ／ ｔａｎｚｈｏｎｇｇｏｕｘｉｎｘｈｉｌｕ ／ 。
“侨委会”： 《２０１３ 华侨经济年鉴》， ２０１４， 第 ７７１ 页。
“经济部” 投资业务处： 《马来西亚投资环境简介》， ２０１４， 第 ３ 页。
Ｆｏｒｂｅｓ Ａｓｉａ，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ｓ ５０ Ｒｉｃｈｅｓｔ ２０１５ Ｒａｎｋｉｎｇ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ｒｂｅｓ ｃｏｍ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
ｂｉｌｌｉｏｎａｉｒｅｓ ／ ｌｉｓｔ ／ ＃ｔａｂ：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２０１５ ７ ３１
庄国土、 黄新华、 王艳： 《华侨华人经济资源研究———以华商资产估算为重点》， 国务院侨

办政法司， ２０１１， 第 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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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下。 １９６９ 年不幸发生 “五一三” 种族冲突事件， 马来西亚政府借此发生变

动， 宣布进行 “新经济政策”。 此计划的目标是 “重组社会”， 方法是透过政

治力量重新安排士、 农、 工、 商等各领域的种族比例， 提升 “土著族群” 的

参与度。 在教育和语言政策上表现出来的具体作为是： 打压华文、 淡米尔文

教育， 以统一教育制度， 并加速马来文的普及， 达到以马来文化为主的目

的①。 例如， １９７０ 年马来西亚政府停止以英文为主的剑桥文凭考试， 改以马

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取代。 其中， 马来文必须及格才算通过， 否则所有的科

目都必须重考。 而非马来人大多不精通马来文， 不易应付日益艰深的马来文

考试②。 加上土著参股制、 学额固打制 （ｑｕｏ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 使得马来西亚华人

经商及接受高等教育的空间受到压缩， 引发诸多不满情绪。

纵使如此， 较之印度尼西亚等其他东南亚国家动辄没收华人产业， 甚至以

驱逐出境、 屠杀等手法打击华人等情况， 这些在马来西亚并没有出现过。 也因

此该国华人的相对剥夺感较低， 较能接受自身的境遇， 同时也时以邻国的情况

而感自危。 这也是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未曾以激进手段来反抗政府的原因。

（一）华侨华人对中马关系发展多有建树

中马两国关系向来密切， 近年来在政治、 经济、 文教领域更是合作无

间， 除了中马官方的频繁互动外， 华社组织、 民间团体的积极参与也起了很

大作用。 其中，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 （中总）、 马来西亚华人联合总会 （华

总）、 马中友好协会等社团， 皆能与中国侨办、 中国侨联、 中国海外交流协

会等单位建立良好联系， 在中马互动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无论是 １９９３

年中马合作谅解备忘录， 开启马来西亚商家投资中国之路， 还是 １９９９ 年中

马 《关于未来双边合作框架的联合声明》， 促成中马经贸发展， 背后都有

知名华商、 各大华人社团的参与及助力。 １９９７ 年中马两国政府签订中马两

国 《教育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录》 后， 马来西亚华总及各地华社组织便协

４５０

①

②

叶彦邦： 《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对当地华人经济之影响》， 《中山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１９９９
年第 ７ 卷第 １ 期， 第 １９５ ～ ２０５ 页。
刘文荣： 《马来西亚华人经济地位之演变》， 世华经济出版社， １９８８， 第 １８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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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落实了无数次的学术、 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 而探讨新思路、 凝聚共

识、 携手推动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世界华文教育大会， 马来西亚每年都有

大批华教人士参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表示， “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是中马友谊和合作的亲历

者、 见证者、 推动者。 你们到中国投资兴业， 捐资助学， 推动两国文化交流，

为中马关系发展牵线搭桥”， 这的确是马来西亚华侨华人心态与表现的写照。

由于族群政治与选区划分不公等因素， 马来西亚有利于华社的政策多

属昙花一现的选前利多， 华人的政治实力并未与其经济版图等量齐观， 所

以形成政治冷感， 使其对中马关系发展的参与， 更集中于经贸领域。 然

而， 自金融风暴以来， 随着执政联盟巫统的分裂及其威权统治的衰弱， 华

人选票在部分地区成为影响选举结果的关键力量， 华裔要求受到重视； 唯

因马来西亚主流政治势力未能排除种族思维， 仍无法真正终结金权至上的

族群政治。 ２００８ 年大选以来， 马来西亚政治持续走向民主化， 华人社群对

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以及政治效能感皆相对提升。 而中国和平崛起的效

应， 也使得华人热衷马中公共外交， 扮演更多而吃重的角色， 这当属软性

的跨国政治性活动的参与。 然而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参与度的提升， 对于族

群和谐是否有加分作用， 则有待观察①。

（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需要马来西亚华人助力

海上丝绸之路既是商贸文明之路， 更是移民发展之路， 华族人口众多的

东南亚地区尤为重中之重。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裘援平主任多次重申华侨

华人在建构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角色， 肯定华商侨智的作用。 庄国

土教授更指出， “海洋意识是中国对外关系及华人移民发展的精神面貌， 其

特点包括重商意识、 冒险和进取精神、 开放性及多元性”②。 马来西亚为数

５５０

①

②

陈琮渊： 《再探马来西亚华人属性的形塑： 全球化、 民主化与中国崛起》， 《淡江史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７ 期， 第 １０３ ～ １１８ 页。
庄国土： 《中国海洋意识发展反思》，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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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的华裔， 更为海洋意识及中华文化精神作了最佳的诠释， 在马来西亚商

业、 文教及社会领域皆发挥可观影响①。 因此， 无论深化中马关系或建设海

上丝绸之路， 都需要马来西亚华侨华人的助力。

王赓武教授认为，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互动， 政府关系搞得好， 华人问

题不成问题； 政府之间有问题， 华人问题更行无解②。 依此言之， 中国推动

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过程中， 华侨华人参与的意义主要在于树立形象、 搭建

桥梁， 增进双方的理解与互信； 中国尤其必须避免大国心态， 发挥儒家思想

一视同仁的精神， 真诚相待。

海上丝绸之路重点在于经贸， 华侨华人除了扮演 “民间大使” 角色，

起到坚固中国与东盟各国、 海上丝绸之路沿路国家友谊的作用， 其海外生存

发展的智慧也十分值得借鉴： 也就是以谦虚姿态对待沿路的各方行为者， 首

先了解当地需要， 建立互信基础后， 金融、 技术、 投资等方方面面的合作自

然也会水到渠成。 要言之， 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机遇下， 以侨为桥， 通过

华侨华人理解当地情况， 当可少走弯路， 实现合作共赢。

五　中马关系展望

展望未来几年的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只要两国秉承互信互惠精神，

携手面对以下政治经济变貌， 当可达致双赢局面。

在经济金融方面， 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放缓， ２０１２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首次出现低于 ８％ ， ２０１５ 年可能下降到 ７％ 。 国内需求下滑导致中国大力推

动出口， 以吸纳过剩的产能， 中国对马贸易也出现出超。 对马投资将是最佳

的平衡之道。 在政府的鼓励下， 中国企业开始进军马来西亚等海外市场， 大

马在 ２０１３ 年迎来了 ９ 亿美元的投资， ２０１４ 年达到 １０ 亿美元。 中国驻马大使

６５０

①

②

Ｂｅｈ， Ｌｏｏ Ｓｅｅ，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ｒｇａｉｎ ｏｆ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Ｂｅｆｏｒｅ Ｍｅｒｄｅｋａ ａｎｄ Ｆｉｆｔｈ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ｅｄ Ｖｏｏｎ Ｐｈｉｎ
Ｋｅｏｎｇ （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７） ２２３ － ２６８
陈琮渊： 《王赓武教授访谈记录》，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



“海丝”战略下的中马关系：发展趋势与华侨华人的参与

黄惠康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在大马中华总商会的交流会上表示， 中国将在未来五年

向海外投资 ５０００ 亿美元， 而马来西亚是中国优先考虑的合作对象。 此外，

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在 ２００９ 年首次签署货币互换合约， ２０１２

年续约， ２０１５ 年再延长 ３ 年。 中马货币互换的交易总额维持在 １８００ 亿元人

民币。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大马国家银行签署合作备忘录，

中国人民银行将在大马建立 “人民币业务清算银行” （ＲＭＢ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Ｂａｎｋ），

以方便双边企业及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跨境交易。 对马来西亚而言， 人民币

清算业务立即可见的好处在于， 吸引更多中资企业来马投资， 推动关丹产业

园区等中马合作旗舰项目， 最终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前景。 这点可由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与中国银行在马合办 “一带一路” 经济大会， 吸

引了 ８００ 名中马厂商参加之热烈反应中得到印证。

在区域议题方面， 马六甲海峡承载着全球贸易 １ ／ ３ 的货物、 １ ／ ２ 的石

油、 ２ ／ ３ 的天然气运输。 每年有 ８ 万余艘船通过， 是仅次于英吉利海峡的全

球第二繁忙水道， 中国从中东、 非洲和东南亚地区进口石油， 都要通过马六

甲海峡， 与亚洲国家的货物也多须通过它来运输。 马六甲海峡主要由马来西

亚、 新加坡及印度尼西亚等国所辖制， 其中最大的幅员坐落在马来西亚， 足

见其战略地位及对中国的重要性①。 更重要的是， ２０１５ 年， 马来西亚担任东

盟轮值主席国， 以其战略地缘优势及东盟主要资本市场之一的地位， 发挥关

键影响力。 会议期间， 马来西亚政府面对菲律宾挑起时下最受国际关注的南

海岛屿主权争执问题时， 以公正合理的方式处理， 并且晓以大义。 马来西亚

首相纳吉布在会上强调， “中国是东盟的策略伙伴， 对东盟十分重要， 东盟

对于中国也很重要， 如果东盟执意对抗中国， 并不会为任何国家带来利

益”。 纳吉布也呼吁涉及南海主权争执的国家以和平中庸的态度， 避免寻求

军事力量解决纠纷②。 纵使马来西亚在曾母暗沙 （Ｊａｍｅｓ Ｓｈｏａｌ） 与中国也存

７５０

①

②

《拿督斯里纳吉： “大马续与中美保持密切关系”》， 《诗华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 第 Ａ５
版。
该处位于南海末端， 距离中国大陆最南岸 １８００ 公里， 距离马来西亚的砂拉越海岸只有 ８０
公里， 其主权归属牵涉复杂的历史过程和国际海洋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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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岛主权争执， 却能坦然面对现实， 妥善处理， 避免公开决裂。 因而， 在

可见的将来， 中国仍应重视维持与马来西亚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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