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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的历史形成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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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从“华侨”一词的由来 ,展开论述了中国人侨居海外的历史源远流长。 依据华侨的具体历史

形成 ,分析了中国人侨居海外的社会根源。 千百年来的变迁演绎着一部兴衰荣辱的历史 ,这也正形
成了华侨的显著特点—— 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富有革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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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ir Traits
HUAN G N i
( Depar tment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Chang′an U niv 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St arti ng f rom the origi n of th e w o rd “ Overseas Chinese” , t he lo ng hist ory o f emig rated
Chi nese w as fo rmed. Acco rdi ng to the concret e hi sto rical f o rm atio n of Overseas Chi nese, the
primarily reason of the emi gra ted Chi nese had been discussed. T he thousands of years ' hi st ory
indica ted that the rise and f all o f the na tio n relativ es di rect ly to the ho no r and disg race of her
peo ple, especiall y t o emig ra tion, a nd this just fo rmed t he m arked t rai ts of the Ov erseas
Chi nese—— t he t radi tio n of st ro ng pat rio tism a nd rev oluti onism.
Key words: ov erseas Chinese; histo ri cal fo rmatio n; t rai ts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不

洋一带 ,中国之物品亦多挂上“唐”字 ,如 唐人的墓

但产生了中华各族人民的历史 ,而且也形成了华侨
的历史。

葬、唐舶、唐服、唐衫、唐山、唐文、唐人街等等。 明清
时期 ,仍多称“唐人”、“唐山人”。 “唐山”是海外游子

一、“华侨”一词的由来
中国人民移居国外的历史 ,源远流长。在唐宋以
前 ,移居国外的华人 ,没有固定的称谓。 只是从秦朝

们对祖国的一种习惯称呼 ,也有的称为“华人” ,“中
华人”等。 清代有“汉人”、“闽粤人”、“中华人”等称
呼 ,到清末以后 ,又有了“华民”、“华工”、“华商”、“华
人”等称谓。

开始 ,陆续有中国人移居日本 ,到南北朝时期 ,移居

“华”与“侨” , 就其单词的含义 来说是明确的。

日本的人数逐渐增加 ,从而日本称他们为秦人。晋朝
时期 ,也称移居国外的人为汉人或侨人 ,《隋书· 食

“华”是中国的古称 ,“侨”是寄居、客居之意。 中国古
代 很早就把寄居他乡的人 , 称为“侨人”和“侨士” ,

货志》: “晋自中原丧乱 ,元帝寓居江左 ,百姓之自拔

《韩非子· 亡徵》: “羁旅侨士” [2 ]。随着移居国外人数

南奔者 ,并谓之侨人” [1 ]。唐宋以后 ,由于经济文化的

的激增 ,“华”“侨”二字就被联系在一起 ,用来称呼在

发展交流、对外贸易的扩大、交通的发达 ,移居国外

国外寄居、客居的华人。

的人数急剧增多 ,他们多被居住国的人民 称为“唐

1878年 ,清驻美使臣陈兰彬在奏章中就把中国

人” ,《明史· 外国真腊传》: “唐人者 ,诸番呼之称也。

寓居国外的人称为“侨民”。“侨民”便成为一种专称。

凡海外诸国尽然。”后来他们也自称“唐人”。 如在南

1883年 , 郑观应在给李 鸿章的奏 章中 ,使 用了“华

收稿日期: 2002-03-07
作者简介: 黄

( 1971-) ,女 ,福建南安人 ,长安大学人文社科部讲师 ,主要从事邓小平理论研究。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76

2002年

侨”一词。 1904年 ,清政府外务部又在一份奏请在海

人。鸦片战争以后 ,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

外设置领事馆的摺子里提到“在海外设领 ,经费支出

位的逐步深化 ,大批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无以为

无多 ,而华侨受益甚大。”从此以后 ,“华侨”一词普遍

生 ;国外殖民主义者在开发本国和殖民地过程中 ,急

成为寄居海外的中国人的一种专称了。

需中国大批廉价的劳动力 ,因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移民海外的高潮。 “契约华工”这个特殊名词便出现

二、华侨的历史形成

了 ,成为一个时期内中国移民海外的重要成分。

中国人移居国外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 3000

华侨的分布地区 ,早期较多集中于东南亚地区 ,

多年以前的商周时代 ,《史记· 宋微子世家》记载了
殷纣王叔父叫箕子的 ,曾因受到纣王迫害而移居到

鸦片战争后逐渐扩大到南北美洲、大洋洲、欧洲及非
洲 ,从而奠定了今天华侨遍布世界的格局。目前全世

朝鲜。 秦汉之际也有中国人移居到日本、越南等地。

界的华侨和外籍华人有 3 000多万人 ,居住在海外

据史书记载 ,公元前 219年和 210年 ,秦始皇派徐福
两次去日本海岛求仙药 ,曾带去几千名童男童女 ,后

的侨民占世界第一位。 因此 ,有人说: “海水所到之
处 ,就有华侨” ,“华侨无落日”。

定居日本。 《汉书· 地理志》记载 ,汉武帝之后 ,中国
与南洋诸国已有海路交通。 公元 300～ 400年间 ,已

三、华侨的基本特点

有 1. 8万多华人跨海到日本 ,主要从事桑蚕、纺织、
建筑和精密工艺制造业。唐朝兴盛时期 ,随着封建经

(一 )强烈的爱国精神
《汉书》上说: “骨肉相附 ,人情所愿” [3 ]。 中国人

济文化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大、中国与邻国及南

的乡土、家族、社稷观念较浓厚 ,尤其是被生活所迫 ,

洋诸国的交往更加密切 ,因此有更多的中国人远涉
重洋 ,到达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半岛定居成

背井离乡 ,寄人篱下 ,在海外受人欺凌的华侨 ,更有
强烈的爱国思乡之情。 “忆我埃仑如蜷伏 ,伤心故国

为华侨 ,以种稻、种蔗、种胡椒和制糖为生。 此外 ,在

复何言”。“应知国弱人心死 ,何事囚困此处来” [4 ]。这

内陆中有一条长达约 7000 km 的丝绸之路 ,它由汉

些太平洋彼岸华侨的血泪史词 ,充满了浓郁的爱国

都城长安起始 ,穿过河西走廊 ,经乌兹别克、土库曼、
阿富汗、伊朗 ,直达黎巴嫩 ,断断续续历时 1500年 ,

思想和民族气节。 不管命运把华侨抛向世界哪一个
角落 ,他们都不会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 ,总希望有一

直到明代 ,一直承担着内地与西域、中国与亚洲、欧

个强盛的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感情 ,不仅

洲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直到后来被海
上通道取代为止。在这漫长的岁月中 ,奔波在这条丝

在中下层的华侨中存在 ,就是在不少腰缠万贯的富
侨中亦存在。

绸之路上的有商人、使节、军人、流浪者、僧侣、探险

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 ,比较突出的是表现在支

家。他们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 ,用双脚开通了万里丝

持祖国经济建设和在家乡兴办教育等公益事业。 据

路 ,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 交流 ,繁荣了社会经
济。 一些人回来了 ,一些人却定居在沿途一些国家 ,

统计 ,从 1874年至建国初期 ,中国外贸入超 70多亿
元 ,而 1902年至 1936年的侨汇就有 85亿元以上。

成了那里的侨民。

许多华侨在国内投资建厂 ,这些企业多数是近代新

宋朝南迁后 ,中国经济中心随之南移 ,广州、泉

兴的企业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 ,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

州、杭州成为世界闻名的大商港 ,对外贸易更加兴旺
发达 ,到南洋各地经商谋生的人更多 ,其中不少人就

近代企业继昌隆缫丝厂、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大型
酿酒厂、第一条经济效益较好的商办新宁铁路、第一

在彼地留居而成为华侨。元初 ,忽必烈对印尼的爪哇

家树胶种植园、第一家飞机装配厂等 ,都是由华侨创

用兵 ,劳师无功 ,但有不 少士兵却留居当地成为华
侨。从 13世纪至 14世纪 ,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暹

办的。 华侨还从外国引进诸如胡椒、橡胶、油棕等经
济作物。 祖国发生灾情时 ,也多次得到华侨捐款救

逻 (泰国 )、柬埔寨、安南 (越南 )、婆罗洲等地 ,到处都

助。 此外 ,有许多华侨在自己的家乡兴办学校、修造

有华侨定居。明初郑和七下西洋 ,到达南洋、印度、波

桥梁、设立医院 ,修 筑铁路、公路 ,对繁荣 家乡的教

斯 (伊朗 )、东非等 30余国 ,使中国人对上述国家和
地区的社会地理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为以后中

育、文化、交通等公益事业做出过很大贡献。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侨汇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仍

国人更大量地到海外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起了重要作用。例如 ,福建省侨汇收入约占全省外

从 16世纪下半期明朝取消海禁至 1840年鸦片
战争约 300年间 ,华侨人数大 量增加 ,约有 100万

汇收入的 1 /5。 文革前 ,广东、福建、云南、山东、广
西、上海、温州等省市 ,先后成立国营华侨投资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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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了一大批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 ,在党的对内搞

民主革命思想。 华侨对辛亥革命经济上的支持更为

活 ,对外开放政策的鼓励下 ,华侨、港澳同胞在国内

突出。 历次起义的枪支、弹药购买费、起义士兵的伙

投资更为活跃。 以广东省为例 ,近 20年引进的外资

食费、平时革命组织的活动费、创办报刊等宣传费 ,

中 70% 是华侨和港澳同胞的资金。
近年来 ,有许多外籍华人科学家回国讲学 ,其中

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的旅费和生活费等 ,绝大多
数都是华侨供应的。 孙中山回忆他领导起义的历史

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

时说: “其慷慨助饷 ,多为华侨”。 许多华侨为了革命

哲等对中国物理研究和人才培养倾注了大量的心

救国 ,不惜倾家荡产。 武昌起义一开始 ,华侨就为革

血。另外 ,还有很多华人科学家应聘在中国大学和研
究单位担任名誉教授等职 ,经 常回国讲学、指导工

命踊跃捐款。据当时广东省财政司收支总册报告 ,从
1911年 11月 9日到 1912年 5月底这半年中 ,华侨

作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科研教育事业的进步。

支持 广东 光复 和革 命 政权 的捐 款和 借 款就 共 达

(二 )富有革命传统
华侨大多出身于劳动者 ,现在大多数也属于劳

175. 8万多元。
抗日战争爆发后 ,广大爱国华侨更是发挥了高

动者 ,长期受到殖民主义者和狭隘民族主义者的欺

度的爱国主义热忱 ,积极参加和支持祖国的抗日救

凌。 近代以来 ,由于他们定居国外 ,同国内反动势力

亡运动。他们在海外成立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 ,积极

的联系较少 ,又较多地接受了外国先进思想的影响。
所以华侨在近代史上具有强烈的革命倾向 ,富有光

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竭诚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 ,大力支持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

荣的革命传统。

他们积极筹赈捐款 ,支持国内抗日战争。 从 1937年

华侨为了拯救祖国 ,促进祖国的独立富强 ,曾参
加祖国历次的革命和救亡爱国运动。 首先是积极参

至 1942年共捐了 3. 8亿元 ,有人统计 ,华侨寄回祖
国的抗日汇款 ,占国民党抗战经费的 7 / 8。全民抗战

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成为辛亥

爆发后不久 ,许多爱国华侨青年纷纷回国从军 ,奔赴

革命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孙中山在海外组织革命

抗日战场。

团体时 ,华侨积极参加和坚决支持。 1904年前 ,兴中
会在 南洋各地 成立许多 机构 , 其成员 中华侨 约占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期间 ,广大爱国华侨也表
现出了高度的革命性。首先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

80% 。在这些华侨中 ,资产阶级分子占 48% ,其余有

战、卖国的反动国策。 陈嘉庚于 1946年以南侨总会

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等。 这就反映出当时几点重要
的事实: 华侨是支持兴中会的重要力量 ;华侨资产阶

主席的名义打电报给美国总统杜鲁门 ,强烈反对美
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 ,还主持新加坡华侨促进祖国

级倾向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很大 ; 参加兴中会的华侨 ,

民主和平大会。同年 ,海外华侨还积极声援国统区的

就他们所属的阶层来说 ,是相当广泛的。 1905年孙

抗议美国暴行运动。当蒋介石就任伪总统时 ,许多爱

中山、黄兴、章太炎等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 ,在南洋、
欧洲、美洲设有支部 ,各地华侨勇跃参加并积极进行

国华侨团体都表示强烈的反对。 东南亚和美洲许多
地方的爱国华侨的报馆 ,还积极地进行拥护中国共

革命活动。 “凡有华侨所到之处 ,几莫不有同盟会会

产党和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 ,

[ 5]

员之足迹” 。 所以孙中山说: “华侨是革命之母”。

广大爱国华侨欢欣鼓舞 ,热烈庆祝。

华侨对辛亥革命的另一个巨大贡献就是多次参
加武装起义。 1908年钦廉上思起义的主要力量 ,是

广大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的儿女 ,他们对
祖国的眷念和强烈的爱国之心及革命热情 ,是值得

以华侨为主力的短枪队 200多人。 1911年 4月最壮

人们称颂的。

烈的黄花岗起义 ,华侨不仅直接参加 ,还给予财力、
物力的巨大支持。这次起义组织的 800人敢死队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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