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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title of 

出版說明

本書是一部研究和探討海外華人的出色著作。原書輯錯

了作者王麗武教授自七十年代到九卡年代開發表的短論、演

講諷和論文，共十六篇，按時序排列，首狀集合成書出版。

由於文章各有出處，體例不一，部分稍有標題，部分附有小目，

部分則一氣呵成。這個中譯本，為了保持全書風格一致，亦

為了讓讀者能移更容易瞭解各章中層層速進的論點，編者在

文中加上了標題，並以粗體字標示出重要的語旬，希望此舉

有助讀者欣賞到書中表達的精闢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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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十年前，我在澳洲國立大學時的老同事 Anthony Reid 

把我所寫有關東南亞和華人的文章選輯成集，命名 Com

muni矽 and Nation 出版。此後，我更多集中注意力於華人

本身，有關他們的移民、貿易和文化等等。本書所收的篇

文章中的13篇是在上述 Communi砂 and Nation 一書出版後

寫作的一一實際上在朋友建議我結集這些文字為本書時，其

中 5 篇正在印刷中，有兩篇尚未發表(第14平U15章)。另外在

70年代發表過的3篇(第 6 、 7 和 16章) .其部分內容本應加

以修訂以使之更符合現今情況，但我仍按其原貌輯人，使之

保留作為新近一些論點的背景材料。

過去十年，許多華人從中國大陸、台灣及香港等地移民

外間，同時還有許多其他華商也在作再移民，大部分是從東

南亞移民到北美及澳洲。與二吹大戰之後的前30年話題著重

於對中國的政治過制和l當地華人同化問題不同，這十年的注

意力又囚到華人的商買和企業經營本領方面。此外與此相闋

的華人文化價值和新興的華人移民他國乃至其他大陸的熱潮

也引起人們的注意。作者撰文的目的並非要直接論注所有這

些發展，而是想、作-些歷史的及史學史的描述，以反映作者

個人的專業興趣，而不是要反映當代的潮流趨勢。我期望能

從而誰明，如果我們要真正理解某聾看似是新鮮的事物，必

先盤古而後知今。

王廣武

1990年 9 月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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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民族主義盛行的時代移民這
一全球性普遍現象由於國際上的注意而更加令人囑白。長程

交通工具的改進，與競相設立更為堅牢難越的移民限制之間

產生矛盾，日成為直需探討的全球性課題。很多學者著眼於

全世界範園的移民現象，而移民的共用特徵對於國家、民族、

社會集團以及個人所具有的意義，也更加受到人們的重視。

可以肯定，華人移民的研究由於能略與對其他民族移民研究

的成果進行比照間獲益匪淺。

傑出的東南亞研究學者馬凱 (J. A. C. Mackie) 教授發覺

華人移民社會所處的地位格外引人注意。他發表的若干研究

成果大大地啟發了我們所有從事此研究範闊的人。因此，為

文論述以往二百年闊葉人移民的幾種主要類型，探討其歷史

特徵，以表達我們對他的感激之情，似乎是合適不過的。華

人移民 (Chinese migration) 一詞的含義，在不同時期和對

不同的人而吉，其性質各異。有時看起來也許容易概括地加

以論述，然而拉住卻更容易導故內容白相矛盾的結論。這樣

的結論容易被人誤解，因而顯然無助於對實質問題的理解。

研究華人移民歷史的複雜過程，有助於我們暸解這-古老現

象在近代的表現，因而是有其現實意義的。

4 中國與海外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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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時代，移民i鑫

令人曬盟。長程

約移民限制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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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於國家、民脹、

ËIJ人們的重視。

他民脹移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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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解這一古老現

1λ 華人移民的四大類型

作者不擬對“華人移民"一語作狹義的解說，而是試圖

在廣義上介紹這一課題。廣義來說，“華人移民"本指中國

人為了生活和工作而離開中國本土。至於他們的本來意願是

否要在外閻長期定居抑或還要返回本土，在此暫置不論。針

對我們探討的目的，意顧問題並非主要課題。扼要地說，就

也是在某些時期有很多華人移民在關外定居下來不再回歸本

土，而在另一時期則很少人定居下來。我們需要弄清楚在不

同時期為例會出現不同的現象，也就是說，基盤問素影響移

民的去或留;問時還耍弄清楚移民定居後出現的惜現以及移

民返回故國後出現的情況。對定居的移民而吉，他們本身及

其親族起了甚麼變化，他們身處的移民社牽出現了甚麼變化，

她們和當地其他社擎的關係有何變化，以及不可忽略的，他

們與故鄉的社擎的關像又出現了甚麼變化?

因此，華人移民現象是泛指華人在吳國生活和工作，並且

往往可能在當地定居，而不論其始願是否如此。在這方面我

會排除那些本主主中國的利益而派遣出洋的外交及官方人員，

為特定的短期目的出外的民間人員，以及學生和遊客。不過

上述人員為數甚少，在過去五六百年間“華人移民"應足以

概括大多數離開中國國境的華人。

在此，作者無意於介紹華人移民活動的整個歷史，而僅

僅限於近現代，即自十八世組以來的兩個世紀。在此時期中，

作者將運用歷史學者常用的手段，找出在此長時期各階段中

的各種移民類型。按照作者的觀點，華人移民活動在此二百

年問存在看四種類型。這些移民類型在時間上或其他芳面互

第一章 華人移民類型的歷史剖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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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交叉童畫畫，但很容易分辨出來四種類盟分別是:華商盟、

華工型、華僑型及華裔或再移民型。茲分別探討於後。

1. 1. 1 華商型

華商型 (The Trader Pattern) 是指出關貿易的商人及工

匠(包括礦工及技衛工人) .或那些派遣同夥、代理人、以及

家族成員(包括無手藝特長，只能當學徒或低級助于者)到海

外為其工作的人，這些人在港口、礦山或商業城市設立了經

營業務的基地。若這樣做禮明是成功的，海外的生意或礦產

事業就可相應擴展，因而需要更多的經紀人員或年輕的家族

成員出國星星助;或創立新的商號和礦山，形成網絡，從而也

需要送出更多的經紀人員及家人到聞外協助經營新業務。經

過一二代後，這些以男性為主的移民，往往在當地成家並定

居下來:有時即使這些移民本人不在當地定居，但其在當地

的家眷則留居下來，大多數仍以華人家族的面貌繼續經營生

意。生意越發達，這些家族便越益保持其華人特徵，即使已

經斷絕和中闊的所有聯繫。但有時在受到足略的誘導，或在

巨大的政治壓力之下，這些家庭中的一部分便放棄其華人屬

性 (Chineseness) 而變成當地的名門。但由於其生意上的需

要，這些家族多半不允許所有成員都完全拋棄與華人闊的必

要聯繫，以免妨礙家胺事業的發展。

作者稱以上現象為華商(華人商頁)型移民。這是陳南亞

各地早期移民的主要類盟。其各頃主要特徵，是宋代以來中

國園內的商業、手工業及礦業實踐的引伸。批後還可在雲南、

貴州、廣西和台灣等地看到漢族移居到少數民族之中的類似

現象。{ê.最重要的區別在於這些省區一直在中國王朝統治之

下，所以很少有人對這些移民家庭的華人屬性提出疑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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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這種情況使用

字的本義是暫時居

省而在外暫時居住

鄉的籍貫而不在其

城鎮的商人或匠人

業能傳諸後代，鑑

徽、福建、廣東的

怕長程貿易達幾個

華商型的移民

熟知的有在日本、

洲的客家和在泰國

紀時已成為主流，

1 . , .2 華工型

第二種稱為“主

屬於出賣勞動力者

城鎮貧民，因其大

前並無重要意義。

戲劇性的移民高混雙

重要的是其苦力勞

主要性質則是眾所

聞經濟相連繫，而

北美洲的鐵路建勢

動可以當作是:ìÆl滋

大部分合約勞工會

結束一一在美洲?

世紀20年代)在東)



別是:華商型、

探討於援。

貿易的商人及工

代理人、以及

t級助于者)到海

業城市設立了經

外的生意或礦產

員或年輕的家族

Fi)t網絡，從而也

運營新業務。經

在當地成家並定

居，但其在當地

面貌繼續經營生

人特徵，即使已

移的誘導，或在

便放棄其華人屬

於其生意上的需

東與華人間的必

昆。這是懷南亞

是宋代以來中

;後還可在雲南、

克族之中的類似

卡閻王朝統治之

性提出疑問。實

際上這種情況使用“僑"字來說明是適當不過的。因為“僑"

字的本義是暫時居住，指離開自己的家園、本村、本鄉、本

省而在外暫時屑住，但仍在中國國內。這在指僑居者保持家

鄉的籍貫而不在其僑居當地入輯時尤為恰當。來自同一鄉里

城鎮的商人或匠人往往會保持與原籍的聯繫，使其經營的行

業能傳諸後代，繼續保持興旺發達。在中國圈內，山西、安

傲、福建、廣東的商人是很好的例子，他們以此來支配國內

的長程貿易達幾個世紀之久。

華商型的移民就是上連傳統實踐在海外的延伸。最為人

熟知的有在日本、菲律賓及爪哇等地的閩南商人，在西婆羅

洲的客家和在泰國的潮州人等。這種類型的移民早在十八世

紀時已成為主流，直到1850年以前是唯一重要的移民類型。

1 .1 .2 華工製

第二種稱為“華工.. (中國苦力)型 (The Coolie Pattern). 

屬於出賣勞動力者，通常為農民，是農村無土地的勞動者及

城鎮貧民，圓其大量移居海外而得名τ/ 這種情況在1850年以

前並無重要意義。當北美和澳洲出現淘金熱時，曾有過極富

戲劇性的移民高潮，但此類活動並未形成定居的模式。更為

重要的是其苦力勞工的現象。筒中形式雖有多種多樣，但其

主要性質則是眾所周知的。這種移民現象在某一時期與種植

園經濟相連繫，而另一時期則與 E業化的起步相連繫，其中

北美洲的鐵路建第尤為著稱。縛的說來，這種類彗星的移民活

動可以當作是過渡性的，其過渡性質表現在當合的期滿後，

大部分合約勞工會i是個中圈，也表現在這種移民活動很快就

結束一一在美洲大約在十九世紀末結束，而不久之後(到本

世紀20年代)在東南亞也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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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華工型仍舊是歷史上特另才是在亞洲以外，在

美洲或澳洲大陸這些歐洲人蘊民的國家中一種重要的華人移

民類型。雖說這種類盟的移民活動在東南亞也出現過，並且

在蘇門答臘和馬來半島某些地區還頗為盛行，但從未居於主

導地位，與華商型移民在當地的活動比較，多半還是居於吹

要地位。

1 . 1 .3 華僑型

第三種稱為華僑(僑居華人)型 (The Sojourner 

Pattern)。“華僑"一祠的定義迄今仍有爭議，豆亟需加以解

說澄清。這個名詞典“華商"、“華工"不間，因為它不反映

移民的職業身分，而是泛指所有的海外華人。而且，自十九

世紀末開始使用這一名詞以後，它就具備7政治的、法律的，

以至意識形態的內涵。“華僑"一詞不僅指所有以前公認為“華

窩"及“華工"的移民，而且還包括教師、記者，以及其他

以播揚中國文化，但進對中國的認識為己任的人。

使用“華僑"一詞從語吉方便的魚度來說是很容易理解

的，在此之前，對海外中國移民的稱呼名目繁多，如華商、

華工、華人、擎民，還有聞廣人、閩粵人以及唐人(福建、

廣東出來的人習慣自稱“唐人")，但無一能準確概括所有居

住在外國的中國人。這些人日益感到中國的衰弱而切盼中國

開放門戶，通過與西方的交往來尋求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他

們很快認識到需要中國的保護和幫助，而中國則需要他們的

經驗一一就東南亞而言，貝IJ 中國還需要移民的財富和專業知

識，以及他們對投資於中國本土的現代工商業的興趣。因此，

選用一個能概括全部旅居外國的華人，立主表達出暫居國外而

又具有官方保障的中國公民身分的名詞，是合乎當時的需要

8 中國與海外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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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但另一方面，

清王朝和後來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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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存在模糊不清之J

民在服從當地告律

外間合民身分的某f

上服從中國法律?

但華僑型的最:

要是由民族主義決;

而更為突出。最初三

初中國共產黨兩黨{

的移民政策，將筆}

中國政府可以通過，

唯一類型。

當中民族主義t

論他居於何處，都』

而且必須給予適當t

必須提高他們的自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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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以外，在

種重要的華人移

也出現過，並且

但從未居於主

多半還是居於吹

(The Sojourner 

議，重需加以解

因為它不反映

。而且， 自十九

玫泊的、法律的，

言以前公認為“筆

記者，以及其他

的人。

說是很容易理解

繁多，如華商、

(及唐人(福建、

準確概括所有居

衰弱而切盼中國

圓的現代化。他

國則需要他們的

指財富和專業知

寵的興趣。因此，

達出暫居國外而

合乎當時的需要

的。

但另一方面，這種移民類型自有其形成的過程。它是由

清王朝和後來的民國政府的行動而賦予以政治、法律及意識

形態內容，其一後又由據中山的革命運動及他的埠臨者在1928

年所建立的南京政權推向高婆。

首先，在政治上宣稱華僑均應效忠中國和滿清皇帝，從

而否定了英盟和荷蘭在其所屬瘟民地上對受其管轄的華人提

出的應效忠於英、荷政府的要求。不過這也是清廷為防止不

忠和造反而進行干預的方法，以阻止外國政府庇護如康有罵、

釀中山之類的逃犯和叛逆者。法律的手段是通過駐外領使館

對在海外所有的僑民予以保護，但在對此類華人施用法律上

卻存在模糊不清之處:例如處於中國政權所不及的地區的僑

民在服從當地法律方間，究竟應當達到何種程度?又當具有

外國公民身分的某些華僑若回到中國內地時，應在何種程度

上服從中盟法律?

但華僑型的最重要特點叮能還在於意識形態方面。這主

要是由民族主義決定的，但也因與中國革命運動有緊密關聯

而更為突出。最初是孫中山的革命信仰，其後為中國國民黨

和中國共產黨兩黨的各種政見。在此方式下形成一種有意識

，的移民政策，將蓋在商和華工歸{并到這統一的類型之中，成為

中國政府可以通過它來保護中關移民主主干預海外華人事務的

唯-類型。

當中民族主義的原則是昭然若揭的。所有的中關人，不

論他居於何處，都屬於中華民攘的一部分。他們需要保護，

而且必須給予適當的保護。中間人首先要效忠於中國。因此

必須提高他們的自覺性，必要時要對他們隨以政治教育，以

確保政治上的忠誠。而華商或華工等移民類型就不足以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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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目標了。這些移民類單必須輔以官員、教師、新聞記者、

黨務工作者，以及受過廣泛的中國教育的知識分子進行下述

工作:對於由當地或西方教育培育出來的華人加以華化的再

教育;對要求使其當地子孫保持中國籍貫的人加以支持;以

及積極作為海外華僑與中聞之間直接而牢固的聯繫。然而隨

之也產生了新的問題，即在國內的革命運動分化為左右翼之

後，海外華僑也牽人了中國內戰的某一方面。這種攝勢在中

日戰爭中表現得最為強烈，大多數華僑由此激發了澎碎的愛

國熱潮。這種經歷的影響甚至在1945年大戰結束後仍至少持

續了近十年之久。

這種包括華商、華工以及有教養的專業人士移民在內的

華僑型，僅僅是在的00年以後續發展起來的，但很快在1911

年以後，在情感上就達封了很高的水平。這種類型儘管受到

海外華人的數量及所擁有財富的影響，但它和其他兩種移民

類型主要不同之處是屬性問題，特別是集中在所有海外華人

的華人屬性的問題上。為此，這種類型具有一項重要內容，

即賞現以華語進行教育和支持鼓勵海外華人為此種教育權利

與當地政府抗爭，不論它是瘟民地政權還是一當地的民接主義

政權。直到二十世組五十年代，這是居於主導地位的華人移

民類型，它的某些特質甚至延續至今。

1 . 1 .4 華裔或再移民型

第四種稱之聶華裔型 (The Descent or Re-migrant 

Pattern)。這主要是-種嶄新的現象。華裔是其有中國血統

的外國人。他們大部分在外國出生，但也但括了少數出牛一於

中國、台灣或香港的人，已取得外國公民資格。嚴格說來，

他們並非暫居梅外的華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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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新聞記者、

!識分子進行下述

三人加以華化的再

i人加以支持:以

l的聯繫。然而隨

j分化為左右翼之

i。這種趨勢在中

;激發了澎酵的愛

i結束後仍至少持

E人士移民在內的

J.但很快在1911

i種類型值管受到

?和其他兩種移民

1在所有海外華人

f一項重要內容，

、為此種教育權利

t當地的民族主義

:導地位的華人移

lt or Re-migrant 

J是具有中問血統

L括了少數出生於

t格。嚴格說來，

於此作者強調一點，即此處所稱華裔型的移民並非指前

述幾種類型的移民中許多最終加人外國籍成瑪外閻公民的那

些人。前述的華商、華工、華僑顛型的移民中，都產生出這

種人外籍或在外盟出生的華人。本節所指的是最近的發展，

即華聶從一個外閣移居或再移居到另一件間的移民活動。明

顯的例子如近三四十年中，東南亞華裔移民到西歐(荷、英、

法)、北美和澳大利西亞(主要包括澳洲、紐西蘭等島嶼).

特別是自五十年代以來，在某些東南亞聞家中華商感到受排

斥而產生的移民。他們人數雖不多，但已形成另一種值得注

意的新穎的華人移民類型。

這當然不是一種全新的發展，外籍的華街人自十九世紀

中葉以來一直存在，有的家庭已幾代人籍外國，但依稀分辨

得出是華人家底。甚至其中有的巴從他們原來人籍關家再度

移民到第三圈，定居下來並再取得新的國籍。值得注意的是，

這種一再移民是君更有助於保持他們的民脹認同意識。有些

事例顯示，這種第二故或第三吹移民，當中不乏是頭T一要拉

不是那麼歧視華人的環境，好使他們能培育下一代作為中華

民族的一分子而成長起來。當華僑型流行的時期，我們知道

有不少馬來西亞的喜喜 (Baba) 或印尼的土生華人 (Perana

kan) 尋求再度華化。如今華僑型正值無聲無息，最多也只

能處於低潮的情況下，是否這種經歷過兩度或三度移民的新

的華裔類盟，會使得再度差事化維持一一段較長的時期，這很難

作出定論。另一狀並且可能是迷失方向的移動，往往會減輕

其對原居外闊的依附，因而有可能對祖籍淵源重新發生興趣。

當然，也可能起著相反的作用。這些經受了兩吹身分變化的

新一代人，也許會完全放棄尋求與其祖籍國家再重建聯繫的

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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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另外一點值得一提，即I此種華裔型的移民，主要為

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士，較別的華人更屬於國際化的移民。

其中很多人是醫生、工程師、科學家、經濟學家、律師、會

計師、教育工作者、行政人員，以及工商業行政人員。由於

受到良好的專業訓練，他們四處流動，而且思想開放。他們

只要在不安岐視的環壤下，就可以安心定居下來，尤其是在

由移民構成主體的現代化國家囊。閣成，當一個正進行現代

化的中盟需要他們的技能峙，這也可能成為敵起他們重新接

觸其祖籍國家之因素。對於華裔型移民而盲，這些問題尚未

可過早下斷語，但是他們這一類型是頗值得密切注意的。

以上所述將移民活動割分為四種類學並大致按其發生的

年代加以排列;華商盟是最古老及最基本的:華工單增加了

移民數量，但僅僅產生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紀二十

年代，是過渡性的。華僑型囊括全體，對海外華人生活的各

個方面均有著保護和干涉的作用，但主要存在於二十世紀的

上半葉，直到五十年代;而華商型則是最新近的移民類型，

目前尚在發展之中。大家會注意到，我以華商型作為基本的

移民方式，並且未劃定其出現的時限。如果我們對歷史資料

進行仔細考諱--定能證明在移民活動盛行的地區，尤其是

東南亞，這種類型的移民活動始終佔主導地位。草工移民在

歐洲移民聚居的國家定居的現象是一個例外，而且僅存在於

一段短暫時期。主要是由於中美關係的重要性，使此種移民

現象受到極大的住意。和在亞洲的華商型移民活動相比，華

工型在華人移民歷史上實際地位仍屬坎耍。十九世紀末，華

工型的移民在英美社會中巳經消失，只在東南亞地區延續 r

二十年。在美洲和澳大利亞，缺少強而有力的華南移民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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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華人社會長期

然而，華商移

原因是1900年以後

起。華僑型對傳統

式:這種類型最優

傳輸給所有的海外

但它也部分地重新

華甫的地位。它重

財富的觀念。華商

而是被看成僅是維

和那些作為社會和

已。可以理解，革

業，並教育華商要

是在新加坡和馬來

里的華人無產者. 1. 

部存在看過分強調

上半葉各類華人企

{賀。

目前似已辛苦清

位之後，來自中國

以華商之類型繼續

育和自豪的影響很

民的成功，以及此

之影響。另一種情

家政府，強烈偏向

移民，但這-點絕

定基礎的實際貢獻



的移民，主要為

台國際化的移民。

學家、律師、會

行政人員。由於

I拉克里開放。他們

下來，尤其是在

一個正進行現代

激起他們重新接

，這些問題尚未

密切注意的。

大致按其發生的

華工型增加了

至二十世紀二十

外華人生活的各

在於二十世紀的

近的移民類型，

這型作為基本的

災們對歷史資料

內地區，尤其是

泣。華工移民在

而且僅存在於

性，使此種移民

毛活動相比，華

卜九世紀末，華

訶亞地區延續了

約華商移民是那

裹的華人社會長期軟弱無力、難以維持的主要原因。

然而，華商移民這個基本類型其面貌部臼漸變得模糊，

原因是1900年以後以政治力量作後盾會立場鮮明的華僑型興

起。華僑型對傳統的華商類型所起的作用至少表現為兩種方

式:這種類型最優先考慮的是愛國主義，和將民族主義觀念

傳輸給所有的海外華人。儘管i車種民族主義觀本身是現代的，

但它也部分地重新恢復了民族傳統的輕商觀念，從|而貶低了

華商的地位。它重新樹立了政治倍仰和品德軍於商業成就和

財富的觀念。華商不再被看成是促進變革和現代化的力量，

而是被看成僅是維新和革命事業的可貴資助者，是現代學校

和那些作為社會和政治改革先鋒的政治組織的財政支持者而

已。可以理解，革命黨人支持華人移民中城市貧民的正義事

業，並教育華商要諒誡他們的社會和愛國責任。這樣，尤其

是在新加坡和馬來亞等環境比較特殊的地方，人們只注意那

里的華人無處者，部忽視了華商型移民的一貫重要性。反之，

均存在著過分強調愛國捐獻和學習中文，不惜以犧牲本世紀

上半葉各類華人企業家辛苦建立起來的強大經濟基礎為代

{賞。

臼前{以日看情，當華僑型在本世紀五十年代失去主導地

位之後，來自中間大陸、台灣、香港的華人移民活動，仍是

以華商之類型繼續 F去。即使出現了受到華僑型愛國主義教

育和自豪的影響很大的華商新類型，他們仍然深受華南型移

民的成功，以及此種成功給予海外每一華人後裔的堅強信心

之影響。另一種情況是，外國政府，最顯著的如各東南亞國

家政府，強烈偏向接受華商型而不歡迎具有進取性的華僑型

移民，但i喜一點絕無損於華人企業家為海外各地華人社會奠

定基體的實際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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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只能作出這樣的結論，即以上述四種移民類型

而育，僅按年代來劃分是不完整的，正確的表述應如下:

不論今苦，華南移民都是華人移民活動的基本類型。在

某一段時期，華工盟的移民起了加強作用(特別在移民數量

上)。在近五十年來，在華僑型的影響下發生了質的改變，

但仍繼續發展，立主對華僑型的經濟基礎作出貢獻，也得以受

益。目前，正由於華商的議發強大，華僑型在很多地方日成

為華商型的附庸。華商型文再大行其道，只要有中華人民共

和國和台灣的合民以及持有香港身分證件的人居留在中國以

外的地方，華僑型移民就會繼續存在，個部風光不再了。

至於新近出現的華爾型移民，本是悠久的華人移民歷史

的創產品，立宣受到前此所有三種移民類聾的影響。這就是說，

由於以前各種移民取得的成就，使一批在商業上和專業方面

具備條件的華人，更易於自由地再移民到更合心意的新環境

中去。然間在將來，華裔移民活動還要繼續依仗基本的華商

型移民，作者更大膽預盲，除特別情況外，未來的華人移民

活動，的將以華商型，為基礎，輔以新的華裔型，以及某些殘

存的華僑型特徵來表現其整個形式。

1. 2 研究華人移民史的新方向

本章第二部分將探討今後利用上述四種移民類型來研究

華人移民史的方向問題。由於當中有許多可能途徑，不可盡

數概括，因此這襄只能論及其中幾個關鏈之處。

第一點上文已經涉及，是個一般性的問題，即東南亞的

華人移民與美洲及澳大利亞的華人移民，儘管表面相似，實

際上兩者有深刻的區別。這是一個需要保人組緻去研究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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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主四種移民類型

告表述應如下:

弱的基本類型。在

(特別在移民數量

寄生了質的改變，

H貢獻，也得以受

迪在很多地方已成

主要有中華人民共

9人居留在中國以

羽風光不再了。

久的華人移民歷史

j影響。這就是說，

寄業上和專業方面

巨合心意的新環境

貿依仗基本的華商

未來的華人移民

萄型，以及某些殘

華移民類型來研究

可能途徑，不可盡

三虛。

句題，即東南亞的

盡管表面相似，實

久細緻去研究的課

題，在此只能作簡要的介紹。尋找區別的一個錢索是在東南

亞，從早年開始迄至今日一直以華商型的移民為主導，而在

美洲、澳大利亞的情況則相反，早期以華工型的移民為其特

點。華工移民數目龐大，引起與所在地麗的勞工階級發生公

開的衝突。這種現象又反過來導致某些人宣稱他們的就業機

會受到威脅，提倡嚴格的移民限制。大部分華工因而要折返

中摺或轉移他地，那些留居在原地的，則轉而經商，以華商

身分國存。但他們必須從底層小商販幹起，而且受到原是針

對華工的移民法律之限制，這些法律妨害了他們擴大與中國

做生意的機會。

正是二十世純的華僑型移民挽敬了在其制摺眾的華人社

會(在澳大利亞情況則投那麼顯著)。基於民接尊嚴和官方保

護的華僑型移民得到細小、貧困、掙扎闢存和備受迫害的華

人社會(以華工為主)熱情的響應。伴之而來的，是認識到他

們受到較好教宵的下一代，能略作為愛圓華僑直接幫助中闋

的現代化。因此，新的華僑型對於這些華人移民來說有如天

賜。這使他們得到了尊嚴和政治目標，而不管是贊成康有為、

舔中山，還是北京的民國政府。尤其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

留學生從中國來到美國學習，當地的華人能看到他們自己可

以成為新中國仰仗的新一代現代知識分子，華人的地位於是

更形體圈。無悍乎草工移民的數代後裔，仍願意自稱為華僑，

而華僑這一稱呼，直到今天仍然是榮譽的象徵。

與此相反，華僑型在東南亞並非如悶在北美那車罵人熱

心受落。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有待我們再進一步研究。對於東

南亞，絕大多數中文文獻都顯示，那里的華僑型移民與其純

地區的並無區別，但西方蘊民地時代的資料以及其他當地資

料則往往表明，即使在同一地區也存在明顯的區別。這些區

第一章華人移民類型的歷史剖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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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否僅是所探取的觀點不同的結果，還是由於當地政策的

不一致?抑或由於該地區中各個華人定居地實際有所不同?

我想、指出一個產生差別的因素，即華商型移民的長久歷

史，和這久遠歷史對華窩，特別是當中的成功者或具有成功

勢頭、地位上升的華商，與該地區的種民地當局或地區當局

以及本地居民之間的關係有何影響。草工型移民往往造就出

孤立的華人聚居盟，而華商貝IJ積極和官方搞好關係以得到最

大的相互利益。因此，新的華僑型移民，高舉民族主義，賦

予華工移民以目標和自尊，會對那些業已和當地掌權者建立

了徽妙、和有利關保的華商的利益造成負面影響。

我不是想詩大這種差別。一般說來，華商型與包括專業

人員和其他知識分子在內的華僑類型並不衝突。問題在於激

進的革命黨人把中關政治帶入當地，立主引起華人和地區當局

之間的衝突 往往正是華商移民倚仗取得成就的那些官

員。其結果是某些華商領袖避開華僑的名分，並且在行動中

支持比較穩偉、具有更深厚基礎的華商型，那是他們所能略

節制而且也為當地官方所接受的。

東南亞地區和北美地區對華僑型移民的不同反應在二吹

大戰後更加顯著。我們應進一步對此等反應分別研究，以利

於瞭解其區別。近四十年來中國、台障和香港所發生的情況

變化，對華僑概念的影響，尤其位得注意。-方面，各個東

南亞新國家都不再接受任何種類的華人移民:而另一方面，

美國對台灣來的留學生開放門戶，並進而放寬對中國移民的

限額。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繼續支持的華僑型，仍然是可以

接受的:但更加重要的是，英語美洲地區無所不在的華商的

影響日益增加。華人新移民活動的重點完全從東南亞地區移

向美洲和澳洲，以至部分的西敵國家。但現在又出現了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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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於當地政策的

且實際有所不同?

百盟移民的長久撞

見功者或具有成功

色當局或地區當局

主移民往往造就出

這好關億以得到最

可舉民族主義，賦

口當地掌權者建立

主響。

E商型與包括專業

首突。問題在於激

亞華人和地區當局

:得成就的那些官

扒並且在行動中

那是他們所能略

立不同反應在二狀

E分另IJ研究，以利

卡港所發生的情況

-13面，各個東

己;而另一方面，

t寬對中盟移民的

主型，仍然是可以

正所不在的華商的

生能東南草地區移

主在又出現7一種

新的移民類型一一再移民，即第止1次或第三次的華商移民。

例如:華商最i在從巴布亞新龍內亞和東帝汶再移民到澳洲;

從毛里求斯再移民到加拿大;從馬來西亞再移民到英國和澳

洲，從菲律賓、泰國和南韓再移民到美國，等等。

我已概述了東南亞與北美地區華人移民活動間的區別，

足以表明對此問題值得作新的比較研究，而此類研究一定能

引人人勝。現在作者再提出另外兩種有突出意義的範圓: 一

種是移民海外人數最多，其中不少人又返回來落葉歸根的中

國本土地區:另一種是在近兩個世紀以來接受中國移民最多

的海外地臣。關於這兩顛地盔，近數十年來日作了許多有價

值的研究，很多學術性文章都論及在具有積極主動性和干預

作用的華僑移民類型出現以來，政策方面和後果方面所產生

的變遷。但對華商移民和華工移民兩種類型之間的區別及兩

者與華僑型闊的區別，則似乎注意不略。

在中國，有一點極應引起我們注意，即華商型的移民投

非僅出自南方的廣東、福建、廣西各省。許多其恤省份如斯

江、安徽、江蘇、山東、湖北、雲南以及許多大商埠如上海、

天津甚至北京，也有華商移民去日本、朝鮮、東南亞甚至回

去印度，並有少數遠遠歐洲。有待繼續研究的是對佑主導地

位的南方三省華商移民與其他各地華商移民的不同經驗進行

車仔細深入的考查。例如，這些不同經驗是否都支持這種觀

點，認為在移民活動中只有一種基本的東商型。其狀如，從

南方諸省出外的移民是否比從北方也外的移民較易於(或更

難於)在海外定居。另外，如果南方和北方出外又回歸的蓋在

商移民數目上比例懸殊，其原因安在?等等。

這些問題存在著空間的差別，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或某

些大擎的發生，這些差別可能變化，也可能縮小。 如l十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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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的大規模草工移民或二十世紀中積極的華僑政策之演變，

就使差別變得小些了。又例如我們想瞭解大量來自廣東其坎

貝目來臨福建的華工移民海外，究竟是否使遺南省的經濟產生

7永久性的變化?大部分勞工只是短期受{炭，隨即返回中國

一一一這類活動起了甚麼作用?其中又有許多人在一吹合約期

滿後再坎簽約出國一一可能去到另一塊地方，形成流動的勞

動力。如果是這樣，則這些人最終回到中國，可能並未對中

國本身的勞務市場產生不利的影響。

另一個值得研討的問題是蝶索究竟各省對華僑型移民作

{可理解。迄今許多研究內容主要只針對中央政權或國民黨的

政策，而很少涉及這些新政策對移民本人與其在各省的家眷

之實際關係有過甚麼影響。從一方面看，可以認為新的華僑

型移民使諸如陳嘉使這樣的人從一個僅僅關懷家鄉的華商變

成一位受到全國敬仰的著名華僑。這也就改變了陳氏對閩南

及中國歷屆政府所作貢獻的性質。從另一芳面看，多數華商

也許仍僅安於維持對其本鄉本縣的慈善事業接觸或產業投

資。為甚麼陳嘉廣及少數類似人物能行其所是而大多數的海

外華人部安於僅僅維持其傳統的鄉土聯繫?這樣的問題應當

是重要的研究課題，甚至對今天也是很有意義的。

華僑型在本世紀引起了許多尚未得到解答的問題，因為

它遠比單純涉及官方保護和干預的類型複雜得多。從一開始

它就具布多種用意。它保護已移居海外的華商和華工:也鼓

勵他們回國為國家建設而效力或為革命奮門。同時它又援助

教師及新聞工作有出圈，在海外華人中生活，從而保誼華人

能繼續愛護及效忠棍圈。此外，它還歡jfQ華僑的後裔凹到中

國學習，以便將來為國服務。新政策批判了華僑間基於宗族、

方盲，或同鄉間縣、等一關係所形成的現方主義及由此造成的不

1 日 中國與海外華人

• 

團結現象，並鼓勵一

不過這些牢固的假

族主義之主要因穿

上和革命方式上仿

人物間的派系鬥爭

外都發生了甚麼室主

爪哇的一些閩南擎

踩繭，繼而發覺這j

隨後這批部隊又被

黨的北伐大萃，這

久部發現率領駐防

匪踩繭該村的土匪

的混亂。而且像上

在廣東、廣西兩省

外華僑更加心情接

部分華僑定居下來

身，他們的見諒後

算再回到中關來呢

我們非常需要

如果學術界真正重

地位的華僑型，則

說全體華僑都是愛

說法複賺得多，我

此單調。

我認為對於接l

人移民在其政策上

南亞，當地領袖及



重僑政策之演變，

己最來自廣東其次

三肅省的經濟產生

屋，隨即返回中國

主人在一坎合約期

于，形成流動的勞

司，可能並未對中

言對華僑型移民作

是政權或閻民黨的

耳其在各省的家眷

司以認為新的華僑

有權家鄉的華南變

文變了陳氏對閩南

Y面看，多數華商

手業接觸或產業技

丹是而大多數的海

這樣的問題應當

:主義的。

拜答的問題，因為

箏，得多。從一開始

~商和華工:也鼓

丐。同時它又援助

舌，從而保龍華人

華僑的後背回到中

華僑間基於宗族、

農及由此造成的不

團結現象，並鼓勵華僑從整個間家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和l行動。

不過這些牢固的同鄉間縣紐帶的重要性，也被認為是新的民

族主義之主要因素。而且，各大政黨間的分歧，在意識形態

上和革命方式上你死我活的敵對門爭，以及中闋的國家領導

人物問的派系門爭都不可能瞞過華僑的耳目。這些情況對海

外都發生了甚麼影響?例如，本世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

爪哇的一些閩南華僑聽到他們的老家鄉村被一批軍閥部隊所

躁醋，繼而發覺這批軍閻部隊原來是從外省開來的一幫強盜;

隨後造批部隊又被當地的一批土匪所推翻E 其後又迎來國民

黨的北伐大軍，這些北伐軍的隊伍中大部分是廣東兵;而不

久部發現率頓駐防當地部隊的長宮，正是一個幾年前帶噴土

匪睬鋪該村的土匪頭目。這些事實當然造成移民思想中幢大

的混亂。而且像上述的擾攘不安情況，在那一、二十年中，

在廣東、廣西兩省同樣發生過。造種形勢的發展，會否使海

外華僑更加心情疾慎，而對中國的進步喪失信心?是否值得

部分華僑定居下來不回祖國J? ill.一步說，即使不是華僑本

身，他們的兒聽接代會否因而對中間政局不滿、失望而不打

算再回到中間來呢?

我們非常需要進行客觀的科學研究，以解答這些疑問。

如果學術界真正重規移民史，特別是在本世紀前半葉佔主導

地位的華僑型，則我們決不能滿足於那種再三彈奏的主摘，

說全體華僑都是愛國的、貧窮的、受剝削的。事實遠比這種

說法複雜得多，我相信深入的研究必定會引人人勝而並非如

此單調。

我認為對於接受華人移民的國家，以及這些問家回應華

人移民在其政策上引起的變化，也同樣是耐人尋味的。在東

南亞，當地頓袖及西方的壇民地政府有時對華商表示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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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華商型移民很可以為人接受。不管怎麼說，直到工業革

命以前，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移民類型。但就世界上其他地區

而盲，販賣非洲奴隸活動的終止，帶來了對來自亞洲的廉價

勞動力之需求，這種勞動力主要來自中國和印度。因此華工

型移民便在一些過去華商不活躍的地區受到歡迎。

關躍在於有些時期，中國移民中的商賈及勞工都極受歡

迎，但其程度均困地而異，而尤其重要的是，華工只在某一

短暫時期內受到歡迎。大量草工之所以能為當地接納，只是

因為預知他們大多數將會折返原地。對於所在國家政府而吉，

最理想的方式是招聘華工從事某項工程，並在一定時期後遣

返。華商則不悶，他們有機會使自己在較長的時期內受到當

地的歡迎，甚至使自己成為當地發展不可或缺的人物。這在

有關政府急於想要實現經濟增長，並認為華人的企業精神對

保誼這種經濟增長很有價值時尤為如此。簡育之，華工型移

民不能持久，荷華商型移民部能自身創造條件，使之持久存

在下去。在實際上如何做到這一點，正是我們應仔細研究的。

對大多數所在地政府而言最不歡迎的當屬華僑型，特別

是它那種積極的民族主義和革命色彰。這些政府根據國際法

不得不承認中國政府對在當地留盾的華人有保護權，但立主非

心甘情願。一然而，華僑型移民並不僅止於此一一民胺主義為

本的教育及民族文化的振興，往往與這種保護俱來，而這去II

是當地政府所不得不加以控制，有時甚至要嚴厲對待的。於

是本來善於經營、勤勞、守法，一直為人們賞識敬仰的華人，

夜這些外國和聽民地政府及當地居民心目中，一變而成為大

國沙文主義者，並被認作可能是中間政府的奸細。當華人數

量較少時，這個問題還不致很嚴重，但如果華人社會人數眾

多，則華僑型移民就會為人所畏懼，並遭受憎惡。這種畏懼

2日 中國與海外華人

• 

憎串的情緒，常常

加油，甚至化為熊

關於華僑的現

和宣傳性報導，通

當時有許多作家和

文字。當前需要有

細心、獨立的研究

台灣和東南-亞盟家

格的歷史學者公開

及澳洲的檔案已經

這樣一來，作

少數學者涉及的重

文化。這是一個較

因此，絕不可對如F

同時，由於迄今此

從較小的華人社區

在璋方面，傳

有關十九世紀商人

地政府的和其他官

及觀察家極為稀少

報導所留下的空白

文化的一些概混與

相連庭。是否真的

職業背景不同而產

或者，主要是來自

當地人和積民者進

而產生的臣則。



i說，直到工業革

A世界上其他地區

「來自亞洲的廉價

i印度。因此草工

|歡迎。

f及勞工都極受歡

華工只在某一

〉當地接納，只是

在國家政府而吉，

:在一定時期後遺

:的時期內受到當

L缺的人物。遠在

2人的企業精神對

i育之，華工型移

E件，使之持久存

們應仔細研究的。

J屬華僑型，特別

2政府根據國際法

「保護權，但並非

;一一民族主義瑪

巴護俱來， 而這主fJ

?嚴厲對待的。於

賞識敬仰的華人，

1 一變而成為大

]奸緝。當華人數

L華人社會人數眾

E憎惡。這種畏懼

憎惡的情緒，常常為原來潛伏辛苦的對華人成就的拓火，火上

加油，甚至化為熊熊烈焰。

關於華僑的現象，有許多來白中國和當地政府的詩張性

和宣傳性報導，通常並不容易分清哪些說法可信，尤其因為

當時有許多作家和記者對這個問題寫下了不少富感情色彩的

文字。當的需要有一些以探索真理為己任的學者，對此進行

細心、獨立的研究。為此目的應對各國政府，特別是中國、

台灣和東南亞國家的政府做大量工作，推動他們向有相當資

格的歷史學者公闊地方的檔案資料。在這方面有幸的是北美

及澳洲的檔案已經開放，為高水平的歷史學研究奠下基礎。

這樣一來，作者就面對一個向來欠缺系統探究並且僅有

少數學者涉及的重要研究領域，廣闊的海外華人社會及華人

文化。這是一個較艱深的研究課題，研究方法也多種多樣，

因此，絕不可對如何進行此項研究持有不切實際的樂觀態度。

伺峙，由於迄今此類研究的品果貧乏，因此，虛心謹慎地先

從較小的華人社臨人手，是實際研可行的做法。

在這方面，傳統的歷史學者會遇到困難，因為很難獲得

有關十九世紀商人和勞工的社會和文化生活文獻。 一些磕民

地政府的和其他官方的報導頗有用處，但當地和華裔作家以

及觀察家極為稀少，所能告訴我們的又不多，很難填補外國

報導所臨下的空白。例如，我們所知有關東南亞華商社會和

文化的一些概況與北美和澳洲國家中有關華工的一些記述大

相連鹿。是否真的存在這樣大的區別?很可能只是由於他們

職業背景不同而產生的區別，也許只是來自貧富不同的差異。

或者，主要是來自當地社會及文化的不間，或來自一方是與

當地人和贖民者進行貿易，而另一方面則是為自種居民工作

而產生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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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人二十世紀，視野擴悶了，官方紀錄較前充實。大多

數國家都出版了數十種報紙。大多數人都可以續書識字，寫

下更多的資料。華僑型的興起，鼓勵了許多華人前所未有的

自覺性曹而對本地出生的華人進行中文教育，增加了來自中

國的中文書籍報刊之讀者，立全推動了當地中文書籍報刊的出

版。迅速增加的華人社會和文化活動，的確給人以一種印象，

即當培華人被引離了西方蘊民者及本地的社會和文化了。但

這是否屬賞。我們應當弄個清楚。如果確實如此，我們也應

弄明白，究竟單單是由於主張民族主義的華僑理移民所埠戚，

抑或是當地或聽民者的歧規政策在排斥華人方面起了主導的

作用。

一般認為，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前，甚至1900年以前，

基本的華商型移民中的確有一部分是鼓勵華人移民與當地人

或白種殖民者自由地打成一片的。但自 1900年以後，來自中

國方面的新政策，鼓勵華僑型，形勢隨之改變，華僑的華人

屬性於是又按照中國原有的文化價值準則來衡量;年輕一代

華人倍受懿勵去上華文學位，而且期望他們盡量使用中國出

版的教科書。這是否成為把華人和其他民族分離開的關鍵因

素7 最有現代的西方價值觀念及當地新興的民族主義和反頭

民主義又起者甚麼作用7 從這個角度來看，華人企業家就被

看成是與歐洲植民當局相互勾結之輩，因而同樣被當她的民

族主義者和反帝國主義者所憎恨。我們也許把當地華人和東

南亞原居民之間的正常貿易關係變化的原因過多地歸之於來

自中國的民族主義新政策。實際上，這些政策不過是中國人

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政策的 種反應一一一種自衛性的反

應，以保護海外華人兔受西方的政策影響而已。同樣，在于k

們接受某種傳統的說法之前，仍需作更多的暸解。

役 中詞與海外華人

• 

這就使我們通

社會和文化狀態。

民類型，將來這種

國籍的華人，他f

根於海外華人的屈

地在遠投有確切鑫

的 B晶晶， Perana 

較。不過這類移位

商型移民的後代，

或者本來就是華λ

種移民類型的複芒

受教育，他們並三草

地區的民族主義之

更多轉而謀求成果

他們為何這份

官而選擇了所在甜

主義，但均沒有商

自己的華人身分居

又值得他們難以選

年來逐漸形成的哥哥

質。我們需要知這

融。假如有部分人

知道，為甚麼他作t

洲人中更為適意。?

在那里，他們和法

對這些問題，

華裔已脫穎而出鎚



較前充實。大多

以讀書識字，寫

華人前所未有的

增加了來自中

文書籍報刊的出

:合人以一種印象曹

會和文化7。但

如此，我們也應

惡型移民所造成，

方面起了主導的

>f至 1900年以前，

人移民與當地人

}年以後習來自中

變，華僑的華人

衡量:年輕一代

l盡量使用中國出

分離開的關鍵因

l民族主義和反殖

華人企業家就被

同樣被當地的民

把當地華人和東

i過多地歸之於來

策不過是中間人

一種臼衛性的反

!已。同樣，在我

IR~解。

這就使我們進而觀察現代的、新一代東南亞華人後裔的

社會和文化狀態。我詣的是當地出生的華裔，以及新的再移

民顯型，將來這種類理可能變得更加重要。大多數具有當地

國籍的華人，他們的社會和文化作為整體而苔，自然深謀植

根於海外華人的歷史之中。這些社會文化可以與當東南亞各

地在遠投有確切割定國家邊界的年代時便從一地移居另一地

的 Babas ， Peranakans 以及 Lukchins 的社會和文化進行比

較。不過這類移民確有所不間，因為這種移民不僅是早期華

商型移民的後代，而且是經歷了後來的華工型和華僑型移民，

或者本來就是華人勞工或愛國華僑的子諒。有些實際上是三

種移民類型的複合產物。加上在現代或西方的都市環境中接

受教育他們並禾同化於當地的價值觀念，甚至未受到所住

地區的民族主義之薰陶。也許因為他們上一代是華僑，因而

更多轉而謀求成為具有高度謀生技能的環球現代專業人士。

他們為何這樣做?他們熟習華僑盟移民， 1.旦毅然放棄了

它而選擇了所在姆國家的閻籍。他們經歷了入錯間的新民族

主義，但部沒有歸屬感。他們常常由於西化的程度很謀而對

自己的華人身分感到不自在，但是本身仍然很強的擎人氣質

又值得他們難以適應華人屬性所鹿的不利環境。這是近三十

一年來逐漸形成的新現象。我們需要瞭解他們的社會和文化性

質。技們需要知道為甚磨他們不能與當時當地的身分水乳交

融。假如有部分人己成為文化上的歐亞混血人，我們也需要

知道，為甚麼他們覺得在西方人中做個歐亞混血人要比在亞

洲人中更為適意。也許他們正是在尋找一處較能容人的地方，

在那里，他們和家眷能移安然維持其華人的氣質。

對這些問題，需要由社會史學者和文化史學者來研究。

華裔巳脫穎而出地成為一個受人承認的集團，他們這種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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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顛盟，已經具有自己的歷史。不過，自前還難肯定這種

類型是否屬於過渡性質。 i直就是說，他們是否可能確實是由

化了的華僑，他們不願意回到中閣. {但旦主卸甘願意到另外不反對

這 類葷僑的閻家中仍舊保持其萃f僑胥身分。由於這是一段

的歷史'真相尚未完全被露，只有仔細查考他們在轉變過程

中的社會及文化價值觀，問題才有希望得到解答。

現在已很明顯，上述各問題並設有簡單的答案。作者的

一些意見只是本諸拋磚引玉的精神而提出的。我所提供的軍

只是個種移民類型的框架，以便在這個框架中探索更多的問

題。當然，我們必須提防過分呆板地利用這種框架，因此不

應忘記:

1 草工型移民已成過去，恐不會再回頭了(新興的華裔

越南難民看起來頗似苦力勞工，但實質上更近似新的再移民

類型);

2 華僑移民類型仍然存在，他巴日漸式傲。

3 華裔再移民是一種新的類型，但其未來發展尚難論定。

4 只有基本的華商移民類型依然保留一一這是從古到今

華人移民的基礎，在歷史長河中，始終是人們加以研究整理

並獨具韌性的移民類型。

作為本章之總結，我願再提出，吾人應研究:華工型在

移民史上的貢獻;華僑型的強大實力和影響來白何處，為何

衰減得如此之快; :H 白兩種不同文化教育的華裔型是如何族

生的，是否有發展的前景?但除非我們真正理解力量強大而

堅如臀石的華商鹽，否則便無法將華人移民的完整歷史呈獻

於 Hf: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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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主之主要論點最先

移民國際學衛會議I

Mackie) 對作為企業主

謹以之獻給他。



|前還難肯定這種

t否可能確實是西

1意到另外不反對

由於這是一段活

;恤們在轉變過程

甘解答。

1的答案。作者的

3。我所提供的，

主中探索更多的問

三種框架， 因此不

頂了(新興的華裔

~j別以新的再移民

〈傲。

來發展尚難論定。

這是從古到今

、們加以研究整理

E研究:華工型在

手來自何處，為何

U華商型是如何產

三理解力量強大而

己的完整歷史呈獻

@本章之主要論點最先於1984年 12月 14-16 日在香港大學召開的一次華人

移民國際學衛會主義上的重點發言中提出。後因馬凱教授 (Professor

Mackie) 對作為企業家的東南亞華人頗為重視，我對該文進行了修訂並

謹以之獻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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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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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文歷史著作中的東南亞華僑

• 



本世紀中有關東南亞華僑問題的學衛
著作迅速增多，分析這些論注的傾向立t對其結果進行某些歷

史剖析，將是很有神益的。這其中包括早期中國盟內的中文

著作和各地區磕民政府官員的著作:繼而出現東南亞華人以

中文或當地語吉或瘟民地國家語吉所寫的著作:近年來到j又

出現許多受過社會科學專門都練的學者(其中包括當地華裔

或非華裔學者)的著作。目前這許多歷史著作正待學街界作

一全面性的綜合研究，希望這種研究工作能很快實現。本章

只是 4個初步的提綱，而且看重於中文著作，尤其是有助於

揭示華人社會的歷史和有關歷史寫作本身的重大轉折的那些

歷史著作。

作者看力於研究中文辛苦作，因為這些著作是寫給那些易

於識別的讀者對象看的，儘管這些著作在不同時期反映了不

同的利害關係，包括不同的政治立場，然而是學、體上仍反映了

某些 致的目標，即意在於影響國內中國讀者以及在東南直

受教育的華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這些著作多三十三在中

聞出版。到 1949年以後，更多這顯著作在台灣和香港以及附

近地區，主要是雅加達、新加坡、馬尼拉等地出版。在中國，

1955年以後的十年間出版了 4些有關這方面的歷史研究著

作，但其後直到 1979年，去fJ 中斷了約卜五年。只是到了近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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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繞有廈門大學的

所@再改重新注重

著作的讀者對象遼

其變化之大，足以

值得加以注意。下

的背景輪廓，吹雨

中的一些重要問題

2λ 7945年前

東南亞華人社

洲人東來，出投於

不僅為越來越多的

人活動的挑戰。這

種著作之中。在十

文著作中，甚少提

元960-1276) 末年 i

關於十五世紀鄭本

口岸情況的記載也

例如十仁1世紀初張

十八世紀時清人歸

作 F出色的貢獻。

人社會規模亦較小

作只不過是中國所

東南亞華人的論事

九世紀中已陸續有

幾乎聽個清代仍然



華僑問題的學術

;結果進行某些歷

i中國圈內的中文

i現東南亞華人以

:作;近年來則又

中包括當地華裔

作正待學衛界作

:很快實現。本叢

尤其是有助於

1重大轉折的那些

一作是寫給那些易

;同時期反映了不

i總體上仍反映了

1者以及在東南亞

:些著作多半在中

.灣和宗主港以及附

地出版。在中國，

面的歷史研究著

只是到了近兩

年續有廈門大學的南洋研究所和中山大學的東南亞歷史研究

所@再改重新注重這項研究。從出版中心的數目來看p 這類

辛苦作的讀者對象遠非一致或間定的。反之讀者對象部有變化，

其變化之大，足以使這些著作內容的重點也有所變化，對此

值得加以注意。下面將先述及二狀世界大戰前這些歷史寫作

的背景輪廓，故而論及二吹大戰後的趨向，以及華僑史研究

中的一些重要問題。

2λ 7945年前的中文歷史著作

東南亞華人社會的成長，有數個歷史上的里程時，而歐

洲人東來，出投於中國沿悔顯然標誌著 A些新階段的開始:

不僅為越來越多的華人商賀帶來新的機遇和任務，也是對華

人活動的挑戰。車些變遷在相當程度上反映於涉及華人的各

種著作之中。在十七世紀以前，一些零散的關於東南亞的中

文著作中，甚少提到華人商質和海員的活動，其實臼宋代(公

元960-1276) 末年以麓，這些活動已顯得日益重要。到了明代，

關於十五世紀鄭和遠征的若干著一作，對東南亞及印度洋各個

口岸情況的記載也大有改進。其中關於1表入社會已多有述及，

例如十七世紀初張雙所作的《東西洋考》記述尤為詳盡。又如

十八世紀時清人陳倫炯所作(海國間兒歸》對該時代的歷史也

作了出色的貢獻。但一則由於當時海外華人為數尚少，各華

人社會規模亦較小，一則又由於明朝實施海禁，因此這些著

作只不過是中國所關注的海外國家的記述，而不能辛苦成有關

東南亞華人的論著。@值管西方著作清楚地說明在十八、十

九世紀中巳陸續有大量華人移居海外，但直到卡九世紀晚期，

幾乎整個清代仍然缺少有關遠方面的著作。的確，在十九t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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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中葉，某些西方瘟民地官員對東南亞諸多華人社會所瞭解

的情況，已遠勝清朝的官吏。例如 1879年出版的 J. D. 

Vaughan 的著作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79) (澳忠、: <海峽磕民

地華人的風俗習慣})中記載的一處海外華人社會的情況，遠

詳於前此的任何中文著作。

十九世紀中葉，東南亞各地的政府開始察覺到當地華人

社會的壯大、他們的財富和潛在勢力，以及某種不正常的狀

態，這種狀態在不久以後引發了所謂“華人問題"。這種警

覺導致中國對海外華人的態度起了質的變化，並出現了一批

不同於以前的關於海外華人的中文歷史著作。值得注意的是，

中國最後認識到必須廢除某些過時的法律。 1893年(清光緒

十九年)禁止人民赴海外的法令終於廢除。這項禁令曾幾經

修改，且屢遭嶼視，早已形同虛設，現在則連清廷也認為荒

唐可笑。不過開禁的決定實質上並不那麼韋耍，因為這不過

是個官樣文章而目。對華人社會更為重要的，大概要數從檳

榔嶼到新加坡等地正式建立殖民地的那個年代(1786-1819

年)。這些是華人受到積極歡迎並很快取得社會和經濟主導

地位的第一批瘟民地。也有人持這樣的論點，認為英國人衝

閩中闊的大門，尤其是1842年在香港建立瘟民地以後的年代

更為重要。我雖不反對這種說法，但仍傾向於主張:隨香港

興起之後的新移民、浪潮，實質上是從十八世紀末開始發展的

移民活動，到此時期正好達到高還是而已。

但就有關華人移民的著述而盲，則十八世紀後期的變化

並非重要，因為這雖導致更多地提及海外華人的數目，但並

未導致這些寫作本身出現性質上的改變。一直等到這些著作

所積累的分壘，足以引致中國國內對海外華人的態度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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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烈的變化，並最1

然接這顯著挂的性5

九世紀末也就是18!

先在早期派往海外j

中帶特別在郭富聽

記事和賽議開始向1

的環攬中掙社受苦f

現代技衛和企業經﹒

泛的“苦力"貿易 E

利亞對華人的歧規E

清政府已開始認識3

能，可以設法用於ι

殖民地領事左棄陸f

展，導致有關華人E

多所發揚，從而增

主要是為了在清朝1

對海外華人的故策，

都無另IJ於早些時期l

島逸志);十九世紅

年間陸續刊行的“

錄。甚至那些較晚近

(1 852年完成)中的才

作的。@

有關海外華人已

後，郎中臼戰爭中甚

是否能繼續生存， t 

調1895年以後，是E



;華人社會所瞭解

年出版的 J. D. 

Customs of the 

楚，恩、: (海峽殭民

j士會的情況，遠

f察覺到當地華人

:某種不正常的狀

人問題"。這種警

並出現了一批

斗值得注意的是，

1893年(清光緒

這項禁令曾幾經

!連清廷也認為荒

[耍，因為這不過

J. 大概要數從摘

年代(1786-1819

社會和經濟主導

九認為英國人街

(民地以後的年代

i於主張:隨香港

:紀末開始發展的

‘世紀後期的變化

;人的數白， f旦並

-直等到這些著作

:人的態度發生了

劇烈的變化，並最後也弓 l致海外華人改變了對自身的看法，

然接這顯著述的性質才有所改變。作者認為這種情況直到十

九世紀末也就是1895-1912年期間才發生。這種改變可能最

先在早期派往海外代表中國執行外交工作的專家的簡單記事

中，特別在輯囂廳、黃湛黨的奏議里可以分辨出來。@這些

能寧和賽議開始同情地描繪許多華人罵了謀生而在遭到敵視

的環攬中掙扯聖苦的景象，問時也讀揚7某些人成功地獲揖

現代技梅和企業經營的本績。一方面由於清廷未能教助在廣

泛的“苦力"貿易中遭受糟牲的人，也未能防止北美與澳大

利亞對華人的歧視虐待，使國人羞愧之情日深;另一方面，

清政府已開始認識到有華人在海外的好處，因為其財富及技

能，可以設法用於中盟現代化的艱巨專業。由於首任駐海峽

蘊民地領事左書長陸的努力及東南亞第一份中文報《功報》的發

展，導致有關華人歷史記錄的刊行，對華人數百年來的成就

多所發揚，從而增加了華人的自豪感。@所有.這些文章雖說

主要是為了在清朝官員階層中增加影響以求國內政府改變其

對海外華人的政策，但這些文章本身從體裁、風格到內容，

都無另IJ於早些時期的著作，如十八世紀末王大海所著的〈海

島逸志};十九世紀謝清高的〈海錄}.以及在 1891年至1897

年問陸續刊行的〈小方壺齋興地叢鈔》中所輯各種原著或摘

錄。甚至那些較晚近的作者.看來也只是對魏源的《海國園志》

(1 852年完成)中的敘述加以補充，基本上仍是按傳統方式寫

作的。@

有關海外華人的史學著述的重大轉折，出現在1895年以

後，即中日戰爭中國戰敗以後，當時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

是否能繼續生存，已成為-個極其嚴l峻的問題。作者所以強

調1895年以後，是因為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對於當時整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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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影響非常重要而且廣泛，涉及各個方面，而不單對海外

華人具有重要意義。同樣，這種有關海外華人史籍著作的轉

折，明顯地發生在1912年以前，因為到了1912年時，中國巴

採敢過若干引人注目的步驟，來明確海外華人的合法身分，

使他們的站位合法化。其中一項最受人注意的，就是1909年

(宣統元年)頒布的〈大清國籍條倒》。隨後對 1912年左右，成

千上高的海外華人參加了擁護或反對中國國內維新或革命的

政治組織之活動。海外華人甚至曾於1910年的廣州起義中，

作他們的第一坎犧牲，成為黃花崗烈士的革命英雄。

1895-1912年期間，東南亞華人中聽鍵性的發展，是他

們自願參與中國政治的意志顯著增增強了。這種發展並非完

全因為受到所在地區的社會和經濟壓力所致，更多的是因為

受到少數人的鼓動，這些人為了他們所從事的事業，被迫不

得不向海外求擾。這里作者所指當然是聽中山、康有為及其

支持者，他們為了革命或維新而周遊東南亞各地。他們挑起

了對中國未來的深切關注，這種關注由於1900年義和團事件

之後，西方列強為了本身利益想使中國較為現代化和種定，

也由於其後中國國內為立憲和行政改革所採取的措施而更加

強i 了。

我們期望有關海外華人的歷史寫作在這個十年中出現轉

變。但既然歷史寫作的轉變有別於歷史上的轉折，究竟應當

使用何種標準來衡暈歷史寫作的轉變呢?我認為這種衡量的

標準應當以中國國內及當地社會對待海外華人的態度所起的

重大變化為根據，而這種重大轉變的最引人注目之 個例子

就是華僑一一一僑居華人一一連個概念作為一種帶有濃厚感情

色彩的政治名詞的推廣使用。尤其當這個名詞和“單民..一

詞同時使用，就完全轉變了中國人有關海外華人著作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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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法7。

作者曾對華倌

最主要稱謂一享有

是在1858年〈中法:

員在中聞“tempOI

譯語，在此以後才

重於強調因公、經

到上世紀末才與華

外的華人或華人相

作家及其後的歷史

其海外帝國的聽民

有兩種發展趨

以越來越明顯地看

的華人)寧願以受2

樣就可以享受英國

東南亞、美洲國家

(或極少)受到中國

員也臼直在感到大批

中國風習文化，而主

願接受中國官方的

不正規國際法、移

著手採取積椏支持

另一方面，西

終於對殖民和聽民

用屬關一詞，意為

主權，甚或主權。

民者，而西方國家



，而不單對海外

人史籍著作的轉

12年時，中國已

人的合法身分，

的，就是1909年

1912年左右，成

內維新或革命的

的廣州起義中，

命英雄。

性的發展，是他

這種發展並非完

更多的是因為

的事業，被迫不

山、康有馬及其

各地。他們挑起

。0年義和團事件

現代化和體定，

取的措施而更加

個十年中出現轉

轉折，究竟應當

認為這種衡量的

人的態度所起的

注目之一個例子

種帶有濃厚感情

詞和“殖民"一

華人著作的傳統

寫法了。

作者曾對華僑一祠的來源以及如何成為所有海外華人的

最主要稱謂一事有所論埠，在此不擬重複。關鍵是錯字最初

是在1858年〈中法天津條約〉及其後一系列愴的中作為外國

員在中國“temporary residence" (暫時居所)一詞的對應中

譯語，在此以後才用於稱謂在外國的華人。使用此詞時，

重於強調因公、經過批准及受到保護的海外居留的涵義。直

到上t的己末才與華字連用成為華僑璋一名詞，以稱呼居留海

外的華人或華人社會集團。@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則是當時的

作家及其後的歷史學家是否將華僑與受到歐洲人鼓勵以開拓

其海外帝國的祖民者相提並論。

有兩種發展趨勢，看來是差不多同時發生的。一方面可

以越來越明顯地看到海外出生的華人(如出生於海峽瘟民地

的華人)寧願以受英國保護的國民身分到中國旅行，因為這

樣就可以享受英國領事保護的利益。這種保護和契約華工在

東南亞、美洲國家或其他地區受到大規模的剝削，但部並未

(或極少)受到中國政府保護形成強烈的對照。兼且，中國官

員也日益感到大批長期僑居東南亞的華人仍然保存辛苦固有的

中國風習文化，而其中不乏痛感西方瘟民地政府歧棍的華人，

願接受中國官方的承認及保護。凡此種種，使中國政府不得

不正視國際法、移民規則，以及殖民地條例等的有關方面而

主妻子採取積極支持海外國民的新政策。

另一方面，西方各國在亞、非、美洲的擴張導致中聞人

終於對殖民和殖民端的概念有所認識。@最初期，中國人使

用屬聞一祠，意為附庸或瘟民地，強調的是皇朝的控制、宗

主權，甚或主權。直到上世紀末，著重點轉向定居移民和殖

民者，而西方關家對殖民活動的公開支持，與數百年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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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窮苦無依又愚昧無知不得不背井離鄉的中國人無所握手的

強烈對比，更促進中國意識到問題的存在。當中國官方提及

西方文化仍採用輕蟻語言可時，華僑和殖民兩者是不可能聯繫

起來的。只是到了中國被日本打敗，中國的維新派改從日本

著作中學習西方以後，西方帝聞主義和殖民地擴張的成就，

才逐漸受到公開的羨慕。有意思的是，名詞“華僑"的政治

化使用與最早有關東南亞中國“聽民者"的歷史著作的出版

相去竟不過一年，似乎這並非，種巧合。最先出現的是附設

的的一年在上海出版的〈革命軍)@(作者鄒容)的一首詩《革命

歌)，據說是建炳麟所作。繼而在凹的年橫噴出版的〈新民叢

報》上刊登了梁啟超的文章〈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傅》。這八人

均為中國人，有的曾位居室科佛距 (Srivijaya) (主佛齊) (今

巨港，即巴鄰旁)、婆j羅湖 (Bomeo)(坤甸)、其他 (Sunda)

等地的王位或首頓，以及曾是移民雪藺草 (Selangor) 的先

驅者葉亞來。@

兩者都敘述了東南亞華人。《革命歌》的作者顯然對如荷

屬東印度華僑賞仲涵之流的巨大財富印象深刻，勸誡他們停

止無謂的侈蝶，以其資財資助反滿人的愛國革命事業。而梁

啟超則更深人發掘中國史料中宣揚自十五世紀以來中國人在

南洋創造功業的歷史片斷(並參見他在同年稍後發表於同

雜詰、上的《鄭和傳略))。他曾遊歷東南亞、澳洲，北美各地，

親睹歐洲人對其有名的拓殖者及冒險家之讚譽，和中國人對

臼己這方面成就的完全忽略有天淵之別，但使他把當時的華

僑概念與近代西方的禮民概念聯繫起來。此外，梁氏與當時

的許多維新派和革命派對讀揚西方贖民事業的臼文書籍都頗

能融會貫通，從而開始認為華僑的成就亦應加以表彰，提出

中國人向海外移民及定居的權利應加以維護，而數百年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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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在東南亞各遁

的蘊昆地。

現再由過來該

為歷史作品P 怡和

(Columbus)、寬 3

Livingstone) 的歷

過問而感觸良深。

而試問四萬

豈唯事業，

外國傳》兒

教顱，不知

成埋諸沈洗

得以姓氏表

慚，乃急益

焉。@

梁啟超為當時讀者

十年中若干其他論

著中包括了發表於

殖民領袖的傳記，

似論著。兩文都是

重錯誤，但自身也

自稱為華僑史的作

皇正為l (易本羲的主

該文作者及為

清的革命黨人。劉

維亞 (Batavia) 華

易氏本人並曾執教



3國人無所援手的

當中國官方提及

哥者是不可能聯繫

拾金新振改從日本

己地擴張的成就，

司“華僑"的政治

3歷史著作的出版

是先出現的是附於

: )的一首詩《革命

演出版的《新民叢

奪人傅》。這八入

iya) (三佛齊) (今

)、與他 (Sunda)

(Selangor) 的先

j作者顯然對如荷

:刻，勸誡他們停

l革命事業。而梁

一，紀以來中國人在

稿後發表於同一

奧洲，北美各地，

f譽，和中國人對

~ f吏他把當時的華

A外，梁氏與當時

的日文書籍都頗

加以表彰，提出

而數百年來由

華人在東南亞各港埠中開拓建立的居住臣，應當承認是中國

的瘟民地。

現再回過來說歷史寫作的問題。梁啟超的文章並未自稱

為歷史作品，恰恰相反，他只是因西方有許多關於哥倫布

(Columbus)、克萊武 (Robert Clive) 及利文斯教 (David

Livingstone) 的歷史研究作品，但對等的中國人物，別無人

過問而感觸良諜。

而試問四萬萬國民中，能言八君子事業者幾人會

主唯事業，即姓氏亦美式開知也。吾偶讀〈明史，

外國傳》見三佛齊、婆羅、爪哇之四玉，吾驚喜

歇歇，不知所云。始嘆吾國有此偉大之人物，乃

威主史諸沈沈蠢鈞之中。而其間二人者，乃至並不

得以姓氏表見於筱世也。吾滋憤，吾滋懼，吾滋

慚，乃急益以所聞最近百年間四君子之尋芷若是篇

焉。@

梁啟超為當時讀者最多、影響至大的作家，他的文章開其後

十年中若干其他輪著之先呵，可說是華僑史的前驅。這些史

著中包括了發表於《東方雜誌) (1 910年)上的胡紹南有關華僑

蘊民嗔袖的傳記，和亞快發表於〈士也學雜誌) (1 913年)。的類

似論著。兩文都是梁氏論文的演繹，雖糾正了梁文中若干嚴

重錯誤，但自身也增添了不少錯誤。另外值得重視的是首先

自稱為華僑史的作品，由《民報H東京1910年出版)發表的羲

皇正!有L (易本義的筆名)所作《南洋華僑史略)o@

該文作者及為其作序的友人劉嵩桓曾流寓爪哇，都是反

清的革命黨人。劉氏又是以同樣感人之筆，追述1741年回達

維亞 (Batavia) 華人慘遭荷蘭人屠殺一事。 1906-1908年間，

易氏本人並曾執教於三資壟一所華人學校。作者承認他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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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大部分論及馬來半島的荷蘭及英聞屬地，其依據為口述及

中文的文獻資料。該〈史略》除緒吉及結束語之外本文共計 9

文中去然將華僑與西方瘟民者相提並論會立tl'再滿清王朝

排漢政策導致東南亞中國瘟民事業的失敗而感到遺憾。

今日不可能嚴格地把易本羲看作一位史學家，但由於他

的〈史時》是同類史作中的第一部，而且明白發展了梁啟超將

“華僑和盟民"成功地聯繫在一起的觀念，因而是有其重要

意義的。雖說此作中有不少明顯錯誤，大部分已由後來的中

文著作予以糾正，但它的確成為其復三四十年內華僑史寫作

的樣飯。該〈史略》上溯漢代與東南亞之間的貿易及屬國之納

貢關係，認為大部分的聯繫接觸都誼明華僑已在該地區定居;

頌揚了鄭和的遠征和鄭成功(國姓爺)的光輝事跡，一般來說，

它稱讚明朝的積極“殖民"政策，同時譴責清軍對待華僑的

負面態度。@易氏反映了自本世紀開始就發展起來的新民族

主義思潮。該作顯然熱衷於指明中國人自古以來已在海外擁

有瘟民地的誼據，並提出當前需要一幅更有生氣的政府，它

能珍視這些積民成就，並準備為保護這些殖民地而有所作為。

我認為把華僑一詞造樣用來表示聽民者，標誌著東南亞

華僑歷史寫作趨向的首個轉折點。有些華僑熱衷接受他們的

新稱呼。總的說來，對反應最強烈的是那些新近從中國到來

的，以及那些在該地區日見規模的華人學校讀過書的華人。

特別是在1912年中華民盟成立以後，新的教科書相當迅速地

引人這種新的觀點。當東南亞有了華文中學，所有的歷史教

科書都採用“華僑"一詞來表示東南亞各地悠久而鞏固的傳

統華人“瘟民地"的居民。二十年代中期，正當國民黨1927

年戰勝軍閥勢力前後，出現了大量關於華僑和南洋的書籍，

驚動了東南亞的西方贖民地當局和當地的政治領袖人物。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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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著作在安夥，需要

年上海暨南大學成

著清倡運動的高學

1927 至 1929 年由引

歷史著作更標誌這

階段。@當中兩本flj

華民族拓瘟南洋曼

史}0937年出版)。

可，並辯解說中國

明確殖民是合法的

因此，華僑應受到

2.2 當代的中

在考察今日華

來的大致趨向。值

的華僑“殖民"史

可以稱為多維度的

學者對近35年來東

種反應隨之影響了

後在北京和l台北出

亦存在於香港和新

國人不同集團的支

出:是親台的還是

國外的共產主義者

興東南亞國家的位

瞭解這些，立



其依據為口控及

J之外本文共計 9

j，並為滿清王朝

i感到遺憾。

1學家，但由於他

i發展了梁啟超將

因而是有其君主要

1分已由後來的中

-年內擎僑史寫作

j 貿易及屬圈之納

己在該地區定居;

f事跡，一般來說，

f清室對待華僑的

展起來的新民族

[以來已在海外擁

[生氣的政府，它

晃地而有所作為o

j，標誌著東南E

i熱衷接受他們的

5新近缸中國封來

:讀過書的奪人。

〔科書相當迅速地

巴，所有的歷史教

E悠久而鞏闊的傳

正當閻民黨1927

}和南洋的書籍，

f治頓袖人物。

些著作甚夥，需要對之作專題的研究，在此無法詳述。 1928

年上海暨南大學成立南洋研究所及出版刊物《南洋研究〉標誌

著這個連動的高宰，推動了中關政府積極對待東南亞事務。。

1927 至 1929 年由張相時、華長傳、溫雄飛等一些學者所撰

歷史著作更標誌這種特殊的中國 H瘟民"史發展到了成熟的

階段。@當中兩本最權威的著作是劉繼室及東世當合著的《中

華民族拓殖南洋史} (1 934年出版)及李長傅所撰〈中國蟬民

史}(1 937年出版) o@兩番對華僑屬於移民或是種民都模使兩

可，並辯解說中國的磕民與西方的瘟民殊不相同。但兩書都

明確贖民是合法的、正當的，並且是一種為國爭光的事業，

因此，華僑應受到官方和公眾兩方面的支持。

立之 當代的中文歷史著作

在考察今日華僑史寫作問題之前，作者先簡述1945年以

來的大致趨向。值得注意的是，學者如何還漸脫離上文所述

的華僑“殖民"史的思路，承認此課題的巨大複雜性而轉向

可以稱為多維度的思路。有兩點是很明顯的。大多數的歷史

學者對近35年來東亞及東南亞的重大變化都有所反應，而這

種反應隨之影響了他們所寫的歷史作品。同樣，自 1949年以

後在北京和台北出現了兩個政府，而獨立的中文出版中心，

亦存在於香港和新加控兩地，因而不同的觀點可能是受到中

國人不同集闋的支持並迎合其主張。對此，人們起碼要辨別

出:是親台的還是不親台的民族主義者;是在中國國內還是

國外的共產主義者;用中文寫作的華商而又是這個或那個新

興東南亞盟家的公民。

暸解這些，立即可以感到對使用“姐民"一詞以說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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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僑居的態度有所改變。在戰後的頭五年中，由於反對殖民

主義的文學在華人和東南亞人中間盛行一時，自1比“聽民"

一詞巴不安歡迎，實際上巴拉拋棄了。誠然，親北京的華人

和當地華裔首先在1950年就拒絕使用了。但台灣和香港的民

族主義者則較隨便或不移敏感，直到五十年代中期，選出了

不少新書，使用這個詞彙。例如， 1954年在台北出版的學銳

華《馬來亞華僑》一書中仍述及“馬來亞的華人殖民歷史"。。

像這樣的喜馬馬來亞聯邦政府所禁毫不足怪。此後，台灣新

出版的書就較高謹慎，滿足於以“華僑"來稱呼所有在海外

而具有中國血統的華人而不管他或她的國籍為何。在中國國

籍法上信奉血統原則的台灣政府認為，不論在任何條件下，

海外每一個具有中國血統的人都應列為華僑。由於193吐年劉

和東合著的《中華民族拓茄南洋史》及1937年李長傅的《中國

聽民史》分另IJ於 1977年及1966年重版發行，並仍有人使用，

看來似乎仍有不少中國人接受華僑與中國的海外殖民地之間

舉密相連的觀念，以及與此有闋的各種含義。

但從本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以後殖民一詞已被避免使用。

不過華僑一一詞現在在台灣運用的方式均值得注意。五十年代，

台北的海外出版公司出版的叢書中，半數以上以東南亞為課

題，而其中大部分為華僑史方面的著作。@同樣，台灣出版

按逐個國家研究當地華僑的半官方叢書《華僑志H由祝秀俠

主編)也主要以東南亞為對象。該叢書繼續刊行到六十年代

並在1964年，出版 T{華僑志:縛、志》的修訂本。@所有這些著

作都強調華僑歷史如何為國爭光，並著意於將華僑捲人當時

的反共活動之中。但到了七十年代股新氣息悄悄進人了

有關著作中。如 1972年張文玉在台北tU版的論文集《華人社

會與東南亞諸國之政治發展)@l一番，內容頗有獨到守υ、之

38 中國與海外華人

• 

處。從這些論文中，

感情有頓新的觸覺。

關歷史的章節中也可

本地也比較習用的吉

於台灣政府將不再f

{ê.部顯示一種警覺，

政治，牽涉到有蹦 E

愛國主義與異國效:

是中國人，便永連j

與台灣像流水危

類課題的書籍在中間

前，這種史作極少，

出版了心些，此 13

1979-1980年聞自廈F

括了曾於五十年代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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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考慮上的約束〈

析，他們只談論工

這些工農牽聚在一:



司，由於反對殖民

手，因i此“殖民"

呵，親北京的華人

1台灣和香港的民

三代中期，選出了

巨台北出版的李銳

在人磕民歷史"o@

三。此後，台灣新

E稱呼所有在海外

E為何。在中國國

首在任何條件T.

由於1934年對

平李長傅的《中國

並仍有人使用，

]海外殖民地之問

Eo 

?已被避免使用。

注意。五十年代，

上以東南亞為課

:司樣， 台灣出版

僑志> (由祝秀俠

;T-lJ 行到六十年代

來。@所有這些著

7將華僑捲人當時

j氣息悄悄進入了

句論文集《華人社

頗有獨到引人之

處。從這些論文中，可見到對東南亞國家領袖及當地華人的

感情有頗新的觸覺。這些文章對華僑一詞的使用，即使在有

關歷史的章節中也有所節制，並且儘可能引人目前在東南亞

本地也比較習用的詞彙如華人、華葡等。這種新瞳勢並不等

於台灣政府將不再使用華僑一詞或歷史學者也將仿效追髓，

但部顯示一種警覺，認識到華僑一詞過於直接牽涉到中國的

政治，牽涉到有關中盟人按照血統決定國籍的問題，牽涉到

愛盟主義與異圓效忠的問題，甚至直接關係那種觀點:一日

是中國人，便永邊是中盟人。

與台灣像流水般出版關於華僑歷史及社會的書籍相反，

類課題的書籍在中國國內出版不多，在1955年周恩來蛙萬陸以

前，這種史作極少，其後在1956-1959年間及1962一 1964年間零星

出版了一些. !比後直到 1979 年的 15 年內幾乎全無新作。

1979-1980年間由廈門大學及中山大學所搜集刊行的論文集都包

括了曾於五十年代中或1964年以前曾發表過的文章。@甚至連採

訪歸國老華工並在1963年業已寫成的訪問記，也被擱置直到

1979年才出版。@至於1955年以後10年中問世的學衛著作，

也多著繁於介紹當地人的歷史或把在該地的華人描寫為遭受

禮民者壓迫的受害者。共同強調的主題是華人勞苦大眾和當

地人民都是歷史上的受迫害者，因而在反殖民主義的門爭中

互相合作。但是這種合作門爭的例證很不充分，學者似乎也

明知這點，因而比較謹慎，不敢吉晶其實。

塘、之，由於不向理由和與台灣及東南亞有著一不同的方式，

中國國內關於東南亞及定居該地的華人的學衛著作，都受到

政治考慮上的約束。能吟出書的學者都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分

析，他們只談論工人和農民的團結，不論其血饒有何區別，

這些工農華眾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將與各地的資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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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行動反對瘟民主義。因此，這些歷史學者強調階級斗爭並

把當地的華人描述成總是向情由當地領袖領導的革命運動。

但是人們認識到除了英屬馬來亞(現在的新加坡和西馬來西

亞)以外，華人的數目並不句多多。在其他地區也不存在大規

模的華人無虛階級，更談不上農民階級。在馬來亞，華人的

人數倒是很多，其中有些人還領導那里的共產主義運動，然

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官歷史表明，馬來亞人立全不傾向共產主

義。

不過，中閣大陸上的歷史學者均可藉機避免因襲華僑史

的舊套，以及常常與之並存的大漢沙文主義。他們可以重新

探討華人在東亞史上的作用，確實這樣做了，例如他們開始

把東南亞人自己寫的史作翻譯過來，較為重要的如帕內

(Sanusi Pan已)所寫關於印尼的著作。中山大學出版的論文

選集的第一卷中，有10篇述及現代東南亞的歷史(菲律賓 4

篇，緬甸 2 篇，泰國 2 篇，馬來西亞一一印度尼西亞 2 篇) • 

綜合振討了當地人民的進步運動，並明白承認，即使說當時

華僑在主要的進步運動中起 F相應的作用，伺只屬於外聞而

不是核心。@此外，在論文選集的第二卷中，又收了1959年

發表的 4 篇關於華僑問題的文章。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首

先是內容強調蘊民主義者殘酷剝削華工，但文中不再出現那

種義憤填膺的民族主義口氣，標誌著已脫離了早期的華僑史

模式:但這 4 篇文章究竟寫的是東南亞歷史還是部分中國史，

仍然含糊不清。其仗，收集的造14篇現代史論文中. 4 篇關

於華僑的文章都發表於1959年，而另外10篇關於東南亞本身

的史學論文則發表於1962至1964年。這一事實表明，曾經

度有意識地讓這些歷史學者注意該地區本身，而暫時將華僑

問題攔在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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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強調階級斗爭並

E導的革命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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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他們開始

這重要的如帕內

大學出版的論文

台歷史(菲律賓 4

位尼西亞 2 篇) • 

認，即使說當時

但只屬於外菌研

又收了1959年

點值得注意。首

文中不再出現那

了早期的華僑史

豈是部分中國史，

論文中. 4 篇闖

關於東南亞本身

實表明， 曾經一一

而暫時將准僑

此外，將歸盟華僑作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的興趣日益主濃

厚. t且反映了同一種趨勢。上文曾提及採訪歸國老華工和收

集到的珍貴歷史資料(廈門大學和中山大學都出版了訪問紀

錄，是這兩所大學的合作成果)。更加受到重視的是對華僑

在國內工業投資的研究。 1958至 1959年間在廣東、福建和上

海的23個市、縣進行了實地調查，收集到生卷資料數據. {旦

第一篇研究作品則遲到最近才由林金枝在廈門大學關於華倍

研究的集刊中發表。@另一篇汪慕恆的論作中，認為十九世

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印尼本地人和當地華僑的工業合在一起

形成了印尼經濟整體的組成部分，因而屬於印尼的歷史範

閣。@綜合這兩篇論文可以看出曹中國歷史學者已不同於

1959年，正開始區分華僑史中哪一部分應屬於中國史，哪一

部分應屬於東南亞史。這種寫作的態度與其他許多歷史學者

的態度形成強烈的對照。那些歷史學者或在早期希闢擴大中

國史，以包括所有的東南亞華僑的活動(許多台灣和香港的

歷史學者仍然如此) .或更現近一些時期，試圈把絕大部分

的華僑史都歸為東南亞史的一部分(如1大多數的當地華商歷

史學者正在試看這樣作)。

茲再略迷在東南亞當地定居的歷史學者的中文著作。以

1940年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學會為新的起點，其成員或馬來自

中國，或為曾於中國留學的當地學人。他們的著作頗受上海

暨南大學南洋研究所的學衛影響，個有兩位新加坡學者確;在

學術上作出貢獻。陳育輯出生於新加坡，對該士也區的變化和

發展非常敏感，他鼓勵後學多注重本地區的華僑史料，並編

成了最好的一本史料集。許雪樵來自9'J國，但融合於當地環

境，並以他獨到的探索fE傳統的華僑史和1本地區的歷史@接

合起來。隨後新加坡的南洋大學成長起來，鼓勵了一代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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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新生學人從事東南亞歷史研

究，而把華僑納人這個背景中。

我不擬詳述當地的學術成就。作品很參差，目前在質量

方面各國之間差距甚大。當然，只有新加坡培植了自己用中

文寫作的歷史學者，但他們是否受到鼓勵，對東南亞其他國

家的華人社會的地位也作出重要的學街成果，則難以肯定了。

在此，我擺著重說明一點，即這些年輕的學者對於接受當地

及西方關於本地區學術成果的影響方面，比中國國內和台灣

的學者所持的態度更為問放。他們更接近於以一種當地人的

觀點來重行估價華僑在當地歷史上的作用，而不是從一個華

僑的觀點來評價。但他們配在努力解決華僑一詞的麻煩。他

們已嘗試使用另一些名詞來代替它，如華人，華族，華裔，

以及用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新華和馬華(前一字隨所在國

間改變)等，但迄今並未能一致肯定哪一個是最好的代替品

詞。@以下，我們再檢討一下在當前歷史寫作中使用“華僑"

一詞，以及今後寫作歷史時，還須使用這個詞的問題並以此

為本章作結論。

1980年中國出版林金校所著關於歸國海外華人在中國投

資問題的論文中說，“華僑在海外生活的歷史已有關千年"o@

這令我回憶起在我對 1963 年陳荊和發表的學研佳作《十六

世紀之菲律賓華僑》 書的反應:當時我懷疑用華僑;司稱

呼早在十六世紀的明代海外華人是否恰當。彼時明朝仍視流

居海外之中國人為罪人、海盜、走私犯甚或是潛在的叛徒臥

毫不顧及其利益，根本不存在承認、支持或保護的問題。因

此，他們能碰稱作華僑嗎?這就引起我對華僑一詞源流的追

溯及對該謂自本世紀初大為流行以後的使用方式之探討。其

間曾提出過若干代替的名祠，移民即是最常見者之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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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聽用於定居當地甚或相傳若干代人的情況。中體人和華

人t缸子良常見，但都具有全體中國人的油義而不能表明身處海

外的性質。華族(血毓華人)是一一個新詞，中盟國內及台灣還

不常見，雖說在中國“族"字長期以來都用於表示少數民展

及漢人。某些按所在國家專用的如印華、馬華、菲華等專用

於印度f巴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華人稱謂，不適於謊稱

海外華人，而且對還不存在這些國家名稱以前的時期，如果

使用璋類名詞，則是與時代不合的。至於華裔一詞，對於越

來越眾多的“華人後代"而言是恰當的，但均不適用於出生

在中鷗的人，也不適用於那些白願選擇做中國公民的人。

實際上，如果用筆僑一詞所具“僑居華人"的準確涵義

來指明在海外暫時居住的中國籍國民，那是很恰當的用法。

造一名稱曾普遍用於從本世組四十年代末期以來，離開中國

大陸和台灣、居住在海外(尤其是北美和臼本)的那些人，也

可以用於指稱過去數十年從香港移居到北美、西歐及大洋洲

的大部分華人。但是取得外盟國籍己認同所入籍的國家的華

裔人土，就不可再稱之為“華僑"而且擁有大量這一類華

人的國家，特別是東南亞諸國己理直氣壯地拒絕把這個名稱

加於他們國內具有中國血統的公民。看來不久中國大陸和台

灣都不得不同意這種做法。尤其在198Q年 9 月中國已頒布了

新的《國籍法》後，實際上更必然如此。@

但是對於編寫東南亞華人歷史的史學家來說，問題依然

存在。即使真正的華僑在每 J東南亞國家中成為少數民族的

一小撮，甚至即使史學家一致同意在編寫各國取得獨立之後

的歷史中不再使用華僑一詞，可是對19吐5年以前的時期，史

學家如何寫法?在此仍有很多含糊不清的問題。我們能否主

張對現代以前和國籍的概念產生以前，每一一個有中國血統或

第二章 中文歷史著作中的東南亞華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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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文化上認同中國的人都稱之為“華僑"?如果史學家

同意在十九世紀末以前甚至連“華僑"這個詞還未發明以前

的歷史時，也倒回去使用華僑一詞，問題不是簡單多了?為

甚麼十六世紀的菲律賓不可以有華僑存在?為基麼不可以有

兩干年的華備史?

歸根結底，我們必須正視“華僑"這一名詞的來源;它

一經採用，幾乎立即就獲得附加的政治、法律和感情色影:

保鞋對海外華人加以官方保護的方式:以及與之伴生的殖民

地觀念和西方式的姐民政策。如果這些話涵義正確，則十九

世紀晚期以前的海外華人如何能算作華僑?如果想暗示讀者

中國官方很早就關注這些華人及其在海外的居民區• i旦實際

上其時並不存在這種情況，而是很多年以後才發生的事，則

此種作法似應規為對歷史的歪曲。使用華僑一詞，可以方便

地描述某種特殊現象， f.ê.追不應導敢誤認鷹在事實尚未發生

以前，中國就已在關懷華僑了，因為這樣的印象是虛假和與

時代不符的。

我認為，過去確曾存在-個時期，在其時的東南亞歷史

中論及華僑是正確的，這就是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卜世紀問 1

年代晚期的時代。當時的中國政府授予華僑以某種權利，立重

要求華僑承扭某些義務，而fi當時當地大多數有中國血統的人，

似乎或多或少對此作出過響應。但我能體會埠種:提法在東南

亞以外難於為人們接受;並且讓中國關內和台灣的歷史學家

自行考慮的話，他們始終會感到難以對華僑歷史重新另行思

考。這個名詞用起來太方便了，至於由此名詞在東南亞帶來

的混淆不清的問題，則對他們無關重要。因此在六十及七卜

年代中，中國出生的史學家仍隨意地於所有歷史時期中，使

用“華僑"一詢。但越來越多出生於當地的史學家(不論他

44 小窗與海外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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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用中文、西方或1

至也避開“華僑"泣

的華人，以及其在幸

有時期中都存在著穹

的聶當使用，至少在

如果他們能略同意華

使他們能在約半個tt

導致對東南亞華人互

的理解。當出現這種

會重行考慮其編寫霉

的問題。

@澳洲國立大學的東南至:

並收到他們若干的出瓶

史研究所，及其他一些

外北京大學有一級東詩

學院合辦)協作，計會IJ:

第一次學衛會議，童車

1980年在昆明召闕，第

@此顯著作中最有名的當

和W_ W. Rod也泌的譯2

如馬歡著《瀛涯勝覽Hi

1970)。張雙著〈東西祥

本，陳倫炯著〈海國兒F

似書籍，均未出現旨在

@兒郭緝熹著〈郭{寺I.'.!j)奏，



僑"?如果史學家

因詞還未發明以前

i三是簡單多了?為

為甚麼不可以有

名祠的來源、;它

主律和1感情色彩:

支與之伴生的種民

通義正確，則十九

如果想暗示讀者

句居民區，但實際

妥才發生的事，則

雪一詣，可以方便

昆在事實尚未發生

命印象是虛假和與

主時的東南亞歷史

長到二十世紀問 1 一

詩以某種權利，並

有中間血統的人，

穿這種提法在東南

羽台闊的歷史學家

需歷史重新另行思、

古詞在東南亞帶來

9此在六十及七十

Z歷史時期中，使

的史學家(不論他

們用中文、西方或當地民族語吉寫作用IJ避開使用此詞，甚

至也避開“華僑"這一概念。他們當然要論及在該地區各處

的華人，以及其在各個歷史時期的處境，但他們不執著於所

有時期中都存在著華僑的主張。 一般說來，對“華僑"一詞

的適當使用，至少在寫關於東南亞史時是頗為敏感和小心的。

如果他們能略同意對“華僑"一詞採用一個前後一致的定義勢

使他們能在約半個世紀的歷史時期中討論華僑問題，則可以

導致對東南亞華人及其後代各個時期的歷史，有更豐富多采

的理解。當出現這種情況時，中國盟內和台灣的史學家是否

會重行考慮其編寫華僑歷史的態度幌7 造將是值得人們注意

的問題。

jtt ~I 

白澳洲國立大學的東南位學者一行於1980年 9 月訪問 F這兩個研究中心，

立的生到他們若可一的出版物。此外，還 fl 廣州的暨南大學、昆明的雲南歷

史研究所，及其他 些類似的研究機惰，也布一些較小的研究中心。此

外北京大學有 組東南亞語言學者與東 l暫住研究所(北京大學與社會科

學院合辦)協作，吉|劃Ig符其工作擴大至IJ 東南亞領域。 1978年在廈門召開

第 ~l失學衛會議.重新開始重視對東南恆的研究，接看第:次會議於

1980年在昆明召開，有~ -~次會議於 1982年在廣州召開。

@Jlt顯著作中最有一名的當以趙汝i芷若〈辛苦苦志) ( 1 了tH:紀初)為 ft"， lr F 他rth

和1 W_ W.R叫“i 的譯本的t Pete間趴峙， 1911)。與鄭和有關的最佳著作莫

如l馬歡著〈祖輩涯勝覽} (十五世紀初)，台 J. V. G. M臨的譯本 (Cambridge ，

1970)。張雙著〈東西洋考}最易得的版本為上海1936年泌的〈叢書集成》

本，陳倫炯著〈海國﹒兒問錄H!IJ為台北約 1958年版本。這些書以及其餘類

似書籍，均未出現旨在專門記述海外流寓意主人的篇章。

@兒郭嵩熹著{郭{寺fI~奏迷)((養知書屋遺集)1892年本)卷 12 ， 91 頁下，並

第:章 中文歷史著作中的東南亞華僑 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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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於{光緒朝東華錄)，北京 1958年複印本，頁298-299。黃遵憲1893年

致薛福成的頗為一時傳誦的信教於〈薛褔成全集)((庸rnt全集))台北1963

年複印本第三集， (海外文編〉之一，頁 18b-19a; 並晃〈光緒朝東華錄》

頁3241-3242。

@關於左秉隆，見陳育路著{左子興領事對新加坡華僑的貢獻)， {兩洋學報》

15/5 (1 959 年 6 月、貞 12一 21。關於“ PjJ 報(Lat Pau)" 兒 Chen Mong 

Hock (陳夢鶴，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 of Singapore, 1881-1912 

(Singapore , 1967) , pp_ 28日，陳育路著〈南洋第→司級人.) (新加坡， 1958年)，

真 1-12 0 _'lÉ見 Song Ong Siang 宋旺棺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 1967) , pp_ 209-210_, Jt;:兒左秉隆之

友李鐘王E所作{新加坡ßí"l :L吉己)(1 895) ，李氏曾於1887年訪新加坡。此書

另有許*樵的注釋本(新加坡， 1947年再版)。

@關於王大海著〈海島逸志)，可見 W_ H_ Medhurst 的譯本， Ong Tae

h缸， The Chinaman abroad (Shanghai , 1859) 。謝清高的書({海錄))近

年有馮承鈞注釋卒， 1938年上海出版。〈小方老齋輿地叢鈔》在上海外三

編出版(1 891 一 1897) 。魏派的巨著〈海國間志〉於十九世紀40年代經增補

而成，其100卷本刊行於1852年。

@A note on the origins of hua-ch'iao ({華僑♂謂之起草草、))初見於 Lie

Tek Tjeng (李德清) (ed_) Masalahmasalah fnternational Masakini no 

7 (Jakar尬， 1977)，並再收人 Wang Gungwu ,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_ ASAA Monographs (Singa 

pore, 1981) 華僑 詞或始於十九世紀八 1 年代，馬達忠及吳廣霈於

1881 年訪問海峽績民地以後在馬著〈南行記}頁一 6 和笑著(l暫行日記}頁 5

中分別j寫到“華商僑寓銜"和“華人僑寓街"0 (兩書均見土海1897刊 f[J

〈小方壺齋興地叢鈔 e 再補編}卷10，兩者差近於華僑一詞。一般以為黃

道憲首先於 1893年會l用此詞，見於為維廉著F{貨公度先生就{王新加坡總

領事考.) (倖J洋學報 11/2 ， 1955 , 頁 1 -16) 再rr c; l (1菊i'f" "r 雪里.) (1 951 癸)頁23

所裁。再弓|用於只天侃的〈黃公度先生傳考.) (香港， 1972) 頁 1 的一 117。

他黃氏 1893年的原信所用之諸實為“華民"而作“華僑"兒〈薛褔成哇哇

集}及〈光豈有朝萊蒙錄)0 (參見設Q))

白在中國除 f涉及社會達爾文主義、地緣政治學及1895年以後侵略非洲及

太平洋的帝圓主義等範間外，過去救未對頭民的觀念作過認真討論。最

早的知名著作為梁啟超的〈論民族競爭之大事〉 文(1 902年)，見於台北

軍印的〈新民叢報彙編續刊.) ((清代史料叢書彙編〉第 集)貞 243-30 1，

頁288尤要。兩年後，梁氏又提及東南亞的華僑領民 tf: 參見以下註@。

46 中國與海外華人

司令

可包

@鄒容辛苦〈革命軍〉本主

Revolutionary Army: 

@梁啟超氏原文兒〈飲汁

@(飲冰室合集)3月: 4。

。〈東方雜誌)7/12 (19H 

11期 1a一71ι12期 1a

@{民報)25期頁 1-35 ，

。其後的著作中修正了

始的。參見李長傅辛苦4

@(衛洋研究〉連續出版

務月報) (1 933可 1937 均

治為主乏，而學術俊少c

@張相持著〈丟在僑中心之

版) (上海， 1929年)ó

@劉和東的著作發表於

1971年及1966年均再j

@台北1954年版，第2豈

禁止的重要原因。

@值得特別注意的兩套，

@華僑志編輯委員會悍

南亞地區九卷為越南

東埔泰(1 960) ，印度

匈(1 967) 。

@台北， 1972年，重點

是騎淤華僑認定義i

@來自廈門大學者 <lî

I台及經濟[1:歷史

論文選)，的80年2 月

IlJ大學者(東南亞歷

麟係史，包拍本地區

發表於五十年代。

@劉玉遵等辛苦〈措仔筆一

集刊.) (見註@)中。

@尤免於何筆一發關於菲

遵鵝於本世紀三寸年



池一299。 直言道憲 1893年

代綺淹全集)}台北1963

並晃{光緒朝東丟在錄〉

偽的貢獻}. <南洋學教〉

Pau)" 見 Chen Mong 

f Singapore. 1881-1912 

{人} (新加坡， 1958年).

I-fundred Years of the 

9-210_，並見左秉降之

1887年訪新加坡。此書

忱的譯本， Ong Tae 

射清高的是主((海錄)}近

f輿地叢鈔〉在上海分三

「九t世紀40年代經增補

4 之起盟軍)}初見於Lie

natlOnal Masakini no 

.mmunity and Nation 

'\ Monographs (Singa-

馬達忠及吳廣霈於

11 笑著<1暫行日記)貞 5

H善事均兒上海1897 f!j f [l 

剖詩一詞。一般以為黃

t度先生就任新加坡總

t羊年學) (1 951癸)頁23

];, 1972) 頁 116-117。

“華僑"兒〈薛搞成全

895年以後侵略非洲及

兒念作過認真討論。最

C (1 902"r}，見於台北

)第一集)頁243-30 1.

民者:參見以下註@。

@鄒容著〈革命軍〉本文及附錄，參見 John Lust 譯本﹒ Tsou Jung , The 

Revolutionary Army_- A Chinese Nationalist Tract (The Hague, 1968) 

@梁啟超氏原文覓〈欽冰室全集〉第三加卷 8 (上海， 1936年).頁 1-5。

@(飲冰室合集)3/8: 40 

QD<東方串在誌)7/12(1910年12月 15 日)頁的一104; (地學雜誌}卷410期 la-妞，

11期 la-71a. 12期 la-7b<說郭〉憫。

@(民報)25期頁 1-35 ， 26期 ~1-40。

。其後的著作中修正了最後一點，承認海室主並非始自清代而是早在明代詞

始的。參見李長縛著{中劉殖民史)(上海， 1937年)，頁100-103。

@(南洋研究}連續出版至1944年，共11卷。其他有影響力的刊物尚有〈僑

務月報) (1 933-1937年)和〈華儀半月 ì~D (1 932-1936年).但J1t兩者以政

治為主三，而學術性少。

@張相持著〈華僑中心之南洋) (海口， 1927年);李長傅著〈南洋華僑史H初

版} (上海. 1929年);溫雄飛著〈南洋華僑通史) (上海. 1929年)。

@針和東的著作發表於南京，而主耘的書在上海問世。兩者在台北分別於

1971年及1966年均再版。

@台北 1954年版，第2章。並有第 7 章專論種族關係，這可能是道馬來亞

禁止的重要原因。

@值得特別注意的兩套小奶子為〈毒草儲海外衡發史〉及〈海外名人傳〉。

@華僑j志編輯委員會〈華僑廷、:總誌) (台北， 1954年)，修訂本1964年。東

南亞地區九卷為越南(1958) ，泰國(1 959) ，馬來亞 (1959) ，新加坡(1960) , 

來繡著堅(1 960) , 印度尼阿拉(1 961) ，老過(1962) ，北婆羅洲(1 963) 及緬

甸(1 967) 。

@台北， 1972年;重點參閱〈來兩位華人之現狀〉一文，真 111 - 230，特別

是關1i^::!表僑 詞定義的論述部分，見真 144 一 148。

@來自廈門大學者(南洋研究所集刊(論文集吟， 1980年， 2 卷(1:政

治及經濟 11: 歷史及有其僑); (東南亞史論叢)， 1980年; (考古、民族

論文選)， 1980年;所集35篇論文中只有 5 篇出版於Ií i 年代。來自中

L1J大學羔《東南亞::'11要史論叢}， 1979 年， 2 卷( 1 本地區歷史; 缸中國

關係史，包括來地區的華僑);所輯22篇論文為已經發表者，其中 7 篇

發表於五十年代。

@曹Ij T_遵等著(路行草工訪問錄)，廣州， 1979 年 jt 己收人《南洋研究所

集f!D(見設@}中。

@尤見於何型發發關於菲律賓的 3 篇論著(最初發表於1962反 1964年)及自副主三

遵關於司法:1世紀二 j-年代及三 1年代在印度尼西亞、緬甸和泰國軍眾暴動

第三章 中文歷史著作中的東南亞華僑 再7

• 



的 3 結論文(也發表於1962及1964年)。

@郭威臼關於馬來諸州及馬來亞華人在經濟上的作用的論文.關於荷蘭頭

民者剝削華人的論文:李永錫關於西班牙人政策的論文;及蔡鴻生關於

苦力華工貿易的論文，均發表於1959年。

@林金枝著(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的幾{間問題).最初發表於{近代史研

究). 1980年. 1 期及 2 期，頁 1 的一230及頁217-238; 請注意 l 期頁199

的註 2 及前汁。

@l王慕位著〈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印度尼商亞民族工業和華僑工業的產

生和發展).頁108-116。可與其他更持傳統看法的現代文章相比較，如

陳造福著(十九世紀以前中國和印度尼西亞關係考略) (見〈歷史研究趴

1980年. 3 期，頁17~33) 。

@關於〈南洋學報}的應史及內容目錄，參見許蘇吾著〈南洋學會與南洋研

究) (新加坡. 1977年)。本書僅提及陳育路及許雲樵兩人為例，實際尚

有許多處境更為艱苦的學者，他們在雅加達、馬尼拉、吉隆坡、曼谷等

地獻身於中文撰寫學術著作。

@一位有貢獻但非正統的學者方修曾為重行估價戰前發表於新加坡及為來

西吏的中文文學作了事基礎工作，寫出了〈馬華新文學史稿).共三卷(新

加坡. 1962-1965 年)。有 Angus W. McDonald Jr 節譯本 • Notes 0月

the History of Malayan Chinese New Literatu呵. 1920-1942 (To峙。，

1977)。對方修所月1 馬擎一詞頗有爭議，有時令人覺得如用擎僑 詞.

對他的作品主題和對時代似乎更妥貼 些。

有主人一請看來是中性的， 目前最為通用。不過自 1970年左右起，在新

加坡華族一詞似乎也為 些人所樂用。此認可以作“華裔"解，族字在

此處有如在中國指“少數認族"的相同用法。作者感覺此詞用法頗為勉

強，而且“禁族"舊義原為高門貴族，臼本人一直按此義在使用 (Kozoku).

因此某種範圍內容易造成誤解，故不滿意於此新義用法。

@林金校文(見註@). 1980年，卷 1 .真201)。

@陳 f削和l 的著作 1963 勾由香港的新亞研究所出版， 恆:有英草草 4::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llilippines (Tokyo. 

1968)。

@(北京周報). 1980年 10月 6 日第哇。期刊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的

~Iè官方英譯本。

的 中國與海外華人

明代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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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論文，關於荷蘭蘊

甘論文;及蔡鴻生關於

最初發表於〈近代史研

38; 請注意 1 期頁199

;工業和華僑工業的產

3現代文章相比較，如

T IIl語) (見{歷史研究)，

注:(南洋學會與南洋研

機兩人為例，實際尚

:拉、吉隆坡、曼谷等

IJ發表於新加坡及馬來

-學史稿)，共三卷(新

[節譯本， Notes on 

1920-/942 (Tokyo, 

覺得直11用筆僑一詞，

11970年左布起，在新

“華裔"解，族字在

~- !i吾吾覺此認 flii法頗為勉

仁義在使用 (Kozoku)，

i用法。

並;對英譯本 The

Philippines (Tokyo, 

人民共和國關籍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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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統治者並不認識今日的東南亞
地區。他們認為在湖泥 (Brunei.今婆羅洲)以東的諸島為東

洋的一部分，其他沿海各聞為西洋的一部分。很長一段時期

中，西洋還包括印度洋沿岸問家。至於構成現代的緬甸、老

祖及泰國北部的各邦，則視為與其他國家i固然不同。

當然，按先後定都南京或北京的大明朝廷的看法，中國

總是世界的中心。任何國家，除非其統治者和中闊的皇帝存

在辛苦某種關係，否則其存在便毫無主主義。還有一些因素也頗

關重要，諸如該聞輿京師間距離的遠近，該國與明朝之間是

否有共同邊界，以及該國對明朝的國防是否重要等等。 還有

一些技術性的差別:派遣竟使從福建泉州‘仙、境的國家與貢便

從廣州人境的國家是有區別的2 而取道陸路派貢便從廣西或

雲南省人境的國家又有所區別。儘管中國朝廷經常強調對外

關龍的一般原則，但實際上決定中國對東南亞政策的，主要

仍是明王軒在不同時期的政治環境。

在明代開國後的六十年中，元代的舊例和從元朝的政策

中吸取教訓，成為形成其對外政策的決定性因素;同樣，從

華中興起的明代開國新責對待外人一一特別是對蒙古人一一

的態度和顧慮，也非常重要。在沿海各地，由於海盜及海上

貿易問題，導致對外出的限制。當時還存在對越南(安南)、

50 中國與海外華人

唱島

占婆(古城)的關舔

南(直到 1382 年還

南邊境與緬甸、老

還有重官鄭和(137

響。約在 1435 年三

世紀初帝都北遲到

常接觸。除十六世A

協助下劫掠華南沿;

鞏閻北方的邊防。重

但中國外交上對南一

明代正式史錄:

曾集中關注與東南j

立正式的朝貢關係，

而，在(成祖)永樂I

活動。 E欠耍的文獻也

經東南亞而達印度j

大地室里富了現代史4

統治該國近20年. ï 

五世紀三十年代以j

少。中國沿海的外回

但只是在他們的活

時，才偶爾有所記司

3 八 明初的對夕

明太祖極重規名

為征服南宋，曾從R



識今日的東南亞

以東的諸島為東

、。很長一段時期

:現代的緬甸、老

i然不同。

1廷的看法，中關

f和中闊的皇帝存

t有一些因素也頗

f國與明朝之間是

J重要等等。還有

、境的國家與貢使

t派貢使從廣西或

j廷經常強調對外

{亞政策的，主要

4和從元朝的政策

三因素: 同樣， 從

iJ是對蒙古人一一

由於海盜及海上

;對越南(安南)、

占婆(占城)的關係問題以及該兩國之悶的關器問題。征服雲

南(直到 1382 年還一直在元朝的梁王統治之下)(Ð以及沿西

南邊境與緬偶、老值間的衝突，也左右辛苦其外交政策。最後

還有直官鄭和(1371-1433) 率軍出洋遠征及其對東南亞的影

響。約在 1435 年之後，朝廷對南方的關注日少，而自十五

世紀初帝都北遷到北京之後，與東南亞及其以外的地區更不

常接觸。除十六世紀中有幾十年時間日本海艦在中國海盜的

協助下劫掠華南沿海諸地以外，幾乎整個對外政策都集中於

鞏回北方的邊防。歐洲人東來，為海上貿易增加了新的規模，

但中國外交上對南方國家的態度，貝IJ甚少受其影響。

明代正式史錯清楚地反映出朝廷在十五世紀中葉以前，

曾集中關注與東南亞的關怯。在明太祖統治時期，曾鼓勵建

立正式的朝貢關係，但同時也企圖限制對外接觸的範圈。然

而，在(成祖)永樂朝的正史記載中，對外;有過一陣新的積極

活動。坎耍的文獻也補充描繪了清段史實。鄭和的海上遠征，

經東南亞而達印度洋沿岸，曾引起舉世的注意，這段歷史極

大地豐富了現代史學家對明初60年的研究。加以征服越南並

統治該國近20年，更豐富了有闋的史料及坎耍的文獻。到i~

五世紀三十年代以後，正史中有關對南方國家關保的記載較

少。中國沿海的外國商人和商船，多在廣東和福建進行貿易，

但只是在他們的活動危及朝娃利益或有違既定的對外政策

時，才偶爾有所記載。

3 八 明初的對外政黨

明太祖極重視汲取元朝對外政策上的經驗教訓。蒙古人

為征服南宋，曾從吐蕃東部進攻位於中國西南部的大理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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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進而威脅越南。在滅宋以後，即要求越南、緬甸、擇一老

一倖諸邦@、占婆甚至爪哇的君主向其臣服，當這些國君禾

能畢恭畢敬表示服從峙，蒙古人就出兵侵犯這些國家。不過

這種壓迫政策在忽必烈帝(元世祖 1260-1294 在位)死後就

已放棄，然而元代鼓勵海上貿易的政策，均不受明代間國君

主洪武帝的喜愛。私人貿易未受控制，並旦與朝廷的朝貢貿

易相混。在洪武帝看來，這種情況巳導致他所繼承而統治的

沿海地帶動盪不安。

元朝對南方國家的政策，建立在帝國的北方疆域不受任

何威脅的前提上，因而元朝統治者能搞調力量威脅其南方諸

間，並盡其力之所及向南擴張。明太極看到他的處境正好與

此相反;他面對的威脅來自北方。@他需要保鞋南部疆域及

沿海地帶的安全穩定，以便集中力量餒靖北面強大的蒙古一

突厥聯盟，並保衛從滿沙11西部到問藏東部的北方邊防。他因

此也無力同時再與其南方的鄰國爭霸。

按此觀點，明代的戰略地位與漠、屑、宋王朝類似。明

太祖的謀臣勸他從前朝的歷史中放取解決問題的答案，建議

他從歷史中找出建國各個方面的典範，而他對待南方各國的

政策也不例外。他恢復了早年漢、唐、宋各代以華夏為中心

的對外關係所使用的詞令，以及許多對待藩屬國貢使的古代

禮儀。他與元朝的政策有顯著的區別。他避兔顯示武力，迫

使對方歸順，而是對這些藩屬國實行間接控制。他強調藩屬

國應象徵性地承認中國為寰宇的中心和l他繼承帝位的合法

性。

然而，與先前各朝代的境倪也有明顯的區別，明太祖不

同於漢高祖(公元前 2的一 195 在位)或漢武帝(公元前 140-87

在位) .他7家繼 f 個人口眾多而在沿海防禦上又為許多嚴

52 中國與海外華人

重問題所困擾的南

子太宗李世民 (62E

北豪族的職業軍人

部族首領一起縱橫

有敵意的異域。有

棍控制了整個長城

人踐踏其國土問束

的典範，而是有所

對待其和平的南方

量到如何對付廣在

抽能抵達廣東福建

他早在 1369 ' 

璽書，主要是通 4

朝。@頗值得注意做

越南的使者是同臼

南印度和日本。JI:I

東南亞諸國中最先

~往元朝廷最後飢

明廷派往爪哇的做

派遣使臣到明廷。

之焦慮不安，設穿

上述一切，者!

表明在近百年元弄

了。這一時期明穹

的文詞，立t恢復了

封外國主主主、甚至

繁縛詳盡，但甜刁



海、緬甸、彈一老

:z ， 當這些國者未

巴這些國家。不過

294 在位)死後就

;官不受明代開國君

主與朝廷的朝貢質

也所繼承雨統治的

向北方疆域不受任

力量威脅其南方諸

;Ij他的處境正好與

喜保誼南部疆域及

化面強大的蒙古一

向北方邊防。他因

宋三朝類似。明

月題的答案，建議

也對待南方各國的

~代以華夏為中心

審屬國貢{吏的古代

避免顯示武力，迫

空制。他強調藩屬

包繼承帝位的合法

內區別，明太祖;不

帝(公元前 140-87

行車上又為許多嚴

重問題所困擾的南中國。飽和唐高祖李淵及其名聲赫赫的兒

子太宗李世民 (626-649 在位)也不同。李氏父子是出身於西

北豪族的職業華人，慣於在大草原上與游牧騎士及其兇猛的

部族首領一起縱橫馳騁。但對明太祖來說e 大草原仍然是具

有敵意的異域。和宋代的問國君主趙氏兄弟也不一樣，明太

祖控制了整個長城防墟。明代不像宋代，沒有遭受其大敵深

入踐踏其關土而束手無策。因此，明太祖並不完全依據前朝

的典範，而是有所創新地制定其前禦和對外政策，包括如何

對待其和平的南方鄰邦，他幾乎從根本原則上，就不能不估

量到如何對付廣西和雲南邊境以外的西南方陸上鄰邦和其船

船能抵達廣東福建港口的海外鄰國。

他早在 1369 年(洪武二年)就向南方諸王闡發出第一道

璽書，主要是通告他已驅逐蒙古人並建立了合法的新皇

朝。@頗值得注意的是，資詔使者出發時間的先後。派往高麗及

越南的使者是向日出發的， 一個月後又遺使分往占婆、爪哇、

南印度和日本。此時，占婆巴派出第一批貢便來中國，這是

東南亞諸國中最先派出使臣到明朝的國家。同時還發現爪哇

派往元朝廷最後的貢便，在元朝已覆亡時還留在福建，於是

明廷派往爪哇的使者乘便賠進他回國。越南很快響應，馬上

派遣使臣到明廷。但剛遺使不久，閻王就i踅世[.明太祖為

之焦慮不安，設祭致哀後• J日f封死者的住兒繼位為國主。

上述一切，都看重強調 f 以往的中國皇朝的傳統禮節:

表明在近百年元朝統治 F被廢棄的正常對外關係從此恢復

了。這一時期明朝對外政策的特點.是使用定制而符合常規

的文詞，並骸捏了適當的禮儀，如朝貢方物和頒賜答贈，冊

封外國君主、甚至頒發大明的新歷(大統歷)等等。雖說禮儀

繁縛詳盡，但均不要求實際歸順明朝的統治。其後對這種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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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性的歸順程度，又作了詳細的規定，但仍考慮應為提使前

來或遺使前往的國君所能接受間又符合傳統者為宜。但明代

對東南亞，至少有一樁扭越唐、宋的新獸，就是明太極珊走

起南占婆(還有高麗)之嶽?寶山川神號，並境定與國內的山川

之神同時祭扭。其往這一把禮還推及更南面的東南亞和更西

面的斯里蘭卡。雖說這僅僅是象徵性的，而且表面上看來，

是為了各國國君的長壽安康和其國土的太平昌盛時制訂的，

但對這些山) 11 名稱的研定和祭記，也是為表達君臨天下的天

朝皇帝對這些地方所負的責任，而這是以前從未如此明白宣

告過的@。

在這些禮儀背後，辭藻上的和諧與浩繁，不能掩蓋嚴酷

的現實。當時越南與占婆連年發生戰爭:元朝的梁王還統治

著雲南，而且沿邊境研帶的諸部族領主之間紛擾多事;在爪

哇梅和l馬六甲海峽地區諸閩中，政治上也時有動亂。明太祖

很快認識到他不得不介人仁述第\二兩項衝突之中，而第

三項衝突的後果，也必然要觸及他的帝國。

的確，終明之世，現今所謂東南亞地區對明朝廷來說，

至少存在若凹種不同的問題，每一問題都影響明代對南方的

外交政策的某一方面。室主綜述如下:

第一，越南與占婆的關億，最後以起南佔領占婆告終，

進而發展為對東埔慕的衝吏，再進而發展馬對泰國的敵對關

保。這些衝突雖說發午在離中越邊界尚遠的地方，但終究影

響了明代的海外政策。

第二，中國和越南關懷的特蛛問題。這些問題與第一項

有關連，但主要涉及兩國的邊界及越南對其西面及中國以南

各部族慣地的政策。明代擬將越南併人帝國版圖直接統治而

遭到失敗，成為東南巨大陸歷史上桶為重要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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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非尋常人物，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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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主動要;

和他要嚴格限制與f



月考慮應為派使前

:克者為宜。{且明代

就是明太祖冊定

亮定與關內的山川

面的東南亞和更西

而且表面上看來，

F昌盛而制訂的曹

長達君臨天下的天

前從未如此明白宣

贅，不能掩蓋嚴酷

已朝的梁王還統治

司紛擾多事:在爪

寺有動亂。明太祖

的會突之中，兩第

重對明朝廷來說，

彭響明代對南方的

結佔領占婆告終，

這對泰國的敵對關

內地方.fê_終究影

言些問題與第一項

主西面及中國以南

萄版闡直接統治而

耍的一件大事。

第三，明帝盟的海上軍事和商業活動，涉及南中臨海的

沿海諸圈，從呂宋到奉國及古婆的港口，也涉及馬六甲海峽

以外諸國，並在十五世紀初的一段短時期中，與印度洋沿岸

遠至西方的阿刺伯和東非，取得了密切的接觸。這種聯繫也

把印度、波斯(今之伊朗)和阿刺伯的貿易商，作為一部分官

方使團招來中國，其後又聶葡蔔牙人、商班牙人和荷蘭人沿

中國的東南海岸為進行新的商業和政治活動闊鞠了道路。

第四，明朝廷宣稱它統有了今日緬甸、老祖等地西南部

的害者土邦，一如對雲繭，通過土司進行管洽。這套行政體制

是繼承白元朝的遺產。當年元朝征服大理的南詔王間，將其

歸併入元帝國的版圖，作為一行省而建立了造套行政體制。

就在明取代元之前不久，有一項具重要意義的事態發展。隨

著越南人和緬甸人向南方擴張，現代泰閻人的祖先也向南擴

張。他們在1350年建立阿瑜陀耶(大城 Ayuthia)王國，沿揖

南河谷延伸，將北面的遲邦 (Syam 或案可泰 Sukhothai)和

南方古邦羅制 (Lo-ho 或華宮里 Lopburi)合{并為一王圈，在

中國奧書上稱為進羅(今之泰國)。

自元朝皇帝忽必烈汗遠征大理、緬甸、越南占城及爪哇

諸國之後，東南亞地區造成為此後中國皇朝施政的目標。這

一系列緊張驚人的事{芽，給這一地盛留下共同的經驗;即在

此以前，從未有過如此強大的勢力深入地推進到南方。這也

使有關各國深感與如此強大和具有潛在侵略性的中關為鄰如

何共處的問題。因此，像明朝開國之君能越多擊敗蒙古王朝，

必非尋常人物，理應加以崇嗽。因此，明太祖致東南亞各國

的第一道璽寄贈結合此等前後情況加以理解。

明太極主動要求取得鄰國對其皇朝合法性的承認，可以

和他要嚴格限制與外國接觸的意圖加以對比。這些限制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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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儒家的吉詞說得很堂皇，但實際上的理由更為重要。

太祖堅信，必須將一切與大明帝國疆域以外有關的事宜，由

中央集中嚴格掌握。雖說他主要關心的是皇室和帝國的安全，

然而他也急於控制一切對外貿易，以保鞋在一些敏感的沿海

地區的貿易，不會擾亂其國土上的法律和秩序，因此保持對

外國君主的正式關館和禁止私人對外通高，就成為首要大事

了。這種政策並不等於要禁止一切海外貿易，只是使之非法

化與秘密化，而且大部分不留紀錄而已。本章將不述及對外

關係中的過南方面，而是著重於明帝國制度如何運用於其東

南亞鄰邦關係方面。

朗太祖遺使分送璽寄給東南亞外邦，宣告大明皇帝即位

接替了蒙元，其直接白的在於很快分清哪些鄰國願意和中國

建立親密關係而哪些貝IJ否;哪些鄰邦對中關有所倚仗和友好，

而哪些別具有潛在的敵意。很快人們便看清楚，不像元初年

的蒙古皇帝那樣，明太祖要求這些鄰邦的，不是著重禮儀上

表示臣服於“天子"，而是正式承認新皇朝。他集中力量於一

個較小的勢力範圍，並力求限制各閣貢f吏的次數，遲照儒家

經書所定，堅持相鄰之邦三年一貢，其他各閱每一代新君則

朝賞一吹。他鼓勵臣下從三方面注意這些對外關係:隨時留

意對天于表示崇敬的需要;對邊患的反應要迅速;對待任何

外聞與國內政治問題上的聯繫要提防。他又定下另外兩頃明

確的外交政策:對海外國家不得加以攻打:朝貢鶴僚、不得用

以牟利，更不可與私人海外貿易相混。

明太祖制定的這些對外政策，的確有所創新，並形成了

此後五百年間，中國對東南亞諸間關僚、的基礎。其對外政策

中創新的方面須加以說明。誠然，他注重對天子的崇敬，看

上去似乎是舊傳統，但其行動並非例行公事或虛有其表的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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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由更為重要。

←有關的事宜，由

主和帝國的安全會

-一些敏感的沿海

J序，盟此保持對

就成為首要大事

吉，只是使之非法

立章將不述及對外

E如何運用於其東

E告大明皇帝即位

空鄰間願意和中國

有所倚仗和友好，

?楚，不像元初年

不是著重禮儀上

他集中力量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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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國每一代新君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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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創新， 立在形成了

巴礎。其對外政策

t天子的崇歇，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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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雙方便節往選的背後，都有道義和政治目的之意識，在

歷坎遺使前往越南的活動中可以誼實此點。驢南在經過一個

世紀和元朝之間的微妙關係後，對涉及它自己的獨立和白等

的問題甚為敏感。明太揖洪武年間，適與越南的陳氏王朝的

數十年動亂時期相重合， 1369 年(洪武二年) ，明太祖所遭

赴越的第一、二兩故使者，正值陳氏王位發生嚴重的繼承糾

紛。其時陳氏朝的老王裕宗陳日煌方逝，其已故長兄之子陳

臼煙繼承王位。明朝廷十分謹慎，以隆重的禮節正式承認了

這狀繼位。不到一年，當時的實際統治者陳叔明(藝京)逼死

新王陳日懼自立，但對明朝廷聽瞞實情不報， j革以他自己的

名義對明遺使奉表朝貴。明太祖終於查究到實際情況，理所

當然地拒絕對陳叔明的承認(部其貢使) ，並加以責備。

兩年後陳叔明放棄王位，讓位予他的弟弟，陳日端是為

睿宗，與明朝廷的朝貢關係又得到恢復， i旦叔明仍實際執政，

因而終叔明掌權之日兩闊的關儀冷淡，太祖對其所立的睿京

日 J揣和日怖之子廢帝陳臼煒，都未予以正式珊封。不久，廢

帝陳臼煒又被其表兄黎季釋推翻並敢死，明太祖對安南的統

治者更不信任並懷有敵意。 1393 年(洪武二十六年) ，他又

一吹拒絕了越南朝廷派來的貢便。只是到洪武朝最後三年

(1 396 一 1398) (洪武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由於沿明帝國與

越南交界地區的糾紛，才恢復了外交關係，但遠非友好。明

太祖把正式承認及遺使加封的學動，棍為對越關係的可靠基

礎，而起南統治者的一系列鑫試行為，使他所有這些舉動成

為受愚弄的傻事。對此他最為憎怒，因此，當 1396 年越南

於其前王陳叔明卒後一年餘方來告哀，明太祖下諭禮部:

....叔明之死，若這使弔慰是撫晶L 巨而與賊子也。

異日四夷聞之豈不效尤、 1王謀躍發，亦非中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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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外夷之道也。爾禮部咨其國知之。@

但就在 1395 年(洪武二十八年)，對越南的外交活動曾

一度單方面地恢復，說明明太祖對邊蠶的糾紛反應很快。當

廣西南睡沿越南邊境的龍州部落發生叛亂時，由高級官員率

頓的使團兩吹前往越南。當問題看起來很嚴重時，就不計較

進賀禮儀的細節了。而早些時於 1381 年(洪武十四年)，現

是在沿越南邊境地區曾出現過並不那麼嚴重的糾紛，其時洪

武皇帝部命令廣西省當局此後拒絕越南的來華貢便，不過實

際上第二年仍舊接納了-批貢使。@

明太祖對邊境安全的重規與捲人鄰邦之間的糾紛，顯然

有明確的區分。明廷有關越南和占婆相互攻打戰爭的一些詔

頗堪一讀。洪武帝不顧在兩國尖銳爭議中，傾向於任何

一方。在十四世紀七十年代中，他曾五吹勸告雙方罷兵修好，

甚至在越南失去研廷的好感而占婆均按時禮奉明朝之時，明

太祖始終堅持其一視同仁、不偏不倚的原則而毫不動擂。但

對涉及帝圓安全的問題，反應則不悶。當 1384 年用兵於雲

南時，明大軍需求軍糧，就遺使要求越南饋鍋，沿紅河送到

邊境。 1395 年平定廣西邊境龍州之叛峙，又要求越南就近

輸齣龍州軍。塘、之，當明朝廷用兵平定靠近越南的邊境地區

時，越南是無法保持中立地位的。

更為敏感的則是，外國君主對待大明使臣的問題，可舉

兩例來說明明帝對此的關注:第一個是對越南的問題，越南

長期以來自居為與中國抗衡的南方帝國，而且以其能抗拒蒙

古人(元朝)的壓迫而生存之歷史紀錄為驕傲。明太祖決心要

實現其至尊身分，不容任何對其環宇一人的最高地位挑戰，

和他決心保持從前朝繼承下來的等級關保。這是他責無旁貸

的事。因此堅持有關的禮節必須嚴格遵守。當他派往越南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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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求蟬南就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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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以其能抗拒蒙

傲。明太祖決心要

的最高地位挑戰，

。這是他責無旁貸

。當他派往驢南冊

封其閻王的使宮，聞知這位閻王逝世的消息，便拒絕人境向

故王的繼位者說賀。趣南人不得不申報前王逝世的許悶，並

呈請大明皇帝批准新玉的繼承，予以加封。

在便越南就範以後，洪武帝又對所遺使臣不顧冒犯，拒

受敵南盟君的饋贈大為嘉獎。這足以說明是皇帝本人而並非

其臣下在掌握對外關係，問時顯示越南的卑下地位，它只能

進貫而不配頒賜，即使對中國的使臣也不可以。的確，越南

決心在外交上實現某種程度的平等關係，成為其復數十年間

對中國關保緊張之源。明朝禮部為如何接待越南竟使和在越

南應如何接待明朝派遣的使臣，制訂了一套更為繁縛的禮節，

甚至連明太祖也不得不告諭禮部不可過分。同時，越南被迫

放棄歲遺貢便問與古婆、真臘和遲羅，向按五年一貢的規定

行事。其後 1383 年(洪武十六年)朝廷遺宮資送驗擺明朝廷

派出使節所持體件用的勘合信符，給占婆、真臘和邊羅三國

而不給驢南，也可以認為是失去大明皇帝好感的徵象。@

第二例涉及對待三佛齊國(室和l佛逝(Srivija)吋或者說

是對待蘇門答臘東部、中部一帶及馬來半島的馬來世界的關

f系。決蘭特斯(o.W. Wolters)一教授曾研究 F這一時期明朝與

馬來國家聯繫的背景，並對影響明朝與馬來國家關億所發生

於十四世紀七十年代和其後九十年代的各事件，作了新的解

釋。@他的解釋強調了明太祖不鶴，心東南亞海域並對其政治

局勢的細節無知。他的解釋也強調該地區的國君及其藩屬之

間的複雜關係，而這一點坤是明朝所未能加以關注的。法爾

特斯也令人信服地闡明了當地對貿易及合法地位的紛爭，如

何有可能將明朝的官員牽扯進去，以及他們又如何導致明太

祖作出不體面的錯誤決定，並使得他遺派的使者喪命於爪哇

人之手。即使明朝官員並未與外國君主同諜，但他們未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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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明太祖失誤，使皇帝對他們起了疑心。特別是懷疑其當朝

宰相胡惟庸。胡後來被控私通日本及與應對中國沿海寇諒負

責的那些人有密謀關係。而研州衛(今寧波)指揮使林賢因受

胡惟庸派遣下海招優罹罪受誅一箏，更使太祖皇帝對其臣下

干預對外關僚的懷疑，得到證賞。因此規定與外國人交往，

必續絕對是正式關係，並嚴加控制。@

顯然p 按照明朝皇帝的觀點，朝貢關館不是用以謀利的，

應當著重指出的是，他明確禁止對海外國家進行侵略的政策。

這項對南方及東方國家所採取的完全屬於防禦性政策的新特

徵，極應予以董老見，它不僅肯定了漠、庸、宋之代的舊政，

否定了元世祖忽必烈的有關舉措，而且為明代的對外政策，

確立了重要的理論準則。

尤其重要的是，此項政策首先在 1371 年(洪武四年)

布、其後匯人 1373 年(洪武六年)編成的明太扭〈祖訓錄》中，

而且直到洪武末年的〈皇明祖訪iI}最佳文本中，仍然詳細肯定

了這一修訂後的政策。這是明太祖始終不渝的若干基本政策

之 。由於這是一填土上告天下的特殊政策，值得我們全文摘

引。其主要一段載於 1373 年的《祖訓錄)@:

凡海外夷國如安南、占城、高麗、 i霆羅、琉球、

西洋、采洋及南蠻諸，j、圓 flt山隔海僻在一隅，得

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

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悉，而

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筱t吐子孫倚中國富強

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

胡戒逼近中閩西北. -t吐為 i是悉，必i還將練兵時謹

備之。

〈祖詔11錄》開頭一章中的上述引文也保存在最後於 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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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洪武二十八年)

的部分值得重棍，

在該章最末，而在]

祖訪11第四項。

此外，指名不

引文所述的三個國三

答刺(蘇門答臘北訶

西爪哇)、三弗齊閻

部)及浮呢閻(婆羅j

增人頗為重要，因巨

的藩屬。但令人感興

巴經知悉勘泥是月\.11:

左右，也知悉三佛要

二十八年)依然將Jl:i

1397 年(洪武三十年

在後一文本中，

有真臘和遲羅之間1頁

並限制只准三年來一

祖皇帝，在進貢使E

年摳，曾數吹為此受

直至 1379 年此種行

才是派出這些進貢佼

者主謹慎從事。最後

的提法都刪掉了。看

說得較以前更為周詳

政泊情況。刪去“海生

去後就可以耙高麗和



工別是懷疑其當朝

-中國沿海寇諒負

指揮使林賢因受

;祖皇帝對其臣下

:與外國人交往，

不是用以謀利的會

進行侵略的政策。

1禦性政策的新特

宋三代的舊政，

1代的對外政策，

年(洪武四年)

太祖〈祖訪11錄》中，

立，仍然詳細肯定

站的若干基本政策

值得我們全文摘

巴羅、 王克正i豆、

持在一隅，得

?包，若其自不

包中國悉，而

系倚中國富強

刃記不可。但

!_將練兵時重堇

:存在最後於 1395

年(洪武二十八年)訂正的文本中。後一文本中再增添及修訂

的部分值得重視，並可能是重要的。在前此文本中 1比節列

在鼓掌最末，而在最後的修訂文本中，本節被列為最重要的

禮部|第四項。

此外，指名不征的國家為 15 個。在東南亞地區除上面

引文所述的三個國家外，又增加了 7 個國名:其臘盟、蘇門

答刺(蘇門答臘北部)、爪哇國、溫亨國、白花盟(“拔資H或

西爪哇)、王弗齊觀(室和l佛逝或巴鄰旁，在今蘇門答臘中南

部)及浮泥盟(婆羅洲) (以上國名見〈皇研祖訪11))。後由國的

增人頗為重要，因為四者當時大的都是爪哇“滿者伯夷"王朝

的藩屬。但令人感興趣的一點，是明太祖白 1371年(洪武四年)

已經知悉融泥是爪哇的藩屬圈，而約在 1378 年(洪武十一年)

左右，也知悉三佛齊向為其藩屬。然而他直到 1395 年(洪武

二十八年)依然將此二國列人他的不征 15 聞名單中，直到

1397 年(洪武三十年)才公開承認三佛齊是爪哇的藩囑圈。

在後一文本中，明太祖對這些國家也加以區別，指出只

有真臘和遲羅二國與明帝國投有發生過糾紛。趣南不得好感，

並限制只准三年來一一狀貢使。占城和其他南方國家曾欺瞞太

祖皇帝，在進貢使圈中包括了私家商人E 這些使國從 1375

年起，曾數吹風此受到明朝廷指責，要求停止此種欺騙行為，

直至 1379 年此種行為才告停止。顯然洪武帝很清楚，貿易

才是派出這些進貢使團到中國的主要目的，但他要這些外國

君主謹慎從事。最後把海外國家的“海外"一吉司和“蠻夷小國"

的揖法都刪掉了。在列舉 15 個不征之國方面，最後修訂本

說得較以前更為周詳. f曰並非就更準確地反映該地區的實際

政治情況。刪去“海外"一詞是否有意如此，難以肯定，但刪

去後就可以把高麗和安南包括在內，因為太祖一定注意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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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國家都是可以由陸路加以征伐的。

明朝廷也和陸路可連的南方國家建立了外交關儀。明太

祖首先是從元朝的官方紀錄中，瞭解到雲南以南的外邦。

1371 年(洪武四年) ，他向各方派出使圈，當時很可能曾派

出途經越南前往緬甸的使圈。這故遺使國占婆人侵越南賄受

阻，在越南逗留逾兩年迄未能人緬。其間 4 名便臣中有 3 人

逝世，到 1373 年，僅存的一人回國。@結果便不再致力於與

緬甸聯擊了。原來洪武帝認為緬甸是越南之外最強的國家，

可能曾希望和它聯合起來，攻打當時還控制著雲南的蒙古政

權。如果雲南不是在公然反抗明室的梁王統治之下，明太祖

會不會把雲南併人帝國的版闢，間然難說;但雲南仍在蒙古

人統治之下的事實不可避免地使明太極遲早要進行軍事征

討。 1382 年(洪武十五年) ，明軍勝利完成征慎之役後，對

元朝在該地區派駐中央官員統取各部族的方針加以修改;土

司制度推行到帝問邊境以外，當地的國君或頭人被任命為各

級欽命地方長官，至少在名義上是為皇帝進行撫泊。造種封

授官職制度，混淆了國外的藩屬與不在皇帝直接行政統轄之

下的自治地區之區別。因此，若干冉一寮一倖族地區的設置，

導致一種特殊的情況，即明朝承認遲羅(阿瑜陀耶或遲羅)的

統治者為國玉，而其他所有的擇一寮一條、緬，或孟族的統

治者，部都得不到這種稱號。這些部族地區的統治者，僅僅

封授以武職官銜:立11各級宜慰使、宣撫使、安撫使等，被認

作更直接隸屬於大明統治的土官。。

在此時期，外交政策上一項最重要的改變，則是明朝廷

決定不再承認緬甸是一個王圈。這個決定來自明代的政策:

既鼓勵間接統泊，同時又降低中國西南部捕方部族統治者的

政治身分。在征服雲南以後，此項政策又確定向更南方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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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推廣實施。 1392

(名義上是明朝所圭

甸邀遺便到中國。

所統治地區的宣慰

圈，他們認識到自

起了若干揮邦(甚至

的緬甸園業已瓦解‘

明朝廷繼續封:

帝看來，卯禪族(11.

司)是這些土邦中重

甚近，控制著薩爾誼

甸) ，統一諸彈邦量

多幾年，洪武帝實1

明朝廷巴設置了三{

慰便可(閉雙版納及

清邁(八百宜慰使司

甸王朝聯繫的外交E

是對卯揮脹的麓川

四年)以後貝自由明;主

r另外兩處宣慰使干

府宣慰便可心事)，

永樂帝推行的是一事

有靈是不會同意的。

3之永樂擎的主

明朝開闊的太祖



外交關係。明太

南以南的外邦。

當時很可能曾振

;婆人侵越南而受

名使臣中有 3 人

便不再致力於與

4外最強的國家，

i著雲甫的蒙古政

:泊之下，明太祖

但雪南仍在蒙古

早要進行軍事征

征讀之役後，對

針加以修改:土

4頭人被任命為各

行撫治。這種封

F直接行政統轄之

泰族地區的設置，

銜陀耶或遲羅)的

緬，或孟脹的統

的統治者，僅僅

安撫使等，被認

變，則是明朝廷

自明代的政策:

1方部族統治者的

:定向更南方向地

值推廣實施。 1393 年(洪武二十六年)明朝通過清蟬的君長

(名義上是明朝所封的宣慰使司)又一故與緬甸取得聯繫，緬

甸道還便到中國。 1394 年定都阿瓦的國君被明朝封授為他

所統治地區的宣慰使(緬中宜慰使司)。朝廷無意恢復緬甸王

園，他們認識到自從元代摧毀了建都蒲甘的緬甸園以後，興

起了若干揮邦(甚至在阿瓦建都的關君也出自揮王族)。原來

的緬甸園業已瓦解。

明朝廷繼續封這些土邦實行分化和削弱的政策。以洪武

帝看來，卯揮族 (Maw Shan) 的麓川土邦(麓川平緬宜慰使

司)是這些土邦中實力最強、最有威脅的一個。@麓川距大理

甚近，控制辛苦薩爾溫江以外的大片地區，並蓄意摧毀阿瓦(緬

甸)，統一諸禪邦置於其統治之下。於是在征淇成功以後不

多幾年，洪武帝實施了籍制該邦並削弱其勢力的行動。當時

明朝廷己設置了三個擇一倖族的宣慰便，另外兩個是車里宣

慰使司(西雙版納及其附近屬於今雲南、緬甸及老值之地)和

清道(八百宣慰使司)。清邁曾提供了明朝最初與在阿瓦的緬

甸王朝聯繫的外交中介:而對阿瓦的禪脹統治者授以官銜則

是對卯揮族的麓川土邦加以籍制的另一步驟。 1402 年(建文

四年)以後則由明太祖之子永樂帝在與麓)11 相鄰的地區升置

了另外兩處宣慰使司(譯按:當指永樂;元年升木邦及孟養工

府宣慰便向一事).以完成其分化瓦解老緬甸間的臼標。{ê

永樂帝推行的是一種更為具有侵略性的政策，如其父洪武帝

有靈是不會同意的。

3.2 永樂帝的對外政策

明朝開闊的太極皇帝曾為其繼位的後代子孫制定了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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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框架，詳組條列此後對外關係中必須遵循的準則，並

要求嚴格遵守這些詞11示，但實際上並未能獲得照瓣。第一個

繼位者是他的張子建文帝朱允歧，被其叔父(朱棟)推翻，朱

棟築位是為永樂帝(站成祖) ，他覺得其繼承大統稱帝，要像

他的父親太祖一樣徹底合法化，造軾的括實施全面的侵略性

對外政策。其非常激進的政策中，就涉及對東南亞及瀕臨印

度洋各國的關係。最著稱的一項政策，就是派遣王實太監鄭

和統率大艦隊多吹遠征，揚威海外。在永樂朝，越南和中國

之間日益緊張的關餌，蓋過了越南和占婆間的糾紛。連對搏

一寮一倖族諸邦的關係上，也受到他要統治越南的侵略性政

策的影響;同時，與其他海外國家的關僚，也受到鄭和船隊

遠航“西洋"的影響而黯然失色。為瞭解永樂朝對外關係的發

展，最好先考察一下對越南的侵略，再研究一下鄭和的遠征，

並分別估量這兩者所產生的後果和深遠的影響。

表面上看來，永樂帝只不過重行肯定他父親的政策:不

准社通外國:私人不得進行對外貿易;除了嚴格規定的朝貫

制度以外，不得進行任何貿易或其他交往。在執行中，他更

為頤指氣使、更具有侵略性，當別人(不管是中闊的冒險家

還是外國的統治者)不按照其意圖辦事時. f也要比他父親更

想進行干涉或威脅。他的好戰性，可能由於皇族中人仍認為

他的靖難奪位是一個污點. I而使他心懷不滿，欠缺安全感。

也有可能來自於他對使用武力的態度。他是一位偉大的武人，

相信許多問題可以運用軍事于段來解決。他和越南的關像正

是這…立場的最好說明。當時越南的新統治者(譯按:當指

黎季當廢陳建立胡朝，國號大虞)曾於 1的0 年請求永樂帝的

佳兒建文帝的承認(請封)未能獲准，至是又向永樂帝請求承

認他對被推翻的陳王朝的合法繼承。永樂帝對此很謹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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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事態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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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遵循的準則，並

隻得照辦。第一個

叫朱棟)推翻，朱

長大統稱帝，要f象

實施全面的侵略性

可東南亞及瀕臨印

是 t派遣三寶太監鄭

起朝，驢南和中國

司的糾紛。連對禪

合起甫的侵略性政

也受到鄭和船隊

提朝對外關餘的發

一下鄭和的遠征，

彭響。

也父親的政策:不

「嚴格規定的朝貢

在執行中，他更

?是中圓的冒險家

他要比他父親更

安皇族中人仍認為

窮，欠缺安全感。

一位偉大的武人，

J~和越南的關係iE

治者(譯按:當指

)年請求永樂帝的

之向永樂帝請求求

育對此很謹慎。這

是因為他的父親洪武帝對自 1370 年以來，那里發生過一系

列的王位鑫奪頗為不'挽;至於對明朝廷的查詢，越南投有一

個統治者能對其繼承的合法性，作出令人滿意的答覆。

3 圖 2.1 越南

永樂帝按他父親明太祖的政策，要求核實越南盟君繼位

的合法性。當他的官員黨告他，新玉是棟王朝的至親，被選

擇為新的統治者時，他便滿意了，並賜封這個繼位者為安南

“閻王"。但數月後，他發現此人是個拭君主美國者而感到很惱

怒。三十年前也曾出現過這種事情，當時明太祖曾被蒙騙而

受人利用，便組南朝廷在政治上得到好處。永樂帝雖也曾堅

持要對越南新主所稱的繼承資格加以核實，但仍被蒙騙了。

不久，尋獲陳氏王室的唯一後代(陳天平，事見《明史 32 1)，

譯者) ，並出明朝遺使護送回越禹王，但剛到達驢境就被謀殺。

永樂帝早已許諾支持被廢的陳氏王朝，這時他對越南鑫位者

的奸詐行為，深惡痛絕，立即 F令對越南進行大規模的征討。

他雖然明知越南是太祖皇帝列為“不征之盟"之一，但他認為

當時的事態嚴重，使他具有充分的理由不依“祖詞11"行事。對

不法畫畫奪王位者，絕不能不加懲罰，任其逍遙白得。也許他

亦意識到自己登基的合法性有問題。他當然不允許別人把他

當成是個不全力支持合法王軍的人。

來自十數省的遠征大軍指戶]越南，其規模足與25年前明

太祖征服雲南的大軍相比擬。主力道出廣西人越，另一支慎

軍臼雲南}I反紅河南下人越，其他各部則由海路進發。初役很

快奏捷。但這故征越之役和以前征淇之役有所不同，此時越

南已形成相當統一的國家，並按中國的模式建立起一套頗為

完整的行政機構。越南具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又有豐富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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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釀，足以反抗將它併人中華帝盟。@

越南與中國在表面上的相似，使永樂帝作出了令人遺臨

的決策。不滿足於僅僅推翻鑫奪者，他認為越南與中國的相

似，足以決定將它重建為中闊的一個省。陳氏朝的王室巴不

存在王位的合法繼承人，永樂帝認為他可以根據一千五百年

前，漢朝的疆域，有權對歷史上的領土恢復統治，納入版園。

這就導致其不可挽回的錯誤決策一一取措越南閣，改為都霖，

由南京的朝廷直接治理。

另一原因是由於越南宣稱它是與明代中國相對等的帝

國。當明軍攻佔蘊南首都後，找到越南稱帝、使用紀元及誼

號的“皇朝"紀錄和文書;這些資料誼明了錯南朝廷悟越稱帝

的欺詐行為。永樂帝據此斷定越南人是習慣於接受中國的皇

權統治，但是他均不知道這種單從文化上作出的假設論斷，

是與越南類似文化上的民族主義相抵觸的。事實是這種原始

的民族主義，使用中周文化的名詞來表達，極易令人產生誤

解。

對越南的戰事，經過二十年的戰爭和佔憤之後終於放棄，

黎利(Le Loi)(譯接:黎利於永樂十六年(1418) 起兵，後稱帝，

國號大越，誼太祖，見《明史. 321 .安南傅}o) 游擊戰衛的

驚人成功等等，在中國和越南歷史上都佔有一定的地位，茲

不詳述。@但重要之處在於中間在組南的失利，對中國與東

南亞其他國家的關係有何影響。越南的兩個鄰邦被牽進這場

衝突中。作為越南的世仇和中國忠實外藩的古婆，→直依仗

中國阻止越南的侵犯，其時部發現與中國直接為鄰比和較小

的越南為鄰更為不寧。當時古婆統治者曾被迫派兵輪制以支

持大明對越南的f占領，但他們很快發現原先他們和越南在領

土主權上有爭議的地區，現在中國的官員也提出租越南同樣

的 中國與海外華人

的要求。一旦明朝

尤其重要的是;

中國朝廷的威信是

不敢去嘗試探之險|

有效的過制力量。，

明朝的軍隊在?為誡J

後，明朝廷的威佑，

勢態發展而狼損失

它對黎利的頑強抗i

一個更為強有力和 l

中國皇朝對越南的1

占婆為恢復其原有J

果則是災難性的。望

明皇朝對越南的告;

對韓南的侵估，

響。古婆人由於中 l

得膽大起來，他們?

到來自兩個方向的?

張領土，從西面蠶'

朝廷的幫助，過制J

後，使輪到由越南，

老睡在明朝佔d

醋。老姐是雲南以}

位由永樂帝授封效j

棉人(真臘或東埔療

保持各自分立，以i

的，明朝的策略也;



帝作出了令人遺憾

為趙南與中國的相

凍氏朝的王室已不

以根據一千五百年

夏，鏡、泊，納入版關。

遠南圈，改馬郡縣，

亡中盟相對等的帝

帝、使用紀元及論

述南朝廷偕越稱帝

質於接受中國的皇

牛出的假設論斷，

i 事實是這種原始

極易令人產生誤

i領之後終於放棄，

18) 起兵，後稱帝，

傳)0) 游擊戰衛的

何一定的地位，茲

￡利，對中國與東

因鄰邦被牽進這場

均占婆，一直依仗

主接為鄰 t仁和較小

皮迫派兵輪制以支

t他們和越南在領

且提出和越南同樣

的要求。一旦明朝佔有這塊地區，占婆就更為求助無門了。

尤其重要的是戰爭的結局。在永樂帝發動征越之戰以前，

中國朝廷的威信是以極強大的軍事實力為後盾的。蘊南人從

不敢去冒試探之險的。大明皇帝的一封告誡詔諭，就是一個

有效的過制力量。但當戰爭在最初幾場勝仗以後屢遭挫折，

明朝的軍隊在消滅越南“叛逆H的戰爭中-一坎又一吹失敗以

後，明朝廷的威信便喪失了其過制力量。占婆最後面臨三種

勢態發展而狼損失措:它由於中國官兵的貪婪勒索而憤怒;

它對黎利的頑強抗戰，欽佩臼增:最後中國之失敗及出現了

一個更為強有力和團結的越南園，使它感到震驚。終明之世，

中國皇朝對越南的權威一頓不振，這就決定了占婆的命運。

占婆為恢復其原有與越甫平等的國家地位所作的努力，其結

果則是災難性的。當幾十年後越南人得到消滅占婆的機會時，

明皇朝對驢南的告誡已毫無權威作用了。@

對超南的侵估，在東南亞大陸上其他民族中也引起了反

響。占婆人也於中國進兵並佔領了其世仇越南人的家間而變

得膽大起來，他們便去攻打東埔察，有-段時間，東埔泰受

到來自兩個方向的侵襲，因為此時阿瑜陀耶(還王朝)也在擴

張領土，從西面蠶食來埔慕。東埔察這仗，戀、算成功地獲得明

朝廷的幫助，過制住占婆的侵犯。但其後中國從組南撤退之

後，便輪到由越南人來過制並最終膩了占婆。

主姐在明朝佔領越南時期中所扮演的角色，更令人感興

趣。老姐是雲南以南擇一寮一倖諸民族邦之品，其邦君是一

位由永樂帝授封效忠於大明的“宣慰使"。老攝之產生來自高

棉人(其蠟或東埔蔡)的努力，他們希望眾多的棒族部脹領袖

保持各自分立，以制止阿輸陀耶王國的擴張。出於不同的目

的，明朝的策略也支持沿其西南邊疆的部族政權保持分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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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會因此明朝承認老值的土邦地位，正如他承認車里(西

雙版納)、八百(清邁)、麓J 11 (卯揮人)以及其他若干土邦一樣。

老鱷滿足於用外交手段維持其存在，它南接東埔蔡，東

鄰越南，北隔若干小部落聯盟與中國交往。但當越南在中國

統治之下時，老蟬的處境就不甚安全了。潰敗的越南軍不願

南逃以求世仇占婆的幫助，寧可到老祖棲身避難。老蟬的君

主無意參預渣場戰事。他一直不希望中國成為其近鄰，也許

對越南人普遍仇視中國統治還頗為同情。同時他也不想觸怒

大明朝廷。因此，當明朝要求老極不要幫助越南人時，他告

誡越南的“叛亂者"不得使用老祖作為反明活動的根據地。不

過他可能估計到從長遠看，他的國家還是必須和安南為鄰共

存並處，閻而他注意不要惹起越南人對老蟬的敵意。

所有與雲南接壤的各邦都感受到人侵越南的影響。雲南

省提供了征越之役的大量軍力，不僅為了最初的征討，而且

為了其復擊潰越南人持續的抵抗。到了 1428 年(宣韓三年).

越南人溯紅河反壞直到雲南邊境，從而劃清中國和安南在雲

南東南部勢力所及的界限。在這一帶地區，人數不多的少數

民族部落大約都接兩闊的威力所震攝，他們都向其較強的鄰

國臣服:但其中兩個大邦(老值和茁雙版納[車里] )和兩國都

有共向邊界，不得不在兩強之間保持平衡，十分小心謹慎以

維護其獨立。確實，只要永樂帝在位拉表現 tH樂於訴諸武力，

則所有雲南邊境外的土邦都明白他們保持和平是最明智之

舉。

當然，永樂帝決非單純依靠武力威齋。他繼續實行其先

皇的政策，分化瓦解實力強大的西南土邦，至少封授 F五個

新的宣慰或宣撫{吏，大都是為了分解麓川上邦卯禪族勢力，

並用以過制緬甸政權的繼續壯大發展。他對阿瑜陀耶(還)王

個 中國與海外華人

輯推行調子故策:

來半島指向滿刺力

攔遲王國向北對忽

而吉之，缸俊雄再

明帝屆將對他們只

大明哥國既無意ii

甫的失敗以及黎民

給東南亞大陸各盛

滿足中關人自尊J莒

3.2.2 鄭和的話

永樂帝跑於趣

的海上遠征與之校

南方興兵的明白道

威望付出極巨大飯

利益。其玉，到永

很顯然於明帝國不

永樂帝為了減輕在一

注一擲的親征，改

帝(明宜宗朱膽基〉

威脅以後，便把征

然則永樂帝為

後又延伸到阿刺伯

普天之下的合法承

亡海外的建文帝 (f

可能只是向眾人掩

的藉口而已。但是



知他承認車里(園

地若干土邦一樣。

:南接東埔案，東

f旦首，蘊南在中國

t敗的起南軍不顧

t避難。老蟬的君

:為其近鄰，也許

i時他也不想觸怒

j越南人時，他告

i動的根據地。不

、須和安南聶鄰共

i的敵意。

:南的影響。雲南

:初的征討，而且

~8 年(宣種三年)

中國和安南在雲

人數不多的少數

!都向其較強的鄰

車早lJ )和兩國都

十分小心謹慎以

臼樂於訴諸武力，

和平是最明智之

他鱷續實行其先

至少封授了五個

邦卯揮族勢力，

阿瑜陀耶(選)正

闢推行兩手政策:在海上，他阻止進王國向南擴張並進人馬

來半島指向滿刺加(Malacca，馬六Ej3 )õ 時在陸上，他並不阻

攔遲王國向北對緬甸、東埔麥和禪 老一接諸土邦用兵。簡

而吉之，缸{戈越南驚動了所有與中醋的南疆接壤諸邦，瞥惕

研帝盟將對他們用兵。然而也許更為重要的是從長還來看，

大明帝國既無意也無力征服及吞併佔有以甫的地臣。它在越

南的失敗以及黎氏王朝的巧妙外交手段，使明帝陷入、困境，

給東南亞大陸各國上了重要的一諜。蘊甫的事例表明可以在

滿足中盟人自尊感的同時，保持政治上的獨立。

3.2.2 鄭和的海上遠征

永樂帝施於臨南的侵略政策，在印度洋方面則另有鄭和

的海上遠征與之相對應。第一，兩者都違背了明太祖不得向

南方興兵的明白遁詞11。其二，兩者都為增高永樂帝的榮譽和

威望付出極巨大的代價，但並未帶來經濟收獲和長遠的政治

利益。其三，到永樂朝末年，這兩種政策都變得負扭沉重，

很顯然於明帝國不利。 1419年(永樂十七年)遷都北京，以及

永樂帝為了減輕在來自蒙古在北方更嚴重的威脅所作一坎孤

注一擲的親征，改變了對外政策的焦點。難怪當其孫子宜德

帝(明宣宗朱膽基)登基，發現圓庫空虛及北方邊境受到嚴重

威脅以後，便把征服腫南和海上遠征全部放棄了。

然則永樂帝為甚麼要派遣遠征艦隊到東南亞和印度，其

後又延伸到阿刺伯和東非?這肯定和i他築奪帝位並希望取得

普天之下的合法承認有關。他公開宣稱是為了尋找話傳已逃

亡海外的建文帝(他的住兒、被他推翻的前一位皇帝).這很

可能只是向眾人掩飾他違背父親太祖皇帝遺訪11不得用兵海外

的藉口而已。但是，他需要在瞭解他鑫奪皇位的眾多庶出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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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及佳擎面前，眾多武將及文官面前，更要在天下臣民面前，

表現為一個偉大而合法的皇帝，因此就導致他去尋求其艦隊

所能及的外國君王的承認。這種炫耀威力之舉，也和他作為

一個武人的信念有關，與他取得對蒙古用兵的軍事成功有關，

以及與他遭到北京新都復從中國北方俯臨宇內，從而也汲取

了蒙古人輩子威力和政策的觀點有關。所以，那種認為佈派遣

艦隊遠征是為了查明塔基備進軍中闊的帖木兒在撒馬爾竿的真

正實力的想法會也就並不奇怪，但是這也有可能是永樂帝為

了掩飾他違犯太祖不得進行海上冒險的連詞"而強調的一種現

由而已。

最後，多故海上遠征以及他鼓勵外國君主派遣貢使來朝

而作的努力，也與明太祖倡導的官營貿易政策有關。永樂帝

懂得如果無利可圖，大部分派來中國的貢使是不會成行的。

他必須讓這些貢便能有所償。在此，擬就鄭和海上遠征炫耀

威力的政治及國際方面作為重點，予以綜述:

跨起印度洋的鄭和艦隊遠征前後共計 7 仗，分別在1405

年(永樂三年)、 1的7年， 1409年、 1413年、 1的7年、 1位1年

及 1431 年(宣德六年)派出。當中規模最大的艦隊各種船隻

達300艘(其中包括大盟的實船 62 艘)， 27 ， 000 餘人。規模

最小的艦隊也有船的至50艘。前三吹船隊遠遠印度西海岸2

第四吹遠波波斯灣;第五及第七吹遠征訪問了非洲的東海岸。

按永樂帝和其海軍將頓的觀點，航行是很成功的;至少有兩

個東南亞王圓滿刺加和蘇門答刺(北蘇門答臘)直接受惠於這

項陳兵耀武的航行。 1433 年(宜德八年)以後停止了實船隊

遠航，這種洋洋大觀的示威不復再現;最後對其訪問過的

30 餘“園"並未留下甚麼永久性的痕跡。正如米爾斯(J.vι

Mills)說得好，“偉大的海上遠征給後人留下的，只是若干吹

70 中倒與海外華人

孤立的武力遊行，

以前及同時還有其

值得注意的，如鄭

哇諸地的附帶訪問

律賓牽島中的島簡

起來看，這幾吹大

亞的海上邦盟以中

和中國沿海地區宜的

永樂帝致力於

據外國對其強力干

的框架。這樣做的

第一、這種政

爭，和不可勝軒的

惡的款待和賞賜。

得到臼益擴大的私

以流人沿主要交通

經濟上就有可能創

的開支。但是，由

應當是以農立國，

實的實施，因此，

的開支。

其次，對南方

木兒子E後(1 405) ，

未能長久。他不久

長城在塞北用兵。

這一行動正好說明

方則否。其間的矛是



主天下臣民面前，

他去尋求其艦隊

舉，也和他作為

向軍事成功有闕，

內，從而也汲取

那種認為他派遣

。在撒馬甫平的真

可能是永樂帝為

i而強調的一種理

主派i置貢{吏來朝

;策有關。永樂帝

!是不會成行的。

;和海上遠征炫耀

坎，分別在1405

1417年、 1421年

的艦隊各種船隻

， 000 餘人。規模

i達印度西海岸s

r非洲的東海岸。

:功的;至少有兩

i敏)直接受惠於這

後停止了實船隊

後對其訪問過的

:如米爾斯(J.v.G.

t的，只是若干吹

孤立的武力遊行，單純的熱績而已"o@當然在鄭和實船遠征

以前及同時還有其他較小規模的使國活動。一般說來都是頗

值得注意的，如鄭和中途擬往嘴葛如Ij(孟加拉)、遲羅及東爪

哇諸地的的帶訪問，以及專門遺使訪問瀚混、蘇祿及其他菲

律賓孽島中的島圈。若與中國人在東南亞的整個活動連在一

起來看，這幾吹大艦隊的遠征是十分重要的。它肯定給東南

亞的海上邦國以中國富強的深刻印象，自此以後，這些國家

和中間沿海地區的貿易增加了而且一直繼續下去。

永樂帝致力於以壓倒優勢的大軍經常關兵海上，和他依

據外國對其強力干涉的反應態度，構成其新的海外交往關餘

的框架。這樣做的結果有三點是清楚的。

第一、這種政策代價太大。它導致了二十年對安南的戰

爭，和不可勝計的貢使往來，伴之以慷慨大量由許是有意施

惠的款待和賞賜。如果這種政策是在一種開放的經濟體制下

得到日益擴大的私人企業支持，那麼，各種各樣的好處就可

以流人沿主要交過鏈的人民予中，這些好處積累起來在整體

經濟上就有可能創造出足騁的財富，用以低付這種使節往來

的開支。但是，由於保守的儒家思想，其理想的國家和社會

應當是以農立國，而且埠種政策又剛剛在前一-代得到完全忠

實的實施，因此，大明帝國的財力實在無力長久維持這種新

的開支。

其次，對南方的新舉動值得北方的防禦受到危害。在中出

木兒死後(1405) .永樂帝在北方及中亞所取得的和平成就也

未能長久。他不久就回到他原來的軍事重鎮北京，並多吹出

長城在鑫北用兵。還都北京原是一項耗費異常浩大的決策，

這-行動正好說明他開始警覺到陳兵北方實屬至要而耀武南

方則否。其悶的矛盾表現為永樂派遣鄭和最後→扶下南洋時，

第二三章 即j 代對外關係 東南亞 71 



他以六十四歲的高齡部主持了最後一吹抗擊蒙古的親征(永

樂二十二年，卒於征途。譯註)。

最後一點:傳統的朝貫制度從來不作為支持積極的國際

政治行動看待。若干世紀以來，朝貢制度只是鼓勵定期但最

低限度的外交關保，作為帝國防禦政策的手段之一九並適當

滿足外國統治者和中國商人的貿易需求。總而吉之，永樂帝

的新的積極行動，實質上仍舊以他父皇明太祖所調整的外交

政策體系聶華髓，這個體系是經過精心策劃以限制過多外交

接觸的。永樂帝運用這個傳統的體系去達到干涉他國的自標，

這正說明他的野心遠遠超過他對中國和東南亞鄰邦的傳統外

交關館的理解。他顯然想要那些比較弱小的南方諸邦對他表

示尊敬，但他不能也不願意以創新的方式改革中國對外關餘

的基礎。他按舊方式耗用更多錢財、武力，舉行更繁多的典

禮，這是註定不會成功的。因此，無怪他的孫子，那位守舊

的宣德帝，在悔守儒家之道以及太祖寶訓的朝臣支持之下，

在永樂于苦逝世不過幾年之後就決定一反其政策。宣告書;帝決定

結束對安南的戰爭，並決定 1431-1433 年(宣德六年至八年)

的鄭和海上遠征是最後一坎，不再舉行了。

以後兩百年間，中國人再投有對東南亞進行冒險活動，

可說是恢復了明太祖的不干涉政策。但也許可以更確切地說，

尤其是在 1哇哇9 年蒙古人(瓦刺)俘虜了明朝的是帝以後(明英

宗朱祁鎮正統十問年)有可能徑取北京，明室對11.;北方邊防

的安全大失信心，因此也就無力再遠征到南疆之外了。除了

和卯禪族主邦及越南發生若干吹邊境衝突，以及後來與緬甸

和其他揮族土邦間的邊境糾紛外，再也投有派遣軍隊到東南

亞附近一帶地區了。正規的外交往來在中國和有限的若干王

國之間繼續進行，最著稱的是古婆國(後來被越南所吞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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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若干爪哇的圓

滿刺加國交往直到

葡萄牙所估價為止

姐、緬甸諸王國和

非始終和諧的關僚、

3.3 海外買易

從明代的海夕

1500 年以後不久，

鹿加輩島，最後來

武裝的又具有侵略

是阿拉的、放斯遂

了日本和中國的私

海外貿易大體上河

前半期大體以朝貢

典故裝的西方商人|

貿易活動為主。對i

如羅香林提出將明

1368-1404 年; 1 

1618 年; 1619-lE 

展結合起來考膚割，

細的分析，則可以;

太祖制定的外交方

樂朝)遭到忽略外，

聽帝在朝(1504-2

區別之一是明:



擊蒙古的親征(永

~支持積極的閣際

更是鼓勵定期但最

手段之一，並適當

息而吉之，永樂帝

k祖所調整的外交

到以限制過多外交

干涉他闊的目標，

笛亞鄰邦的傳統外

旬南方諸邦對他表

交革中國對外關靜、

舉行更繁多的典

旬孫子，那位守舊

9朝臣支持之下，

女策。宜德帝決定

主主德六年至八年)

巨進行冒險活動，

可以更確切地說，

的皇帝以後(明英

3室對其北方邊防

守疆之外了。除了

以及後來與緬甸

j派遣軍隊到東南

司和有限的若干王

被越南所吞併) , 

以及若干爪哇的由君，這控交往維持到 15 世紀末，還有與

滿刺加盟交往直到 1511 年(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六年)該國為

葡萄牙所佔領為止。只有大陸上越南、阿瑜陀耶(謹羅)、老

姐、緬甸諸王國和若干彈 倖土邦一直和明朝繼續保持其並

非始終和諧的關器，直到明亡。

3.3 海外賢易

從明代的海外質易觀點看來，主要的轉折點發生在

1500 年以後不久，其時葡萄牙人佔據了滿刺加，到達了摩

鹿加華島，最後來到中盟沿海。 @j這是另一個時期的開始，

武裝的又具有侵略性的西方商人來到中國，逐漸削弱了不管

是阿拉伯、波斯還是印度的問教商業勢力，並且間接地鼓勵

了日本和中國的私人貿易在東南亞地恆的發展。這樣，明代.

海外貿.易大體上可以量的分罵大致相等的兩個階段，在朝代的

前半期大體以朝貨貿易為主，間接半期則以中國人和日本人

與武裝的西方商人既揚手合作又互相競爭，在中國沿海進行

貿易活動馮主。對明代政策的變更問題學者有不同的解釋。

如羅香林提出將明代對外關僚、和對外貿易分為五個時期:

1368 1404 年; 1405-1433 年; 1434-1510 年; 1511 一

1618 年; 1619-1661 年。@他是將明代外交和海外貿易的發

展結合起來考慮劃分的。但是如果將明代對外關係加以更仟

細的分析，貝Ij可以看出並投有必要分得如此之細。因為，明

太祖制定的外交方針，除了很短一段時期(1402-1435，永

樂朝)遭到忽略外，終明之世一直在奉行。不過應指出，正

德帝在朝(1504-21)之前和之後確實存在重大直到。

區別之一是明朝一旦看到威脅其生存的迫切危險主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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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方，東北和西北，官和南方各醋的往來使日益蘊於禮儀

上的和表面上的關億。當然明朝的實力或不足以在南方維持

很高的威信，例如不願從越高手中救出占婆，也不肯發兵幫

助滿刺加抵禦葡萄牙人:但仍屬種定和有足騁的自信，不容

人們對皇朝的法統有任何懷疑。不過各國遺使朝竟已不復存

在洪武或永樂年間那種尊崇隆重的氣氛，與南方諸國的交往

已經變成為非常靡費和枯燥乏味的禮儀，對明朝毫無實際搏

益。因此，到 1500 年左右(孝宗朱祐膛弘治末，武宗正傳初) , 

海外貢使實際上已告中止。少數繼續來貫的使團，有些在南

方港口予以接待，不鼓勵其北上朝見皇帝。

區別之二是臨上述情況而來的。在造種越來越無意義的

朝糞便圈活動的同時，明朝官員對葡萄牙人的東東則視悶不

見。儘管知道葡萄牙具有強大的海上實力並且已吞併了原為

明朝外藩的滿刺力日，明廷立主不想認真利用朝貢體制使其發揮

意想中的作用。朝貢典禮加上有利的貿易機會，有助於明廷

控制鄰邦，鞏閱邊防。到了正德年間，朝廷不再闕，心朝貢關

係中起控制作用的方面，而只把貢使活動看作與政治無關重

要的商業性來。@因而， 8Jj 朝就無法認識到繼葡萄牙之後其

他歐洲人，尤其是西班牙人、荷蘭人及英圈人等接躍而至，

東南亞發生了 i迅速的變化。這些歐洲人和葡萄牙人一起重新

繪畫了南亞和東南亞的地鬧。

區別之三是一種尤為三主要的發展:總體而宮，貿易對明

代經濟的重要性增加了。宮尪派遣成千的閹直到j仝閣各地搜

求奢侈品，加以三王一族資人廣泛的需索，這些行動刺激 r奢侈

品的對外貿易。儘管官方從未正式開放私人的對外貿易，然

而對外貿易日益增長均受到寬容，對某些外國商品需要進口

已屬公認。然而，早期封閉對海外貿易的政策還被保留者，

74 中蝕與海外華人

面對新近的形勢發丹

致中國措海各港口自

限在一兩個港口會畫

施加的壓力就越大。

以仔細處理對外交生

賢易和對外關保問楚

地區廣規模大的海正

造些海寇屬於至

和的阿扭伯人，披其

他們是葡萄牙海軍、

國豪紳所組成的混，

紀晚期建立了它的畫

儘管在此期間地盧卡

而從未企圖認真加拉

的程度。至此，明車

所達深廣程度的能7

管制貿易的朝貢體著

益加有名無實，終身

3.在對東南5Iitl

不jf&就涉及明們

兩吉，這種朝貢體1tJ

往尤其如此。最顯砂

越南和緬甸的邊界守

紀中葉到十六世紀才

聽定的情況。儘管看



使使日益趨於禮儷

卡足以在南方維持

冬，也不肯發兵幫

主酵的自信，不容

量使朝貢已不復存

與南方諸國的交往

吋明朝毫無實際博

末，武宗正德初) , 

向使圈，有些在南

重重越來越無意義的

人的東來則視而不

並且已吞併了原為

胡貢體制使其發揮

幾會，有助於明廷

迋不再關心朝質關

看作與政治無關重

、IJ繼葡萄牙之後其

理人等接盟IfTî歪，

葡萄牙人起重新

體而蓄，貿易對研

閹直到全國各地搜

些行動刺激了奢侈

人的對外貿易，然

外國商品需要進口

政策還被保留看，

面對新近的形勢發展又缺少新的法規制度應付處理，這就導

致中國沿海各港口的嚴重混亂。明朝官員越是想把對外接觸

限在一兩個海口，對力求相互接觸的當地及外國商業經營者

施加的壓力就越大。結果在正德朝以後的長時期中，本應是

以仔細處理對外交往和利用各種現有貿易渠道來解決的對外

貿易和對外關係問題，部成了如何加強海防，以及如何紙禦

地區廣規模大的海寇攻擊問題了。

這些海寇屬於全新的一代，和來自南亞及東南亞棺對平

和的阿拉伯人， z皮斯人、印度人及回教貿易商人過然不同。

他們是葡萄牙海軍、日本悽寇和靠海外和沿海貿易起家的中

國豪紳所組成的混合體，以兇猛殘暴著稱。@明朝自十四世

紀晚期建立了它的對外關係體制以來，經過了一百五十年，

儘管在此期間地區性和全球性的變化大得令人難以辨識，然

而從未企圖認真加以審查修改。這足以說明明皇朝臼瞞自得

的程度。至此，明朝的對外關係體制巴喪失其監督這些變化

所達深廣程度的能力。就對海外國家的關係而吉，此種嚴格

管如j貿易的朝貢體系此時已僅成為一種樓節性的交往，繼而

益加有名無賞，終於毫無作用了。

3.4 對東南亞地區陸土的交往

不過就涉及明代中盟的聲望、安全以及其文化的優越性

而盲，造種朝貢體制是比較起作用的。在與東南亞的陸仁交

往尤其如此。最顯明的事例，如對雲南邊境的捧一倖土邦、

越南和緬甸的邊界爭議和戰爭。雖說這些衝突發生於十五世

紀中葉到十六世紀末的不同年代，然而部反映 F明帝國基本

穩定的情況。儘管在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正統卜四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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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險象棋生以及在十六世紀九十年代東北邊疆遭到強大的軍

事壓力，朝貢體制在南面邊防{乃起諸多E分的作用。值管朝廷

沿用的仍是 1368 年(洪武元年)以來的舊辭令、管規章和舊

手段以控取“諸蠻..。

雖說明朝軍隊在十五世紀二十年代在越南i直到災難性的

挫敗，繼而在擇一倖諸部脹地區及昆明大理以南各土邦中失

去了中國朝廷的權威，但大明星主朝尚能善於處理這些叛亂和

邊境糾紛。最初一場對明室的實力和外交手段的考驗見於對

待薩爾溫江(怒江)以面的卯揮部族的首領。朗太祖於 1387

年馴服 r最強大的卯揮部領袖，並於 1398 年將平緬一麓川

大(平緬一麓J 11 宣慰使司)_:j二邦一分為八個小地區。到永樂帝

時又將其中兩個小區摧封為宣慰使司(孟養及木邦會譯者).

使之與麓川大土司的地位相等，以進一步分解這個主邦，並

公開利用埠兩個躍封的土司部族來籍制麓川土司的勢力。這

種策略帶來了不幸的後果，因為它耙整個支離破碎的西南邊

境地值暴露於阿瓦的緬甸統治者的蠶食之下，為自後緬甸人

併吞明帝國邊境上的全部搏族土邦鋪平了道路。

1427 年(明言德三年)明軍撤離越南以後，麓川的卯揮

部首領隨之再度興起。的1揮諸部知道明廷巳無條件再在雲南

邊境用兵，般是在此復數年中變得野心勃勃。 1436 年(明英

京正統元年)以後，他們的軍隊侵人雲南中部靠近邊境的府

縣，直迫永昌、景棟諸府，在這一段時期中，不論是朝貢的

外交手段還是管理土著部脹的行政機構都不足以阻止戰事的

爆發。到 1440 年(正統五年) ，明帝鷗在問北邊境一攝取得

若干勝利之後，朝廷在強烈的呼籲之下派出了浩浩蕩蕩遠征

麓川的大軍。然而戰事膠看了近十年並未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顯示出在西甫一隅用兵的不利程度。在最終粉碎叛亂之前，

76 中閻與海外華人

明建不得不從西商

仇的揮部土司的看

揮叛亂首領的頭盧

緬甸人成功地做至

;總之，麓川之

省由於派兵輪齣羞

的經濟;而邊地去

對朝廷的尊崇。力l

補給資源，削弱

14吐9 年初結束麓J

地部族舉兵和其他

敗，明朝在北方自1

皇帝北去。

1449 年(正統

越南戰敗中帳撞去

樺 緬邊纜的戰是否

埠境以外用兵。耳其

皇朝生存的最嚴重

境最適宜用朝貢隊

最後關頭也不能部

緬甸的關係主要是

力的警告。其間也

這兩個相對的小國

大明天子的權力挑

與越南的關係

和平多麼重要。僅

(1 460-1497，明天



室主疆遭到強大的軍

內作用。儘管朝廷

存令、舊規章和舊

主E南遭到災難性的

里以南各土邦中失

~處理這些叛亂和

手段的考驗見於對

1。朗太祖於 1387

5 年將平緬一麓川

'J、地區。到永樂帝

三及木邦， 譯者) • 

分解這個土邦， 立主呵

111 主二甫的勢力。這

支離破碎的西南邊

下，為日復緬甸人

道路。

文後，麓川的卯禪

已無條件再在雲南

勃。 1436 年(明英

卡音jS靠近邊境的府

中，不論是朝貢的

不足以阻止戰事的

回北邊境一錢取得

出了浩浩蕩蕩遠征

叫辱決定性的勝利，

終粉碎叛亂之前，

明廷不得不從西南各省徵調兵齣並尋求緬甸和其他與麓) 11結

仇的揮部主甫的幫助。明朝甚至宣布哪部土司能獻出麓川卯

彈叛亂首領的頭顱，就將麓川原、領地會j歸他管轄。不過，當

緬甸人成功地做到此節時，明朝廷封]收回了允諾。@

總之，麓川之役給明帝國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西南各

省自於派兵輪齣參加一場攻打小土邦的消耗戰，擾亂了各地

的經濟;而邊站友好部族看穿明萃的笨拙無能，因而失去了

對朝廷的尊崇。加之為了用兵麓川不得不從北部抽調兵將和

補給資源，削弱了北部邊防的守衛力量。意義重大的是，

1449 年初結束麓川之役後，長江流域五省隨即連續發生當

地部脹舉兵和其他的叛亂事件.T半年又有土木堡之役的大

敗，明朝在北方的軍力幾乎全被摧毀，蒙古人還俘虜了英宗

皇帝北去。

1449 年(正統十四年)是明代歷史土的轉折點。剛剛位

越南戰敗中，恢復元氣，明朝廷就推入消耗巨大而沒有必要的

擇一緬邊境的戰爭。誰l比以後，明代中國再也沒有對其南部

邊曉以外用兵。明朝總算安然度過了這些戰役。無疑此後對

皇朝生存的最嚴重威脅是來臼京城以北的蒙古人。對南方邊

境最適宜用朝貢關模的辭令和外交手段來處理維持:即使至IJ

最後關頭也不能訴諸武力。女11是在其後二百年-中，對安南和

緬甸的關舔主要是依靠誇張和安撫的辭令，時又摟入一些無

力的警告。其間也時有用兵，但戰事的規模很小，與搏一緬

這兩個相對的小囡囡力相當。這兩國都很明智，絕不直接向

大明天子的權力挑戰。

與越南的關係很好地說明朝員之禮的框架對保誼南邊的

和平多麼重要。僅舉兩事{YIJ 以明之: 一件牽涉到黎朝的聖宗

(1 460-1的7. 明天順四年 1至弘泊卜年;譯按:名黎顱，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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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誠，檻里宗。間號大麓，見〈明史﹒安南傳}).另一件涉

及組南北部莫氏王朝的興衰(1537-1597. 明嘉靖十六年至萬

曆二十五年)。在車接統治時期，有兩樁事考驗了明朝的朝

質體系。@其一是越南於1471 年(明成化七年)最終消滅了占

婆王鹽，其二是在1479至1481年問(成化十五年至十七年)侵

略老趟。當中國在腫南失利四十五年之後占城盟滅亡，這肯

定與明朝佔領越南一事有關。 1406 年(永樂四年)明兵入侵

越南以前，占婆和越南兩國相持不下，互有勝負達三個世紀

之久，就是在十三世紀末，蒙古大軍人侵這兩國的時期，也

未破壞這種平衡。往往越南人侵占婆之後繼以占婆反攻越南，

層吹反覆，中國在此條件下充當調解人比較容易。只要戰事

分不出勝食問且勞民傷財，對人侵者加以前i斥，對報復行為

加以做戒就足以起作用。 1406 年中國人侵成功後對越南實

行了更嚴格的管泊，黎王朝對此加以繼承並有所發展。這也

導致越南人團結一致進行抵抗運動，這就加強了越南的軍事

力量並重新樹立了信心。最為重要的是，中國於1426寸427

年失敗以後，便喪失了它作為對挑釁和造反者進行懲罰的公

正人資格。

越南人已有把握只要繼續貢禮如儀，中國朝廷不失體函，

大明帝國是不會再揮兵人侵的。而且越南人再改肯定以儒家

思想作為其治國的思想體系，重建了越南自己的朝貢體制。

越南巳按中國土司模式會j定西邊的偉人及其他少數部族地區

為其宣慰便再轄區。正由於起南擅於維持其對中國的朝貢關

係，因而也很擅長於把它自己的鄰邦轉化為自己納員的藩屬。

考驗越南武力的的幾件事，包括對古婆的戰爭，繼而是

對內陸鄰邦如老旭、清邁(八百)及西雙版納(車里)的侵略。

78 中國與海外華人

當 1417 年(永樂十1

古婆王室主是亡於內學

的占王朝，其{鬼儡萃

的王位候補人則尋主?

位的講封者與明朝之

可以說已經達致朝芸

這些交涉表明，

體制的辭令和憤倒司

扶傾的保護人形象。

飾和不著邊際的議論

國朝廷雙方在四十年

廷不願支持失敗者。

國和越南之間仍舊能

討論下去。同時越南

明朝還封安南的統治

辭令，把自己的國家

國君則分頭向中國和

恨被轉化成禮儀、宣

得中國的朝貢體制表

占婆:這也就滿足了

十多年的和平。

聖宗黎擷所作的

看到了中國土司體制

五年)人侵老祖及其f

佔領越南時，老祖接

運動，而且黎額的祖

時期未能在老揖安然



哥傳}).另一件涉

丹嘉靖十六年至萬

喜考驗了明朝的朝

年)最終消滅了占

五年至十七年)侵

古城國滅亡，這肯

樂四年)胡兵人侵

Í'f勝負達三個世紀

主兩國的時期，也

:以占婆反攻越南，

安容易。只要戰事

訓斥，對報復行為

主成功後對路南實

並有所發展。 這也

句口強 f趙南的軍事

中國於1426-1427

反者進行懲罰的合

3國朝廷不失體面，

人再改肯定以儒家

自己的朝黃體制。

其他少數部族地區

其對中國的朝貢聞

名臼己納貢的藩屬。

婆的戰爭，縷而是

納(車堅)的侵略。

當 1417 年(永樂十五年)安南征服占婆後，趣南通報明朝說

古婆王室是亡於內戰。占婆國土上留下南部一隅建立一個新

的占王朝，其傀儡君主向趙南納貢稱藩，而占婆王室另一系

的主位候補人則尋求明朝廷的干預。其後四十年間，占婆王

位的請封者與明朝之間以及明建興起商之間為此的往返交涉

可以說已經達致朝貢體制的極限了。

這些交涉表明，當中國積弱因而不願訴諸武力時，朝貢

體制的辭令和慣例可以精巧地用以維持朝廷崇高神聖和濟搞

扶傾的保護人形象。在歷史紀錄中則充溫著朝官的推韓、文

飾和不著邊際的議論。其結果是無可置疑的，大的越南和中

國朝廷雙方在四十年往返討論交涉中都領會到這一點，即明

、廷不願支持失敗者。占婆不復禹王間，領土已被吞併，雨中

國和越南之問仍舊能按儒家之道德觀念就責任問題無休止地

討論下去。同時越南仍遺使至明朝廷，朝廷仍視之為貴便:

明朝還封安南的統治者為安南“閻王"而越南人則使用一種

辭令，把自己的國家置於與明帝國平起平坐的雌位。占婆的

國君則分頭向中國和越南派遣貢使。大部分的緊張關係和憤

恨被轉化成禮儀、宣論和評議。每一件事都經精心安排，使

得中國的朝貢體制表面上看起來依然是在過制越南人和安撫

占婆:這也就滿足 F明朝在道義上的優越感，從而維持了四

十多年的和平。

聖宗黎番爭;所作的其他擴張活動不那未成功，不過也使人

看到了中間土司體制的外交方面。黎、顧於 1吐79 年(明成化十

五年)人侵老祖及其他偉脹土邦地區。越南人注意到當明朝

的領越南時，老祖接受中國封號並幫助中閻鎮壓越南的紙抗

運動，而且黎頓的祖父黎利曾經在反抗明軍、爭取輯南獨立

時期未能在老祖安然避難。後來黎王朝又得悉老祖正在對早

第三章 明代對外關係東南亞 79 



已承認越南為宗主國並經常納貴的棒部族虎視耽耽。為了在

這些倖部族問重振聾戚，越南決定派軍人侵老趟。瑕勃拉邦

誼攻陷，君主被殼。當老攝君主的一個兒子逃往清邁(名義

上是明朝所封的藩邦之九八百宣慰使司).越南征召西雙

版納(明車里宜慰使司)出兵助攻清邁。明朝邊疆大錢為此警

告西雙版納不得捲入這場戰爭。另一方面，清i革與老祖合力

趕走了越南軍隊。明朝廷為此嘉獎清蟬的忠誠。越南人則抵

賴說它設有進玫老姐:硬說他們連清邁在甚麼地方都不知道，

說是明朝官員可能得到錯誤的情報。不過明朝官員部認為他

們看清了黎噸的那一套侵略模式:一面侵人廣西雲南邊境地

區，一面找尋種種藉口;與此村似的是一面進攻老揖殺死其

君主，一面又迅速承認一位老姐的王子繼位為國君。

聖京黎澈的軍隊沒有再回到謂公河谷。他重新控制了緊

鄰部落並鞏回了趙南的西部邊界。老姐、清邁(八頁)和西雙

版納(車里)投有進一步追究此事，而明朝的成化帝也滿足於

蜴敕上諭，警誡他遵守備家道義而已。

關於此享有「幾點值得注意。其品是明朝廷明知越南在它

的北部及西部邊境建立了它自己的土司體制，而i並不反對這

種做法。在此條件下，明朝承認越南和占婆為王圈，比包括

在姐、緬甸在內其他封授為主主慰使司的南方十個土邦高也一

等。不i昆明朝也知道這種 1三號不過是個名義而已。不過中國

皇帝在 1471 年以後仍正式承認占婆的“閻王..使得這個實

際上遠弱於授封為較做級的宣慰使司的老姐、清i鼓(八百)、

西雙版納(車型)的藩邦不至被認為是安南的藩屬國。而這二:三

個受封宣慰使司的 j::.邦甜肯定並不像占婆那樣一直依賴中國

的支援。最後，最引人注目的是找不到明朝趕過問清邁和老

姐與阿瑜陀耶(進王朝)之間無數攻戰爭的紀錄。這立主才上由於

的 中國與海外華人

明韌不瞭解阿輸陀E

它不要攻擊滿刺加、

將阿瑜陀耶視作~~

屬國之間割了一條話

很難斷吉究竟口

的侵略行動，或者主

朝廷的注意力集中主

遲羅會成為中國甫宮

一事如成關注，可是

人征服清邁(更不用

侵略老鱷也很少提五

簣，如果在東南亞芬

的區別相當混淆不深

緊靠明朝政府管理身

大軍，而且直接依照

制。蘊南是個特倒:

經常適用和有殼的。

十六世紀中. ìi! 

請加以干預而毫不4

殺。然而當各方都貼

這種朝貢外交的辭令

如以往，中國和越再

改均由於驢南作亂自〈

南在朝貢體制中的it!

f吏司一一一都統使司。

1592 年(明神宗朱主事

復閥，也未獲改變。



電視耽耽。為了在

董老姐。 E良勃拉邦

子逃往清邁(名義

) .越南征召西雙

夠邊疆大員為此警

清邁與老祖合力

E誠。越南人則推

麼地方都不知道，

明朝官員均認為他

人廣西雲南邊境地

面進改老揖殺死其

立為國君。

他重新控制了緊

青邁(八百)和西雙

向成化帝也滿足於

現廷明知驢南在它

凶，而並不反對這

婆為王圈， 比包括

行卡個土邦高出一

番~rliî 己。不過中國

王..使得這個實

過、清邁(八百)、

向海屬國。而這三

那樣 直依賴中間

現廷jf!!I問清適和老

記錄。這JU~由於

明朝不瞭解阿喻陀耶王朝的侵略成柱，相反，明廷曾警告過

它不要攻擊浦東IJ加、蘇門答刺和占婆。而似乎是說明明朝廷

將阿瑜跎耶規作一個“外國..在它和諸擇一棒宣慰使司等藩

屬國之閉會j了一條清清楚楚的界限。

很難斷吉究竟因為中國人根本不知道或者不在意遲羅人

的侵略行動，或者是由於遲羅人按時派來的貢便成功地讓明

朝廷的注意力集中在他們海上的活動，因而明建從不曾想到

邊羅會成為中國南部邊境和平的威脅。明廷對越南入侵老攝

一事如i此關注，可是對選擇人的攻擊部一苦不蟹，而對編輯

人征服清邁(更不用說阿瑜陀耶王朝 7) 和在十六世紀中數次

侵略老祖也很少提及，璋未免使人感到能異。這種情況也誼

賓，如果在東南亞大陸上，中由朝廷有時對部族主司和外國

的區別相當混淆不清的話，那肯定不包括越南在內。越南是

緊靠明朝政府管理的華南地區的外國。驢南曾經打敗了明朝

大軍，而且直接依照中國的行政體制模式建成自己的盟家體

制。越南是個特例:朝貢體制在對越南的外交活動上並非是

經常適用和有效的。

t-六世紀中，越南又一吹因內証而衰落，中間因受到籲

請加以干預而毫不猶豫地介人並加劇 r內戰雙方的血腥殘

殺。然而當各方都賦予朝賞外交以相同的價值，並且都精通

這種辜11貢外交的辭令和體制，那末其結果就遠非簡單了。正

如以往，中國和越南又虛於戰爭一觸即發的狀況。不過這一

改均由於路南作亂的莫氏王朝向明朝投降而扭轉 f局勢。越

南在朝貢體制中的地位被降低，從 個王國降為超級的宣慰

使司一一都統使司。@終明之世越南保持這種地位，儘管在

1592 年(明神宗朱翊鈞萬曆二卜年)莫氏朝被推翻，黎氏朝

復闊，也未獲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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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紀中，安南國力大滅之時，緬甸在莽瑞體和莽應

籠統治下成為東南亞大陸的雄閣。在此時期中越南和緬甸的

對比頗引人注意:衰落的越南並未降低到一個普遍的土詞地

位，因為它並非由蠻夷首長統治而是長以矗儒家教化的文明

之君。強盛的緬甸則並未如同阿瑞陀耶那樣被視同於外國，

儘管事實上緬甸是十六世紀後半期東南亞大陸最強國家之

一，均為明朝廷列為受雲南督撫節制的主宮(緬甸宣慰使前)。

造種反常的性質到了緬甸園力大盛，征服了阿瑜陀耶和雲南

省邊境以南的各宜慰使市之後就令人格外看得清踅了。@

明代一朝，中國的外交體制一直未變，這就使中閣人不

能認真瞭解三百年間東南地區政治和經濟狀混的巨大變化。

明朝一方面對歐洲人來到南中國梅和中關沿海地區的重要性

未能掌握，而另一方面又看不到把土司制推行到雲南邊境以

外並不可能永久防止有力的各小國合併統一，也不能保誼中

國對它們的完全控制。

緬甸人在莽瑞體和莽應龍治下的非凡成功，使得越南人

的小規模擴張相形見她。只有遲羅阿瑜陀耶王朝早期的侵略

可與之相媲。事實上明代中國目睹 F三股強大力量一一泰國、

緬甸、越南一一一提進南方的諾大河流谷地和東南亞大陸的沿

海地區。明朝推行的朝貢間，士向和宣慰使司的混合式體制

能幫助它單解在此地區究竟發生著什麼事嗎?不，人們很難

看到有這種可能。越南早先是中國的一一部分，同樣按照儒道

進行治理，因而是獨特的。阿瑜陀耶(進羅)國似乎變得遠離

其擇一倖一老諸邦的聯繫，主要被看作是一個海上的強國，

其勢力沿馬來半島伸向東南亞諸島:它的活動地區是在中國

以東的琉球、高麗和日本。

關於緬甸，中國人把它當成是← ω個受雲南省督撫節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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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主司，甚至在十

這樣看法。這種描述i

理解。留存下來的明

暗示緬甸有孟、謹跟

外，它在明朝廷眼中

權，為了和它抗衡，

力量不等的防禦同盟‘

歷，在明韌的史籍上

薩爾臨江的某一些設

公河谷有警)而已。這

明宗室挂玉，年號永

敗以後揖難之地。@在

年)從雲南越跑時，和

當然是純望之舉。雖i

多年，他是否真正瞭靠

他只能依賴雲南省長，

個對明朝皇帝不移忠i

外國，那末很顯然，

不變的制度，既造成;

中國歷史的人誤解。

任)關於明朝征服雲諧，見

History of China , Vo l. 7, 



旬在轉瑞體和幫應

1月中越南和緬甸的

一個普通的土詞地

聾儒家教化的文明

蒙被視同於外國，

巨大陸最強盟家之

:<緬甸宜慰使司)。

了阿晴陀耶和雲南

看得清楚了。@

這就使中國人不

狀況的巨大變化。

沿海地區的軍要性

推行到雲南邊境以

一，也不能保龍中

或功，使得體南人

嗎王朝早期的侵略

已大力量一一一泰國、

和東南亞大陸的沿

使司的混合式體制

嗎?不，人們很難

分，同樣按照儒道

ID 國似乎變得遠離

一個海上的強圈，

活動地區是在中國

雲南省督撫節制的

高級土司，甚至在十五世紀四十年代緬甸再度強盛以後還是

這樣看法。這種描述阻礙了中國人對緬甸的政治作用的正確

理解。留存下來的明代記載清楚地誼明這一看法。除了偶爾

暗示緬甸有孟、遲族為鄰以及在其南方與當萄牙人有所接觸
響

外，它在明朝廷眼中只是一個不恭順而又特別強悍的部族政

權，為了和它抗衡，其他的各部脹政權可能結成形式各樣和

力量不等的防禦同盟。緬甸在十六世紀進行統一這段輝煌經

歷，在明朝的史籍上部異乎尋常地低貶成是在伊拉瓦底江和

薩爾溫江的某一些設落發生的若干邊界衝突(有時也提及謂

公河谷有警)而已。這就是南明最後一個宗室朱自榔(譯按:

明宗室桂王，年號永曆. 16吐7-1661 在位)在廣西和貴州兵

敗以後避難之地。@在1659 年(清順治 16 年，南明永曆十三

年)從雪南逃鞠時，他唯一f幸存的希望就是到緬甸避難。這

當然是絕望之舉。雖說這位自居帝位者曾在廣西和湖南屑住

多年，他是否真正瞭解緬甸是個甚麼性質的國家還很有疑問。

他只能依賴雲南省長官的建議。如果他以為緬甸仍不過是一

個對明朝皇帝不移忠誠的 i二詞，而不是名符其實的強有力的

外國，那末很顯然，那 套用來控制中國鄰邦的絕對而恆久

不變的制度，既造成當年明朝人的誤解，也依然使今日學習

中國歷史的人誤解。

ltt ~f 

CD關於明朝征服雲商，見Langlois，“The Hung-wu reig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日， Vol. 7, pp.14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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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摔寮僚(Shan-Lao句Tai)害者邦來表示未受阿瑜陀耶王朝(大城王朝)

亦即邊羅統治的緬甸、老畫昆、今泰國北部及雲南的諸王國或部族領地。

至於稱呼阿諭陀耶的統治者，我貝IJ 用“泰人"或遲至在人(Thai or Siamese)。

嚴絡說來，僚(Tai)現在用來稱呼雲南說僚詣的人，但在明代，矮人、

搏人、寮人之間的區分不是很清楚。無論如何，如果我用僚人(Thai)來

專指向瑜陀耶王朝的統治者及被統治者.是會比較清楚一些的。

@為更全面地分析明太祖的政策.請參閱 Wang Gun~仰，“Early Ming Re

lations wi仕1 Sou仕least As ia: a back-ground essay" ,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 Mass. , 1968)，帥. 34-36 , 50-53 譯者註:本文有漢譯本，收

入姚楠編譯〈東南亞與華人}一番(北京， 1986年)。

@兒〈明實錄-太祖賞錄)， 頁36一是 7。

@見〈明實錄﹒太祖實錄)，貞的、的。

@兒〈明實錄﹒太祖實錄}，頁244。

0(明史﹒卷321)，總頁碼頁8309-8311; 並兌趙令揚等著〈明實錄中之東

南亞史料}，卷I(香港， 1968年)，真3、 7 、 15 、 17、鈞、 28 、 30、 35 、

41 、 48、 50-51 、 56 、 60-64 。

@明朝對這種關係的看法取材於〈研實錄〉及〈明史) (兒註0)。以之與越南

人的看法對照，是很有意思的。越南人的看法兒於吳士連辛苦〈大越史記

全書) (有隙劑和校訂本、東京、 1984 年)卷1.真 436-470。立主參見

John K. Whitmore , Vietnar月 ， 110 Qu'y Ly, and the Ming (13 7/ -1421) , 

Yale Southeast As ia Series , New Haven , 1985 , pp. 16-36。

@見於 O‘W. Wolte時 ， The fall of Srivijaya in Malay History (I thaca, 

1970)以及 Early Indonesian Commerce: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Srivi 

jaya (Ithaca, N.Y., 1967)。

@關於胡惟庸之叛，見 J. Langlois,“The Hung-wu reign, 1368-1398" , in 

F.W. Mote and D.C. Twitchett , ed. ,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 l. 7 , The Ming Dynas紗， Part 1 (Cambridge , 1988), pp. 137-42。

。明太祖， {皇明祖詔11錄} (1 373 年，明洪武十六年)，翻印本兒於〈明朝閑

屬文獻〉血，頁 1686 一 1687，參看一 1395 年(洪武廿八年)最後訂正本〈祖

詔11)，間，頁 1588 一 1591。這項關於“海外諸蠻夷小國ßJt LlJ越海僻在一綱"

的胡蘿政策首先是在 1371 年 10 月 30 日(洪武四年九月辛未)宣布的;

見於日本等編校的〈太溫賀詞11) (序言的日期為 1418 年，即永樂 1 六年)，

1602 年(萬躍華三十年)版， <皇明賀詞11)卷之六〈取夷狄}。

。{明賞錄-太誼賓錄〉頁 86; 趙令楊等輯〈明實錄中之東南亞史料)，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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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8。

@(明史-卷 313-315 . 

七年)已成為“緬甸宣!

1395 和 1396 年(洪武

〈實錄〉中只稱為緬甸H

@見錢古部!著〈百夷傳)，

邦(Maw Shan state) î 

的敘述。

@Wang Gun~間，“Chi

Ch'en and Nicholas T 

na and Southeast A~ 

bridge , 1970), pp. 381 

與華人) (北京， 1986 

"Huang Fu" , ((張輸和

Fitzgerald , The South , 

1972)，對越南人的民tð

簡述。

@見 John K. Whitmon 

(New Haven , 1985); í 

pp. 229-31 , 289-91. 

@關於占婆(占城; Ch, 
Champa (Par話， 1928) 

8393。

@馬歡喜苦〈瀛甚至勝覽〉。

The Overall Survey 0 , 

34. 

@參見張維華(明史偵

1934 年) ; Chang T' i. 

1514 to 1644 (Leiden, 

史佛郎機傳淺證)Ut:Æ 

@羅香林為趙令楊等編〈

2一一26。

@值得注意的是趙令楊主

前後期東南亞史料數

hlì:化二才三年)120 年|



~~它耶王朝(大城王朝)

2諸王國或部族領地。

人(Thai or Siamese)。

但在明代，僚人、

1日果我用僚人(Thai)來

主清楚怯的。

心研叭1 ，“Early Ming Re

in John K. Fairbank 

1 白 's Foreign Relations, 

主:本文有漢譯本，收

陽等著〈明實錄中之東

7 、 25 、 28 、 30 、 35 、

見註的)。以之與越南

於吳士達著〈大越史記

頁436-470。並參見

'he Ming (1371-1421), 

16-36。

(alay History (I thaca , 

'Jf the Origins of Srivi一

1 reign , 1368-1398", in 

1ge History of China. 

n. pp. 137-42。

創印本兒於(aJl 朝聞

八年)最後訂正本〈位i

i遠陸LlJ越海僻在一閑"

字九月辛未)宣布的5

4 年， IlP 永樂十六年).

。狄〉。

之東南斑史料}，卷1.

頁 18。

@(明史﹒卷 313-315 .草書商土司傳〉雖說阿瓦的統治者在 1394 (洪武二十

七年)已成為“緬甸宣慰使"在〈太祖賞錄〉資 242 及 2叫中，洪武帝在

1395 和 1396 年(洪武二卡八、二十九年)仍舊提到“緬王"。此後年份的

{實錄〉中只稱為緬甸而不再看作主園。

@見錢古訪11著:(百夷傳)，江應樑校注本(昆明 1980 年)，此書對此動揮土

邦(Maw Shan state) 記述甚詳。〈明史. 314)，頁 8111-8114 有較簡明

的敘述。

@Wang Gung-.叫，“China 胡d Southe品t As ia, 1402-1424" , in Jerome 

Ch'en and Nicholas Tarling (eds.),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

na and Southeast Asia: essays in memory of Victor Purcell (Cam

bridge , 1970), pp. 381-383 [譯注.本文有中譯本，見姚楠編譯〈東南亞

與華人> (北京， 1986年，頁位叫71]; Wang Gung-.叫，“Chang Fu" and 

"Huang Fu" , (<張輸和黨褔)) in DMB, pp. 6牛67 ， 653-656，另參看c.p

Fitzgerald , The Southern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New York , 

1972)，對越南人的民族特徵與雲闊的商認和大理人有區別作了較深人的

問述。

@兒 John K. Whitmore , Vietnam, Ho Qu'yly and the Ming (1371-1421) 

(New Haven , 198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 7 Part 1 , 

pp. 229φ31 ， 289咿9 1.

。關於占婆(古城; Champa) 的歷史，參閱 G. Maspero , Le Royaume de 

Champa (Paris , 1928). 並見〈明史. 324 .外留傳五、占城)，真8383-

8393。

@鳥獸辛苦〈瀛涯游覽)0 JVG. Mills 英譯 Ma Hua月• Ying-yai sheng-lan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口 's Shores (1433) (Cambridge , 1970), p 

34. 

@參見張綠草<明史佛朗機、自宋、荷蘭、義大利亞史傳抄]釋) (北京，

1934 年) ; Chang T' ien-tse (張天澤) , 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5/4 to /644 (Leiden, 1934 , rpt. N.Y. 1973)也近年則有戴街燈在主釋本〈明

史{弗I'lfl機傳淺證) (北京， 1984年)，包含了-些新材料。

@羅香林為趟令楊等編〈明實錄中之東南豆E史料〉 差事序言.見該書毛主1.

2-26。

@值得注意的是趙令楊等編〈史料〉一番(兒註@)自〈明實錄}中所輯1487年

面I後期東南亞史料數量的對比; 1368 至三 1487 年(太祖洪武兀年至憲宗

成化二寸三年') 120 年問共有 444 頁，而 1487 至 1623 年(熹宗天幣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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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年間饒有 100 頁。

@近年有兩軍事論文強調了十六世紀中貿易的重要性，頗可注意:林仁川著

{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 (上海， 1987 年)及張增信〈胡季東南中國的海

上活動)，卷 1 (台北， 1988 年)。容易找到的西方著作有 So Kwan-

wai , Japanese Piracy in Ming China during the 16th Century (East 

Lansing , 1965) 

@(明史)，卷 314，頁 8111-8123; 卷 315，真 8129-8155。稍詐的敘述

可參兌般從衛著〈殊域周咨錄) (故宮博物館本，北京， 1930 年間，資

12a-31b。故見 G.E. Harvey, History of Burma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24 (London , 1925) 及王婆楞著{中緬鞠係史) (長沙， 1941 年)。

@(明史)，卷 32 1，頁 8327-8337; (實錄}資料兒趙輯〈史料}一書(兒註@)

卷 II (香港， 1976 年)，頁 398-438。越南人的看法見其士違章主〈大越史

記全書) (見註@)，卷日(東京， 1985 年)，頁 639-710。

@“都統"一銜，據 Charles Hucker,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1m 

perial China (Stantord , 1985), pp.545 中的解釋是 種軍穢，約當於

“C剖npaign Commander" (戰役總指揮)。但此銜在明代並非經常使用。

由於當時越南的地位被降低了.作者認為都統一戰約略可與緬甸及揮

僚一老各主邦“資慰{吏"或“宣無使"相比， f旦地位較高，因此解釋為“超

級宣慰使"也許是給賞的。

譯者附註:按〈明史﹒七十六.職1êj'志):土官宣慰使司宣慰使一人從

三品宣撫司宣撫使-人從四品安撫詞安撫使一人從五品...

.。又11[串在中有都指揮使戶]都指揮便為正之品(亦即“都司"或“省行都

司")。又按〈明史﹒二二二 安南傳): (英登庸遺使論降後)“帝大喜，

命削安南國為安街都統使丘J.設發}帝都統{吏，秩從二品，銀印o 改

土耳十三道為十三宣撫司，各設宣#棒、......聽都統點妙。-…"據此“都

統使"品秩約當淤“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其 F設它有權點修的屬官“宣

撫使"(從問品)，但不是“資慰傻"。

@關於此時期中緬甸圓的興起.參見 G.E. H Harvey, A History of Burma 

from the Earliest Tim凹的 1824 (London , 1925); 1É兒 D.G.E. Hall ,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日， 4th edition (London , 1981), pp. 287-295。

@兒 St叩開，“The Southern Ming" ,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 

7 , pp. 706-71 。一

的 中國與海外華人

關於參考文獻艷

從漢代到清代

對外國的防禦、貿

述了對外關係中朝

盛況，以迄明清兩

對有關的外國本身

貢體制挑戰或危及

外交關館的傳統資

北方和西方邊境的

東南亞的各國，由

重視。

儘管如此，宮

F與東南亞各國之

瞭解巴大大超過以

更使人能獲得有關

本文最重要的史料

東南亞的資料被彙

枝，收人趙令揚等1

1968 年出版;卷 H

彙繡的文獻，如陳二

等均為很重要的參

若干明代有關

不載的史料。如馬

從簡著《殊域周咨量

{且對本文特別有芹



頗可注意:林仁川著

R"(明季東南中國的海

iJ著作有 50 Kwan

• 16th Century (巳ast

)-8155。稍詳的敘迷

北京， 1930 年內，頁

om the earliest times 

;長沙， 1941 年)。

H史料〉一書(見註@)

去見吳士連著〈大越史

710。

, Official Titles in 1m 

差一種軍職， il'~當於

三明代並非經常使用。

t約略可與緬甸及摔一

咬高，因此解釋為“超

[慰使司宣慰使一人從

1安撫使一人從五品

I'f ~p “都司"或“省f行都

l 使青青降後)“帝大奈，

E二品，銀印。一…改

里出修。 …...據此“都

它有權制妙的商宮“主主

Ý. A History of Burma 

,; 3V.見。 G.E. Hall , A 

181). pp. 287呵295 。

History of China. Vol 

關於參考文獻的說明

從漢代封清代，中國傳統史學家都把朝貢關係作為中圖

對外國的防禦、貿易和外交行為的核心。因此他們都充分論

述了對外關館中朝貢體鶴的運作，從早期漢代肇始，到唐代

盛況，以文革明清兩代最後推行的受到限制的形式。中國史家

對有關的外國本身並不感興趣，只有在這些盟家或政權向朝

貢體制挑戰或危及中閻皇興安全時才加以注意。因此，有關

外交關係的傳統資料和學衛著作為數不少，其內容大都涉及

北方和西方邊境的強悍的游牧國家或部脹聯盟，而那些處於

東南亞的各國，由於未給中國帝王造成麻煩，因此便不受對

重視。

儘管如此，官{彥史書差不多從漢朝以來就連續不斷提供

了與東南亞各國之間朝貢關係的記載。至IJ 明代，對該地區的

瞭解巴大大超過以前。明代十 A朝皇帝的〈實錄》會保存下來

更使人能獲得有關此種對外關係的詳情。顯然，璋些紀錄是

本文嚴重要的史料。在 1959 至 1968 年間. <明，實錄》中有關

東南亞的資料被彙集起來，用南京版和台北版〈實錄》作了互

枝，收入趙令揚等繃著的《明實錄中之東南亞史料》一番(卷1.

1968 年出版:卷日， 1976 年出版)。另外《明史〉和幾種明代

彙端的文獻，如陳子龍的〈皇明經t!t文編)，張崗的《皇明集疏》

等均為很重要的參考資料。

若干明代有關異域的著作提供 r<明實錄》和《明史〉中所

不載的史料。如馬歡著《瀛涯勝覽)，費{吉著《屋磋勝覽)，嚴

從簡著《殊域周咨錄》、反↑真懋賞辛苦《四夷廣記》等。比較專門

但對本文特別有用的則有:越南史料中新近輯校本的《大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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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全書)，此書館吳士連所作，陳荊和校訂，在1984-1986年

間由東京大學出版了三卷本;及 Chang Chìng-shin 所著〈虞

朝志》。關於雲南省以外的東南亞大陸的資料到j有李元陽著

《雲南通志);田汝成著《炎徵紀開);和非常有參考價值的錢

古訓著《百夷傅)，此書有 1980 年昆明出版的江應梁詮釋本。

關於葡萄牙和其他歐洲人的史料則有:張寶著〈東西洋考);

張維華(1934) 和戴喬值(198的兩種註釋本的〈明史佛郎機

傳);以及193是年張天擇出版的先驅性著作0514至1644的中

葡貿易)(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

研究中國對外關係的近現代學衛界也注意到朝貢體制。

實際開始研究是在19世紀歐洲人成功地對這一體制進行了較

量之後。當時，中國人面對西方的威勢，其反應是試國把這

些外國納人傳統的概念之中，這表現在按這種框架所編撰的

最後一部中文巨著，魏源的〈海國國志) (1 8的寸的2) 中。由

於歐洲人已由海道東來並已控制了東南亞的大部分，魏源所

見所聞反映了這一地區正在變化中的情況。造就和明代及清

初對東南亞的瞭解大相逕庭。參見利昂納德(Jane Kate 

Leonard)所著: <:魏源及中國對海上世界的再發現>(Wei

Yuan and China's Rediscovery of the Maritime World , 

1984)。

在中國和東南亞從事研究的歐美學者很快就為中國與東

南亞的傳統關保迷住了。若干早期有關此課題的文章為一些

漢學家所作，如格羅內維爾特(W.P. Groeneveldt); 伯希和

(P. Pelliot)õ 夏德(F. Hirth)和柔克義(W.w. Rockhill)。他們

又影響了日本學者如桑原鷺藏(J. Kuwabara)和藤田豐八(T.

Fujita)，後來又影響及中國的學者如張單娘及馮乘鈞等。不

過他們的絕大部分的研究辛苦重歐洲人到達以前中間對東南亞

88 中國與海外華人

的認識，而不在於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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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研究宋、元、明:

續對明初洪武及永1

專題研究(見參考了

三篇論文)。這些話

參考材料。

但本文在以下

容:在地域上擴大:

從 1424 年延至十五具

有幫助，如里得 j

Saint -Denys)，伯字

(G .H. Luce)，近年

的〈中國人向南方{

Chinese People) , 

的命運貢獻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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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邊境諸邦作了比司

後i固然不同。

最後說一下中 t

多數的社會主義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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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吐 1986年

的兮shin 所著《虞

f料則有李元陽著

~.有參考價值的錢

的江應梁註釋本。

望著〈東西洋考);

立的《明史佛郎機

(l 514至1644的中

to 1644)。

E意到朝貢體制。

至一體制進行了較

E反應是試闡把這

三種框架所編撰的

至42-1852) 中。由

江大部分，魏源所

造就和明代及清

1 納德(Jane Kate 

1 的再發現)(Wei

Maritime World , 

是快就為中間與東

是題的文章商品些

neveldt); 伯希和

Rockhill)o f也f門

a)和藤田豐八(T.

I及馮乘鈞等。不

l前中國對東南亞

的認識，而不在於系統地研究中國的對外關係性覺。外國人

著眼於中國朝質體制所作的第一篇先驅性著作是贊正清(1.

K. Fairbank)及鄧鹹禹(S.Y. Teng) 合著〈清代朝貢制的研究〉

(“On 出e Ch'ing Tributary System")1941年出版。是這篇著

作的問世引導作者去研究類似課題，專注於早期(宋代以前

的一千年期間)的中國對東南亞沿海國家的關館史。作者在

1954 年完成《南海貿易)(The NanhaÎ Trade)， 這本書提供

了研究宋、元、明對該地區關係、史的背景和基醋。其後又繼

續對明初洪武及永樂兩朝對該地區嚴格控制的朝貢體制作了

專題研究(見參考文獻目錄中 1964 、 1968 及 1970年發表的

三篇論文)。這些論文又為本書中所作的分析提供了詳細的

參考材料。

但本文在以下兩方面超出了過去所寫的三篇論文的內

容:在地域上擴大到中間邊境的東南亞大陸諸邦，在時間上

從 1424 年延至十六世紀的後半葉。早期學者的著作仍然很

有幫助，如聖得尼斯的赫維侯爵(Marquis d'Hervey de 

Saint司Denys)，伯希和與後來的哈維(G.E. Harvey)和盧斯

(G.H. Luce)，近年則有費子智(C.P. FitzGerald) 1972年出版

的《中國人向南方的擴張) (The Southern Expansion of the 

Chìnese People) ， 這本書對瞭辦越南和雲南部族主邦各自

的命運貢獻甚大。另外，作者本人在1983年發表‘'The Rhe

toric of a Lesser Empire"一文中對宋代統治下的南方和北

方邊境諸邦作 r 比較， 也有助於顯示宋明兩朝的統治情況前

後退l然不同。

最後說一下中國大陸和台灣近年來的學術界。大陸上大

多數的社會主義歷史學者對強調華夏中心思想、(sinocentr

ism)和朝貢體制是中國傳統對外關保的核心的說法頗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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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認為與朝貢棺關聯的典章、禮儀及辭藻都是一些封

建結構的延伸會僅為皇室及其儒家士大夫所擁護。這些從來

就不代表中國漢族對其相鄰人民以優越白居。按這些學者的

看法，中國的對外關係應從國防政策及聞與國之問有秩序的

貿易等方面加以探討。因此，過去四十年中大部分關於明代

對外關係的研究都是集中於造船技衛、航海技巧及南方大港

口的興起;海上貿易及沿海地區的商人階層:和防禦海寇的

措施等。近年來，對鄭和大艦隊遠征的政治意義和在東南亞

各城市港口出現的新海外華人社會等課題又重新引起了注

意。但大陸史家並無意將朝貢體制的作用和重要性當作中國

傳統上對東南亞各國關館的基礎。

台灣的學者對船船及航海，貿易及國防，鄭和遠征及海

外華人等也同樣感到興趣。但他們對按照朝貢關係的來龍去

脈去研究東南亞國家則坦然無所顧慮。領頭研究中國對外關

係史的學者是方豪，不過更加專注於明代的則有張亦善和警

允和等人的著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張氏在他的《東南亞史

研究) (1 980 年出版)中所輯關於明代皇帝對朝貢體制l運用的

若干論文(原發表於 1974 和 1976 年)。

至於沿中國陸上邊境的大陸諸邦，中國學者很少加以重

視。不過有三本書很有用，即王婆楞著《中緬關係史) (1 9是 1

年) ;余貝的學等著《明代土司制度) (1 968 年)及方閻瑜著《中

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H三卷. 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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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閩南僑居集團



中國的商人很早以來就不安於儒家
的傳統觀點。儒家認為，在社會政治地位上. ::f士農工商，商

人居四民之末。以農為本的帝國是用武力建立的，由中央集

權的官僚進行統治。這種帝國很快就實施對商業財富資源的

嚴格控制，從而使得商人處於被壓抑的地位。主要的觀點是，

絕不能讓這種商人家族利用其商業財富直接通過官方任命或

間接通過上層社會關係而掌握政治權力。這種以士大夫為核

心的統治延續了聽個世紀，這期間連武人家族也被排斥於政

治權力之外，除非發生了動員L方為例外。士大夫， 般是出

身於文人學士，他們或佔有土地，或則設有，但都成為王權

和正統的具體化身。在這種國家結構中，商人，絕不能與上述

那些人抗衡。商人所能希望的只是通過分享商業利益來爭取

某些t大夫的合作，以及培育他們商人家族中的某些成員，

使其達到文人學 t的地位，以便能對他們所經營的企業給予

心定的保障。

但是，在這種社會框架的後面也存在著兩種互相對抗的

傾向。從漢代到唐代造的一千年期間(的從公元前三世紀到

公元九世紀)，士大夫統治權遇到的壓力來自-心想建立封

建結構的故人家肢。在這種門爭中商人立在無地位，雖然他們

處理財富的能力，使他們在以金錢為基髓的經濟中時時為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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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家族所用，但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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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省南部的商人。b

海活動的背景:特另i

分集中敘述他們形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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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就不安於儒家

上，士農工商，高

建立的，由中央集

吋商業財富資源的

主。主要的觀點是，

淒通過官方任命或

主種以士大夫為核

家族也被排斥於政

主大夫， 般是出

為一，但都成為王權

荷人絕不能與上述

主商業利益來爭取

溪中的某些成員，

1斤經營的企業給予

安兩種互相對抗的

E公元前三世紀到

乏自一心想、建立封

慎地位，雖然他們

句經濟中時時為掌

權家族所用，但他們的社會地位和手工藝人一樣仍然是很紙

下的。公元十世紀以後，在中國已不可能產生武人貴族了，

讀書應舉人仕，從而取得權勢是至上的道路，並己牢牢確立

起來。但這種情況又產生另一種不同的傾向，形成了能人統

治，在這種統治下，財富可以而且確實起到重要作用，因此

他們鼓勵割業精神，和新出現的商人階層。在宋代

(980-1276) .特別是十二、十三世紀的南宋時代，就給商人

提供了機會，讓他們去創造財富以增加帝國的財政收人，同

時也就使商人得以努力提高其社會地位。@但是，這種財

仍不能脫離士大夫階層而存在，而必須依靠這種財富對朝延

的價值以及它和官僚層的聯擊，最好是通過商人家脹中那些

已經改為讀書應試取功名的人來聯繫。

就是在這種商人發揮新作用的背景下，航海貿易在去元

十世紀後，在中盟東南沿海各省變得重要起來。本章旨在通

過其在海外的活動，研究中國商人集團的性質。在瞭解了他

們倍受歧棍的背景後，我們能從那些更為勇敢、更富創業精

神，在本國士大夫控制不到的領域創造財富的中國商人學到

些甚麼呢?在這些商人中，最活躍的要數以閩南人著稱的福

建省南部的商人。@本章前一部分是敘述這些閩南人從事航

海活動的背景;特別是十六世紀末以前的貿易狀況。第二部

分集中敘述他們形成的兩個社會， 個是十六世紀七十年代

以來在馬尼拉，一個是1600年以後在長崎。從他們的活動經

驗中，可以看出為甚還要這些中間商人未能像十七世紀的歐洲

商人那樣種展成強大的網絡和組織。閩南人還提供了一種與

歐洲的商人集團相反的經驗，那些在歐洲的商人集團是在互

相競爭的小邦閣需要他們從而支持他們的海外貿易的環境中

順利發展的。並且，在僅僅被中央集權的帝國所容許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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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被國家的統抬者和政府利用來禹王室服務的商人之間也存

在著差別。當商人能停從帝王和貴族那裳獲得有利條件時，

他們就可以指盟有朝-臼能將政府置於自己控制之下。中國

的官僚統治認為國家的安定繁榮依靠的是溫順而多鹿的農

民，他們懷疑利潤和商業財富的作用。因而，被排擠於政治

權力之外又受鄙視的商人集鷗在這種情勢下很難期望建立起

他們自己的商業帝器。

4 八 台元 7500 年以前的華人海外活動

長遠的海外貿易對於中盟人來說，和其他經營這種貿易

的民接一樣，都需要具有先進的航海技捕，大最的投資，以

及一定的官方保護，以保語專門從事這種活動的人能長期繼

續活動和有利可圖。中國自古以來就發展了沿海岸作相當遠

距離貿易的技銜，從朝鮮半島遠到印支以及馬來半島。海外

貿易中的私人投資我們所知甚少. f旦有大量有關朝建或地方

政府支持海外貿易的資料，或派遣貿易使團到海外，或鼓勵

外商(官方的或非官方的)經常來中國港口。到了唐代，外商

之多，足以在廣州形成其社會集團。十世紀上半葉，在廣東

和福建出現了兩個獨立王國“南漠"和“閥..許多外商(仍有

許多人將其視為是代表統治者的使團)經常進出港口，除廣

州之外，還有福州和泉州。雖然上述兩個玉閉只分別存在了

五、六十年，但它們為經濟增長打下了基體:荒地開墾了，

人口增加了，當地工商業興起了，使得這兩個省在宋代成為

越來起重要的省份。@

福建在十世紀時成為一個獨立國家，這在福建省歷史上

是一個轉折點。福建的發展第一吹不是為全中國，而是為自

" 中屬與海外華人

己。而且很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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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口岸收取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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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簡陋的記載。E

外商的待遇情況而

海外貿易即使

大的港口尤其如此

關人員。在官方的

航海船隻提供資金

只要出海船隻能回

以及生產商品的手

→長，這種收益也

海船。這樣從泉州

和惠安等，在元明

的貿易中心，因路1



巷的商人之間也存

畫得有利條件時e

L控制之下。中國

三溫順而多藍的農

刃，被排擠於政治

F很難期望建立起

至動

主他經營這種貿易

大暈的設資，以

舌動的人能長期繼

「沿海岸作相當遠

交馬來半島。海外

量有關朝建或地方

割到海外，或鼓勵

到了唐代，外商

記上半葉，在廣東

，許多外商(仍有

話，進出港口，除廣

E國只分別存在了

楚:荒地聞單了，

祠個省在宋代成為

直在福建省歷史上

全中國，而是為自

己。而且很明顯的是，海外貿易對其未來發展是很重要的。

因而泉州超過福州、|而成為最主要港口，這並不是偶然的事。

泉州有更優良的權口，閩南人比在其北面閩江流域的人擁有

的耕地更少，而且他們的泉州府和樟州府屬於邊陸地區，遠

離朝廷或地方官的直接控制，因此海外貿易得以發達。尤其公

元1127年以後的南宋朝廷享有從泉州市船司斂取的稅收@，

這就使海外貿易更為迅連地發展起來。

儘管海外貿易越來蘊重要，但這種貿易及經營它的萬人

從未被詳細記載於當時的典籍之中。在各種因素中，尤以正

統儒家學說之復興再改確定了窩人的低下地位。福建省的史

志學者及其他士子文人，都以高中科舉和在定都杭州的南宋

朝廷中官居高位聶榮，而且，當時不少新儒學的思想家，其

中包括最著名的朱熹，都出自這個省。而該省通過海外貿易

和在口岸收取稅收對於宋朝的經濟和財政的貢獻反被貶低。

至於那些從事航海貿易的商人、船員，以及商人的企業，倒

只有簡陋的記載。@我們所能讀到的僅為一些官方的讀許和

外商的待遇情況而已。

海外貿易即使不是由官方主辦，也得依賴其支持。在較

大的港口尤其如此，因為那裳駐有政府貿易部門的長宮和海

關人員。在官方的默許下，那些港口中的有饒有勢人家會給

航海船隻提供資金，投資於其貨運。這類投資風險很大，但

只要出海船隻能回來，利潤m1良大。較小的海仁貿易人家，

以及生產商品的手工藝人，他們也樂於參加這類經營。時間

一長，這種收益也鼓勵了小港口的高人去投資於對外貿易的

海船。這樣從泉州輻射出來，就有了一連串的小港口如安梅

和惠安等，在元明兩朝也都成為海上貿易的中心。這些改耍

的貿易中心，因鋸官方監視更遠，因而貿易者有較大的白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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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於冒擴大貿易的風險。這就是說，以福建，其吹在廣東、

技巧江等省的沿海一帶馮主，居民都直接參與這種海上貿易經

營。@因此，在十二到十五世紀，航海技術迅速發展會使元

朝的海軍能於卜三世紀末遠征日本和爪哇，並{吏鄭和得以在

印度洋上進行令人囑白的遠征。上述兩例中，官方對私人的

海上貿易的讀同態度終於有成，使得無論是船隊、造船者、

船長或船員都在致力這種洋洋大觀的冒險。

對泉州及其他地方外商貿易人士的接待，是以一千年前

對待從陸路來到中國京都如長安、洛陽的外商的法規為基礎

的。這些保護從陸路來的外商的法規，問樣i適用於來到南方

港口的海外商人。可以設想在中國實行的那些措施是受亞洲

其他地方實行的措施的影響，而這些措施在中國通過實踐，

經過改進，反過來又影響了亞洲其他國家。因此，外商聚居

並自行管理的臣域得到了官方承認。在那里他們可以選舉自

己的頭領，建立自己的社區中心、市場和禮拜處所。@為了

和這些地區作日常交往，特別任命了一批中國官員和譯員。

經過幾個世紀後，中國形成了 套規定外商權貴的守則，這

套守則和亞洲其他地方大致相同。這樣，中國商人如嚮往於

海外貿易，就可大鼓預知他們出國後在海外建立其居住地的

情況。與在華外商唯一不同的只是，中國商人到東南亞或日

本等小園或采色時 r可以和那裘的國君或貧脹或掌權的首頓

直接談判貿易和居留權利;反之，外商在中國則只能和朝廷

指派的官員接洽.而且更經常的是和地方下級官吏接觸，而

這種官吏，如果不受到相當的賄時，就會執行繁瑣而惱人的

行政規定。

就在上違背景下，福建，特別是該省的泉州港在十三、

十四世紀時成為外商雲集的主要中心。福建商人在相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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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其吹在廣東、

~這種海上貿易經

子迅速發展，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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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外商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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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國商人如嚮往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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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J人到東南亞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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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國則只能和朝娃

F級官吏接觸. f(rf 

先行繁填而惱人的

8泉州、|港在十三、

商人在相對自由，

又得到官方支持的質易環壤下發展7他們的航海技椅。他們

受督導，納捐稅，但其他方面則不受管制。這樣就鼓勵了商

人在每一坎隨船出發經臨時都想著航程結束時回鄉，如非不

得已並不在外停留，而且絕不長期離鄉背井。如有少數人被

留在國外港口，那一般是被派任企業的代理人，這種企業定

期派船自中國出悔，一般是每年一狀。因此，這些人實際上

是暫時僑唐國外為他們的家庭或{雇主服務的。隨著貿易的擴

大，這種僑居聞外的人越來蘊多，國而出現了一些小社孽。

有跡象表明，這個時期福建的以及廣東的商人社孽遍布於占

婆(後來屬於越南)、東埔泰、蘇門答臘、爪哇等港口。@因

而有些僑屠者決定定居下來，和當地婦女結婚，生育種代以

繼續保持與中國的貿易聯繫，或成為當地的貿易商是毫不奇

怪的。這些僑居者組成的社會常對當地經濟起到了一定有益

的作用，因而也受到較為令人滿意的待遇。可惜，可資助龍

的資料常常是零碎的、間接的，對於這些成為社會集團的商

人投有詳盡的記述。

另外尚不清楚的是，那些定期間中國的僑居者是否也在

外娶有女子，立女生見育女，成為受當地社會同化的成員。果

如此，就不會有海外定居的中國商人社會了。情況就變成那

里只有僑居者社會，即由相繼而來的僑居者所組成的並為新

來的僑居者提供膳宿的社會。最早的兩份明確反映海外商

人社會的資料是在十五世紀初，其時 IE值朝足的海外貿易

政策發生劇變。劇變發生於元末 (1368) 和明初洪武朝

(1368一 1398) o@新政策規定海上貿易懂限於外國進貢使臣，

而禁止中國人作航海脹行。因此，海外只餘下兩個商人社會

存在。其一在爪哇東北海岸，另一個在蘇門答臘的巨港。前

一句個被說成是伊斯蘭教的， 可能是以前定居泉州或其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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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的外國伊斯蘭教徒，他們已經漠化了，後因明朝政策有

變，只好在公元1368年以使移居至爪哇去繼續經營。後一個

聚居了廣東人和福建人。他們可能是經常定期到巨港經商的

中國僑居者的後代，但更可能是明朝新政策的受害者，因為

他們蜻棍朝廷出海貿易的禁令，因而被迫流亡海外。他們不

屬於定居的華人社會，而是武裝的、非法的(即使不是海盜)

貿易船隊，當他們發覺自己不能返回中國時，就佔嚼了巨港

以自衛。很可能其時在東南亞各她也有其他類似的社會，如

占婆、邊羅(阿瑜陀耶)、馬來半島、蘇持牽島，以及婆羅州

沿岸，這些地方在十四世紀時和中國有過興旺的貿易，但可

惜投有留下有關造些商人社會的記載。造里要闡明的是，由

於朝廷忽然改變了貿易政策而崖生了第一種不同於過去的中

國商人社會。

明朝開國後的一百年間其政策目的在於制止私人的海外

貿易。不論中國朝廷對此種政策有何正當的戰略理由，但其

結果對泉州和福州、|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來說則是一場災難。

原來曾使得泉州興旺發達的貿易監督，變成在廣州精心設置

一個機構來發記和審查所有來自西亞、南亞和東南亞的進貢

使者。這些使者及其揖帶的商品通常經由陸路被護送到京師，

初是南京，後是北京。他們被回贈許多朝廷禮品，然後又出

陸路回到廣州。這樣，泉州和福建的其他港口便大半備受冷

落。在這些港口中，再也見不到外商，代之的是朝廷的守衛。

他們築起明堡，配備了沿海艦隊，緝捕非法的船隻，打擊外

國的和中國的海賊，並制吐走私活動。這樣做的好處是使沿

海各省平靜安定，其結果還發展了另一種經濟活動。@

這種政策選產生了一種意外結果。十四世紀末，在海外

只短暫逗留的中國商人的人數大大減少。但對那些身處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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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在廣州精心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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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被護送到京師，

主禮品，然後又由

主口便大半備受冷

的是朝廷的守衛。

í-_的船隻，打擊外

叫放的好處是使沿

莖濟活動。@

耳世紀末，在海外

且對那些身處海外

未能及時回國者，以及對那些忽攪禁令仍繼續進行海外貿易

而不得不無限延長其在國外的居留者，政策迫使他們在當地

結成更為種定的社會集團，甚至永久居組下來。禁令的盤格

執行，使~J海外去很事翼易的華人理漸稀少，而多數居留海

悴的華人則被迫在那車組成社會集團。就是在這種氣氛下，

鄭和統續他的艦隊於1405 (永樂三年)到 1433(宣德八年)年間

進行了他的偉大航行。這些遠征結束後，朝廷即決定不再t派

遣艦隊遠征，但是出乎本意的是，這種遠征是在私人的海外

質易已被摧殘，萬人的後代繼承其海外貿易備受威脅的時期，

竟使更多的中盟人受到海外貿易是致富機會的鼓舞。

泉州港口由於外商的忽視和中國海外活動的停頓而大受

影響，已不復作為一個重要港口的盛譽。不過福建商人轉而

經營其他專業。。在較為安定的世紀裳，他們主要經營經濟

作物，如糖、荼、龍藍、木材、水果、乃至棉花。他們生產

質量高的棉布、絲網、陶瓷，並鼓勵發展手工藝品和各種製

成品。他們改良了鹽業和漁業，特別是從水陸兩路發展了和

鄰省的貿易聯擊。沿海的閩南人(包括在其北方的漁游興化

和福興的漁民)並投有荒疏了鮑們的造船和航海技能。事實

上他們深入發展了其海外貿易的經驗，來往於中國沿海一帶，

甚至溯長江達到中原腹地。他們越來越多地和廣東、樹江、

江蘇、甚至安徽的龐大而活躍的商人集團合作，在盟內組織

私人貿易。他們的主要長處在於熟習海上生活，因為大海為

他們提供了進出中國各個大市場的捷徑。他們依賴於大悔，

還因為沿海土地可耕者較少，他們擁有的耕地極為有限;當

人口急劇增加時，他們只能依靠大海把從長江和珠江三角洲

購來的糧食運田。這也就說明，當海外貿易的禁令執行稍有

鬆姐或部分廢除，或地方官吏對那些閩南人的傳統航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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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時，自然會有不少人既能移又願意投向海

外市場。@

明朝的鎖國政策實際上不可能維持下去。這種政策的實

施曾消滅中國沿海的違法混亂狀況，使得經濟和人口都迅速

增長。這反過來給沿海中國人，特別是閩南人增加了壓力，

誘使他們追求海外貿易的巨額和j潤並設法規避貿易禁令。而

且，中國的繁榮又鼓勵了更多的外商封來，當中越來越多外

商對偽裝為進竟使臣感到不耐煩。他們也在想方設法在趨向

於寬容私人貿易的地方官員默許下擴大他們和各港口的直接

貿易，而不願去和廣州的官員打交道，接受登記備查。留在

海外港埠的中閩南人都情願給那盤來葦的使闇提拱幫助，或

作萬外國統治者的代表，或充當傳譯者。其他人(像那些既

有經驗但又盤到忽視的閩南船員和商人)則偷偷跑去和東南

亞一些港口已經形成的商人小社會進行貿易，在甚至參加進去

成罵他們的一員。因此，儘管十五世紀時既有海禁，海外貿

易風險又越來越大的像馬六甲、萬丹、湖泥、蘇祿等港埠，

以及琉球群島和九州島等盧還是存在著一些中國商人的小社

會。在歐洲人東來之前，這些華商在各港口的小社會構成

→條鍊子，支持著東亞和東南亞人民努力爭取日益興旺的

貿易。。

關於這些社會集團由於1受有詳細資料，我們不知其詐，

因為在中國人眼裳，這些社會集團不是合法的，故官方無記

載，而中國的僑居者又多無文化，或不敢作記述。他們在中

國許多港口都有一些有文化的的合作者，但這些人也不敢公

開承認臼己投資於這種利潤豐厚的貿易。因而，我們只能通

過首先是葡萄牙人，然後是西班牙人，荷蘭人， 日本人，最

後是 1517 年(正德 12 年)明朝霞開海禁後中國人自己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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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傳教士和士兵來i

衛和開發他們佔領的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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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島嶼。因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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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可能還要多壘。@

是十六世紀最龐大的一



已移又願意投向海

亡。這種政策的實

在濟和人口都迅速

回人增加了壓力，

兒避貿易禁令。南

當中驢來越多外

E想方設法在攝向

守和各港口的直接

是登記備查。留在

藍圖提哄幫助，或

其他人(像那些既

IJ偷偷跑去和東南

悉，甚至參加進去

先有海禁，海外貿

它、蘇祿等權埠，

主中國商人的小社

i 口的小社會構成

j爭取日益與旺的

我們不知其詳，

去的，故官方無記

李記述。他們在中

且這些人也不敢公

因而，我們只能通

商人， 日本人，最

:中國人自己的記

述，比較全面地瞭解分布在會安(Faifo)、馬六甲、帕坦尼、

平戶、長崎、馬尼拉、萬丹和巴達維亞等地較為著名的那些

商人社會。@

在 .2 公元 1500 年以後的華人海外活動

直到十六世紀末，海外的華人社會規模最大的也不過幾

百人。當然，幾百個中盟男子和當地婦女結婚，養育華人的

後代，很快就可以將人口增加到幾千人，但是除了十六世紀

九十年代在馬尼拉以外，十七世組以前在其他地區投有發生

過人數劇增現象。中盟的男子主要是僑居者，他們不想、長久

居留。如果他們與當地婦女結婚，他們也讓其後代與當地土

著問化。但馬尼拉是有趣的例外。西班牙人不像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在征服了建設完好的港口城市如果阿和馬六甲之後

即侵入其富饒的內士也接觸到技街先進的土著人口;菲律賓

的西班牙人則聚居在處於東方淵厚的文化邊陸上一列未開發

的小島。幸虧恤們在十六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所遇到的回教

徒是軟弱的，已被葡萄牙人切斷與其他強盛的回教佳的聯繫，

而日本人和中聞人都無意、涉足該地。對於西班牙的一小撮官

吏、傳教士和士兵來說，他們很快就認識到，假如他們要保

衛和開發他們佔頓的島嶼，他們需要發展中國貿易，而且，

他們更加需要中齒的船隻、貿易商人、熟練的手藝工匠，以

便將馬尼拉建設成為一個大型航海中心，並協助西班牙統治

這些島嶼。因此，他們比以前任何人都更為歡迎華商。在不

到三十年內，華人人口 t升到萬人左右，如將混血兒合併計

算，可能還要多些。@這是第一個真正龐大的海外華人社會，

是十六世紀最龐大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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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中，在巴達維亞有另一個龐大的華商社會，後

來發展到此在馬尼拉的還要龐大。這又是荷蘭政策蓄意造成

的結果。因為他們想利用華商在馬來蒙島、印支沿岸及日本

業已形成的商業網來壟斷東亞和東南亞貿易。當時荷蘭比西

班牙強大得多，他們更想儘速發展。他們歡迎華人的合作，

並千方百計利誘華人脫離與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關諒。在這種

情況下，一條得到蒂蘭支持的華人社會連鎖網發展起來了，

該網遍布於巴達維亞以及東至摩鹿加，北至遲羅，東北至中

聞和日本之間的地區。當葡萄牙人被理出馬六甲及摩鹿加而

盟鹿澳門時，在Bi重組E的荷蘭人就像西班牙人治下的馬尼

拉一樣，控制了東南亞最大的華人社會，並利用他們來鞏固

其海上帝國。並非巧合的是，荷蘭及西班牙商閻對大社華人

被取引到上述城市都感到擔心，並都小心翼翼地設法控制清

華人。在此後的一百五十年間，當西班牙人在馬尼拉覺得華

人的存在對它是威脅時，就進行大屠毅;而在巴達維亞，

1740 年(清乾隆五年)也發生了一吹大規模的流血事件。西

班牙人特別感到脆弱，因為他們在更大程度上依靠華人，而

他們自己的兵力較薄弱;而且那些精力充沛的閩南人的故鄉

樟州和泉州又都很近。雖然荷蘭人有強大的艦隊，他們也還

是要小心謹慎地限制和恤們合作的華人的潛在力量。他們對

在其帝國統治下存在著龐大的華人社會不敢放鬆警惕，特別

是在巴達維亞大門口就有那麼一個特別大的華人社會。@

4.2.1 馬尼拉

在馬尼拉和長崎的兩個閩南人社會特別引人注意。前者

是因為有歐洲強國極其需要華商而興起的;而後者則是受歐

洲人東來的影響而基本上按照亞洲方式發展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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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的華商社會，誰

牙關政策蓄意造成

印支沿岸及日本

主。當時荷蘭比西

次迎華人的合作，

于的關係。在這種

與網發展起來了，

巨遲羅，東北至中

馬六甲及摩鹿加前

任牙人治下的馬龍

奎利用他們來鞏由

于兩國對大批華人

是翼地設法控制者

人在馬尼拉覺得華

而在巴達維亞，

E的流血事件。西

度上依靠華人，而

巾的閩南人的故鄉

向艦隊，他們也還

皆在力量。他們對

技放鬆警惕，特別

向華人社會。@

~IJ引人注意。前者

而復者則是受歐

晨起來的。

在馬尼拉出現一個龐大的華人社會集團是和西班牙的政

策分不闊的，但這嚴先是諒自傳統閣揖單易在i產值草島的擴

展，能湖i足發展直到蘇禪:另一方面是十六世記初葡萄牙人到

來接福建沿海新的貿易發展的結果。華人努力擴展貿易，建

立了一條經由台灣和巴布雄豪島到呂宋的海上新通路，這就

使得樟州和泉州人在從事菲律賓貿易時可以較其他中間人相

對減短其航程，從而有把握獲利。從那時以後，到呂宋民都

絡，以及棉蘭老和蘇祿的港口一般都有定期航運。但這條新

航路並不引人注意，若和i遷往中國南海閻部富裕港口主要賢

易路錢相比較則處於不那麼重要的地位。隨著葡萄牙人的到

來，和中國沿海貿易發展的結果，閩南人的貿易命運發生了

劇變。

葡萄牙人到來之時恰值明朝貿易政策幾乎崩憤之際。@

非官方的華人貿易和外商貿易已超過了朝貫的官方貿易。因

而，當廣東的官員自葡蔔牙人不屬於來華朝賞之列而予以拒

絕，而葡萄牙人又決心進行這種貿易，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之

時，這給閩南人的以幢大影響。躍躍欲試的閩南商人隨時準

備追上從海仁駛過他們港口的管萄牙人做生意。這種貿易是

非法的，但無能的官員很少制止。這種貿易繼續發展，同時

葡萄牙人及其夥伴發生糾紛的混亂狀況不斷發生，終於使朝

廷中一些認真的官員力聞實施禁令，由此引起的騷動導致閩

南一些曾暗中參予這種海外貿易的知名人士起來反抗，也引

起了日本和其他非法商人的反抗。而i章惜時問又正好i撞上日

本國內連年發生內戰，因而有許多日本浪人可以{雇用來從事

非法活動。這種祇抗從 1550 年(嘉靖二十九年)到 1570 年(降

塵四年)悶在中國南部沿海形成一連串的中日戰門。特別在

1552 (嘉靖三十一年)至 1565 年(嘉靖閻卡四年)悶，中國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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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四省連續不斷遭到改擊。雖然明朝最後獲勝，但也接受了

教訓，終於在 1567 年(陸慶元年)取消了海上貿易禁令。@造

時正值西班牙人登陸菲律賓，比西班牙人定居馬尼拉僅早五

年。

西班牙人和新近才從沉重的貿易禁令中解放出來的閩南

人的關係，起初看來是互利而融洽的。西班牙人初到馬尼拉

時發現那里有約 150 名華人渴望進行貿易，這對未來的發展

是好預兆，而在此後的三十年內，確實有大量的閩南人來到

馬尼拉。關於華商社會之形成，有幾種資料可以表明，張捏

在其《東西洋考)(1 617) 中曾扼要敘述如下:

華人既多詣呂采，往往久住不蹄，名為歷冬，聚

居洞內(“賤民區.. Parian) 為生活， 漸互之車主萬。

間有削髮，長子孫、者。(即皈依基督教式按外國

人生活方式生活，與當地婦女結婚，在那衷建立

起家庭。)@

祖輩人定居馬尼拉，對西班牙人和華人來說，終究是個

負擔和不安定因素。部分原因是受所謂“悽寇"襲掠中國年代

所影成的中國沿海情況的影響。當時尚有幾幫大的海躍在騷

擾中國沿海一帶，其中以林風(又稱林問風)為首領的一幫於

157吐 1575 年(萬曆二年至三年)間南航擬奔取馬尼拉。林同

風是在一點就成功了，這大大地提醒了西班牙人他們的處境仍

然非常危險。但他們也從而瞭解到一些有關明朝的情況。明

朝的沿海官員表示願意協助西班牙人打垮林阿風一夥.1t對

西班牙的勝利由衷高興。有兩批明朝官員訪問了馬尼拉，其

中第二批確曾帶來朝廷問意西班牙人來華經商的信息。更重

要的是，他們對那里的華商集團漠不關心。給西班牙人的明

確信息是，這些海外華商經營的是名符其實的私人貿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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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他們中間. k 

代表華人社會去和E

至可以和西班牙人

但這不是一個1

人數劇減到 500 人。

有更多的閩南船船，

又增加了。再經二寸

地政策允准居留在焦



主勝，但也接受了

:上貿易禁令。@追

至居馬尼拉僅早五

何解放出來的閩南

迂牙人初到馬尼拉

璋對未來的發展

之葷的閩南人來到

手可以表明，張雙

5 為歷冬，聚

漸至數萬。

「教或按外國

在那衷建立

入來說，終究是個

寇"襲掠中國年代

是幫大的海盜在輯

)為首領的一幫於

手取馬尼拉。林防J

f人他們的處境仍

詞明朝的情況。明

半阿風一一夥， 並對

方問了馬尼拉，其

重商的信息。更重

給西班牙人的明

實的私人貿易，他

們完全可以為西班牙所用來增進其對華貿易的利益，以及他

們在東南亞企業的利益。同時，因為華人的人數越來越多，

需要對華人聚居地小心地控制。於是就在 1582 年(萬居十年)

割出一個特別區即“賤民區H作為主表面居住區(這種居住直在

二百年內曾連移過幾狀. 1_ê_其控制非天主教徒的華人的原則

未變)。以絲網換白銀的貿易在十五世紀八十年代變得非常

蓬勃，不lJ錢聾厚，因此，每年有的 20 艘船船由福建開往日宋，

到 1600 年(萬曆二十八年)時增加到每年超過 30 艘。三年以

後， 自願留居呂宋的華人增加到超過伍.000 人。到 1603 年

(萬膺三十一年)時，西班牙人對華人的疑懼導致一坎衝贅，

大量華人被屠殺。倖存者中，據說有 600 人退回中國，只有

500 人留了下來。閩南的方志作者及系譜學家在報導這一悲

劇時總帶著特別憤慨的語氣。@

儘管有許多此一時期的西班牙文著作談及華人，但很少

有述及在“賤民區"的華商社會是怎樣組織的。人們所知的是

大部分華商經營絲觸、布匹、瓷器，有的則販賣食品、 f家具、

工具和勞務。重要的熟練工藝諸如裁縫、印刷等。大多數華

人間 r商店，買賣都很成功。有越來組多的華人轉而信奉天

主教，和當地婦女通婚。他們被允許可以居住在“賤民區"以

外。在他們中間，以及他們的復代中遴選出可信託的僑髓，

代表華人社會去和西班牙官吏打交道。這種受信託的華人甚

至可以和西班牙人--J蓋住到馬尼扭要塞里。@

但這不是一個穩定的華人社會。的03 年大屠殺之後，

人數劇減到 500 人。但是，意;想不到的是，沒有經過多久就

有更多的閩南船船，裝載著更多的華商到來，因而華人人數

又增加了。再經二十年，華人在菲律賓的人數達到 3 萬。當

地政策允准居留在馬尼拉的人數不得超過 6.000 人，但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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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這一規定並未遵守。 1621 年(天啟元年)的概略統計，居

留在“賤民區H的最少有 20. 000 人。也就是說在這個期問，

對那些住在封閉性的“賤民區H內的華人，和那些已改{吉天主

教，並被允許只要願意便可以與西班牙人住在同一區域的華

人有一個明確的劃分。在那個世紀的餘下年代裳，華人的人

數經常變動，因為西班牙的政策時常改變，尤其是受 1620 (泰

昌元年)到 1684 年(清康熙二十三年)問中國政策不穩定的影

響。西班牙人學會了每年僅依靠來往中闋的有限船船就能生

活下去。而且，他們自己的華人混血兒社會已經聽步成長到

能經營中國貿易。遺樣，在馬尼拉以及菲律賓其他地方的華

人社會的性質就改變了，單詞分馬兩個互有關帳但完全不同的

社會:一個是僑居華人社會;另一個是由華人的灑血接代所

組成的土著化7的社會，他們中許多人仍然和僑居華人合作

從事他們祖鄉擂建的貿易，但是他們的後代正在變成為未來

的菲律賓人。@

僑居的非天主教徒華人由一位西班牙“長官"管理，但華

人聚居的“賤民臣"有自己的“頭人..這些“頭人"起到居問人

作用。我們對那些貿易是怎樣組織的毫無所知，只知任何地

方都有一個作為居民活動中心的廟宇，或為天后宮，供奉水

上人的女神，或為關帝廟，供奉關羽這個商人們崇拜的神明，

或兩者都有(這種廟宇後來兼泰佛祖和大慈大悲的觀世音)。

因為以前發生過幾吹大屠殺，又因為華人聚居的“賤民區"遷

移過幾仗，在馬尼拉已投有早期廟宇的遺跡可尋，也投留下

任何文字記載。西班牙的資料來源是我們的主要依據。但問

班牙的記載大多集中反映中聽 墨西哥貿易，華人對問班

牙統治的威脅，華人轉而信奉天主教的可能性等等，都未涉

及華人臼己利用甚麼組織來團結和促進他們的貿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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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了十八世紀，毛

遍現象。然而由於主

些組織也就不那麼草

西班牙人的記章

條街道的木屋里。代

在每片住宅中總有一

還有一些小祭檀散莉

(在十七世紀初這類

特別是已婚者，則1

其近郊。 1687 年(譯

所是由十位華人僑弩

葉，混血華人的人費

給人的印象是，西E誼

會的積埠，而讓華).

時候他們願意這樣倘

恤們去這樣做。@

4.2.2 長崎

和在馬尼拉的至1

日本去經營貿易的導

攝張主義的西方強壓

流長的文化聯繫中接

至前途難卜，雙方航

反覆的受害者。例如

世紀末就因野心勃吉普

中斷。後來，明朝自4

這種從屬關係，哪作



)的概略統計，居

主說在這個期間，

fíl那些已改信天主

進在同{區域的華

年代裳，華人的人

尤其是受 1620(泰

頭政策不聽定的影

約有限船船就能生

會已經穩步成長到

律賓其他地方的華

菊保但完全不同的

華人的混血接代所

結和僑賠華人合作

代正在變成鳳未來

“長官"管理，但華

“頭人"趕到居間人

所知，只知任何地

為天后宮，供奉水

古人們崇拜的神明，

巨大悲的觀世音)。

聚居的“賤民區"遷

跡可尋，也投留下

的主要依據。但西

貿易，華人對西班

能性等等，都未涉

們的貿易活動。一

直到了十八世紀，秘密會社、行會，以及方吉集團才成為普

遍現象。然而由於這些華人幾乎都是泉州和樟州的鄉親，這

些組織也就不那麼重要了。@

西班牙人的記載說明，在“賤民區"的僑居華人居住在幾

條街道的木屋裳。他們是按照同宗、同鄉、阿縣、前聚盾的會

在每片住宅中總有一幢廚子被用作供奉天后或關羽的廟宇，

還有一些小祭權散布於各處房屋裳。至於信奉天主教的華人

(在十七世紀初這類教徒人數不超過全體華人的10-15% )，

特別是已婚者，貝IJ 都住在比農多(Binondo)各教堂的周圍及

其近郊。 1687 年(清康熙二十六年)據說比農多的中國鎮公

所是由十位華人借領和五位混血兒僑領組成。到十八世紀中

葉，混血華人的人數已增加到足以和寄寓華人脫離了。這時

給人的印象是，西班牙人對大部分居民的控制政策是通過教

會的續導，而讓華人自由士也按自願方式組成各種社圈，甚麼

時候他們願意這樣做就可以這樣做，或者賄貼地方官員允許

他們去瑄樣做。@

4.2.2 長崎

和在馬尼拉的華人社會影成尖銳對照的是，十六世紀到

日本去經營貿易的華人僑居者不必和一個既不可靠而又推行

擴張主義的西方姐回打交道。反之，他們可以從中、臼源連

流長的文化聯聲中得到利益。可是，這種聯繫未能延續，甚

至前途難卜，雙方的貿易商人便時常成為兩個傲慢帝闊政策

反覆的受害者。例如，宋代一直欣欣向榮的 ~l] 日貿易到十五

世紀末就因野心勃勃的元朝忽必烈大常兩狀試崗入侵日本rm

中斷。後來，明朝的政策將貿易限於進貢使圈， I(i]日本反對

這種從屬關係，哪怕僅僅是名義上的。十問世紀末至十色;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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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初， 日本海路和走私者更進一步使中日關存、惡化，以至攀

高想安全行旅到日本貿易日益困難，當然更不可能支持在臼

本僑居的華人了。加之，其時日本正處於內戰之際，宙間通

商就更加困難。笛，日本各封建藩主為保存其頓地而苦戰時，

政治上的混亂使得正常貿易關係不能維持下去。但是九州的

封建藩主因其港口 E在中國南方各省較近，為了獲利，易於和

那些熱衷於經營的華人接觸，曾維持一種非官方的貿易。他

們自己的船桶和商人開始遠航饒過中國而找到過往東南亞各

港口的航錢。他們和華商私下來往，特別是與福建甫部華商

的來往有所發展。這種關係是如此緊密，當十六世紀中葉，

中國的海上貿易禁令雷厲風行時，受到直接影響的日本和中

國商人曾聯合起來劫掠中國沿海口岸。他們利用臨江和福建

些j在海島嶼作為劫掠基地，但真正用作組織大規模車撞擊基

地的則是九州的島孽。@據稱上述許多日本港口都有僑居華

人，但十七世紀以前並無證據足以讀明巳形成華人社會。

對中國沿海連續二十五年以上的劫諒，究竟在多大程度

上滿足 f商業貿易的需要，人們並無所知。但留傳下來的記

載著重記述財富損失，包括耕地和沿海工商業的損毀，以及

人民生命的重大傷亡。記載叉著重記述了明朝將領為擊潰這

些海盔，將恤們趕凹日本，曾經付出極為高昂的代價。無疑

有許多中國人，或是單身或是成幫，逃往日本港口，在那里

僑居或定屑下來，另有…些中國人則隨同他們的日本向夥南

下，遠航至越南(包括占婆)、呂宋、帕塔尼、萬丹和馬六甲。@

重要的是，明朝對“日本人" (即“偉寇"譯者注)不予寬恕。

當貿易禁令於 1567 年(陸農元年)廢除時，禁止對日貿易仍

繼續有效，這就意昧著僑居日本的中摺人不能回國， 日本商

人也不能直接與中間貿易。因此，那些閩南人，他們熱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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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私人貿易原來里

求而於 1567 年解除

好處了。皮之，寶路

的澳門墓地進行雙戶

於聯合和依靠葡智主

那些規模雖小然而真

夥。@

早在十七世紀事

子。南安(在泉州)身

親，曾到澳門去投歹

船隊前往九州。在平

蒂其1T Andrea Ditties 

接管了他的商業和如

南人小社會集團。;其

是開裁縫作坊，後予中

個航海帝國。還有起

多借口都有零散的導

十七世紀初期，

本並將其置於他的級

家康很快認識到從事

給葡萄牙和荷蘭去競

幫忙。於是引進了一

貿易的支配地位。也

他們的海上勢力，台

用作貿易墓地。十t

的月港(海澄)(十六

港口)、廈門(在鄭芝自



有係惡化， 以至華

巨不可能支持在日

、戰之際，因而過

主領地而苦戰時，

t~-去。但是九州的

通了獲利，易於和

|上官方的貿易。{也

戈到過往東南亞各

主與福建南部華商

~十六世紀中葉，

妾影響的臼本和中

門利用樹江和福建

且織大規模襲擊基

立港口都有僑居華

彭成華人社會。

究竟在多大程度

假留傳下來的記

:業的損毀，以及

í]朝將積為擊潰這

苟昂的代價。無疑

臼本港口，在那里

他們的日本同夥南

、萬丹和馬六甲。@

:者注)不予寬恕。

禁止對臼貿易仍

干;能回國， 日本商

詞人，他們熱衷的

非法私人貿易原來曾導致禁令的寶路，又由於他們的熱切懇

求而於 1567 年解餘，現在又不能在有利的對日貿易中得到

好處了。反之，實際獲利的是葡萄牙人，他們利用其新建立

的澳門墓地進行雙向中日翼易。捕閩南的貿易商則只能滿足

於聯合和依靠葡萄牙的船長，並且在日本各港口葡萄牙人的

那些規模雖小然而頗罵成功的質易與傳教中心和葡萄牙人合

夥。@

早在十七世紀初就有過這種與日本非直接貿易的極好例

子。南安(在泉州)的冒險家鄭芝龍，他是國姓爺鄭成功的父

親，曾到澳門去投奔他的母舅，改估了天主教，隨同澳門的

船隊前往九州。在平戶他服務於閩南頗為成功的商人李丹(狄

蒂斯 Andrea Ditties 船長) .娶一日本妻子。李丹死後，就

接管了他的商業和航海帝國。可見當時在平戶必定有-個閩

南人小社會集閣。另一閩南人叫嚴錫蝕的，據說在平戶起初

是開裁縫作坊，後來賺了錢，在鄭芝龍到來之前就創立了一

個航海帝圈。還有龍據足以誼明，在長崎以及長崎附近的許

多港口都有零散的華商或華人曾險家集團。@

十七世紀初期，當新的幕府首領德川家康重新統一了行

本並將其置於他的統治之下之後，荷蘭人來到了九州。種川

家康很快認識到從事中國貿易有巨利可關。他投有把貿易讓

給葡萄牙和荷蘭去競爭，而是決定臼本商人應吸納中國人來

幫忙。於是引進了一套新的貿易許可證制度以削弱歐洲人對

貿易的支配地位。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李丹和鄭芝龍建立了

他們的悔上勢力，台灣島先後為中盟人、荷蘭人與西班牙人

用作貿易基地。十七世紀二十年代中，澳門、馬尼拉、樟州

的月港(海攪) (十六世紀時埠外|代替泉州成為閩南人的貿易

港口)、廈門(在鄭芝龍的影響下，十七世紀成為閩南新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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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和九州這些港口的貿易已非小商小販所能插手。歐洲人

的到來建立起畏程貿易新規模，因為葡萄牙人和百班牙人都

得到他們各自王室的支持，而荷蘭東印度公司(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更有官方作後盾。對此日本幕府決定

給予日本商人提供全力幫助是切合實際的。@只有中國人

一一這里我特別指那些處於日趨衰落的明朝東南邊睡一鼎的

閩南人一一一得不到官方支持。鄭芝龍在其大家族及閩南同鄉

人的支持下，通過成功的貿易，也依仗軍事上的和外交上的

靈活手腕，才得以維持他龐大的海上勢力。

在九洲，情況一直是不種定的，直到德J 11 家康的幸存、黨時，

日本的國內政治導致完全閉關自守的政策。一切對外聯繫斷

絕，葡萄牙人及他們的艦隊遭到驅i妾，而到 1641 年(崇禎十

四年)時，只有長崎一個港口還對中國和荷蘭船船開放，本

來不過是一個漁村的長崎，因為葡萄牙人的貿易和傳教而變

成重要港口，這段不平凡歷史常為人們稱道。華人，創括那

些皈依天主教並馬爾萄牙人工作的華人，在長崎港的發展中

起過積極作用。 1602 年(萬居三十年)時，在那里確有一個

閩南人的小社會，在十七世紀中始終是華人中最重要的 個

集團。這個小閩南人社會的盛衰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

個時期從 1580 年〈萬曆七年)到 1635 年(崇禎七年).這是他

們最興盛時期。第二個時期從 1635 (崇禎七年)到 1688 (;寶

康熙二十七年)年，閩南人的業績尚屬不凡，因為他們有自

己的海上力量，而其他來自福州、寧波和長江三角洲的華人

則從此衰傲，因為他們的家鄉受到明亡改朝易代的變亂影響。

1688 年以後，長崎的華人減少 1 閩南人變得更樂於種居

台灣和東南亞各個港口。@

1600 年以後臼本的傳川幕府輯來越反對天主教，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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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斤能插手。歇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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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 (the Du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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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家族及閩南同鄉

吾土的和外交上的

吼叫家康的舔輩時，

一切對外聯繫斷

到 1641 年(崇禎十

荷蘭船帕開放，本

的貿易和傳教而變

宜。華人，包括那

主長崎港的發展中

在那里確有一個

人中最重要的一個

為三個時期。第一

i禎七年)，這是他

買七年)到 1688 (清

屯，因為他們有自

長江三角酬的華人

l易代的變亂影響。

心變得更樂於種居

乏對天主教，他們

所想要的是那些自顧表明不是天主教徒的華人。因此，在長

崎僑居的華人在第一階段中以公開表明信牽偶教為其特轍，

連在到處是沒有的。@在長峙的華人不僅只有閩南人，但他

們自 1602年(萬曆三十年)起首先利用當地的佛教廟宇作為正

式集會地點。他們的那些來自江樹的競爭者則走得更遠，於

1623 年(天啟三年)建立了興福寺，這促使閩南人稍後於

1628 年(崇禎元年)建立了他們自己的福濟寺。整年來自福

州的第三個集團建立了崇福寺。這樣這些華人就擺脫了葡萄

牙人，也擺脫了那些皈依天主教的日本人和中國人(但括在

罵尼拉被西班牙人改變了信仰的閩南人)，從而成為在長崎

受歡迎的外國貿易商。後來，在 1641 年(崇禎十四年) ，荷

蘭人被迫從平戶遷至出島，在那裘{也們的活動受到限制，可

這時候改仿佛教的華人則明顯地受到優待。這些華人不限於

必須住到各自的廟宇的周圍，而是被允許自由地和與他們做

買賣的日商混住。總之，可以設想、‘上述三類華人曾利用他

們各自的廟宇作為集會地點以及社會和福利中心，也作為宗

教活動場所藉以鞏問他們作為種族分支的團結一致。@可惜

我們不知道這些廟宇是否曾被利用來促進他們的貿易鴻闢，

或者對如李丹及鄭芝龍這類人物的業績是否起過作用。

在第二個時期，鄭芝龍和他的兒子鄭成功(國姓爺)保誼

閩南人能控制長崎、廈門和台灣(以及所有中國和東南亞各

港口)闊的一切貿易。 i這一時期較其他時期更為明顯的是，

鄭氏的艦隊像海上帝間那樣實施控制。而清朝把沿海居民還

往內地的政策對他們是一種幫助。這種政策延續 F二十年(清

康熙元年至二十一年，即公元1661年 1681年) .使得鄭氏在

衰落時期也少有競爭者。在這一時期中，長崎的官方開始對

華人嚴力。監督，並密切注視他們的社會和政治活動，但華人

第四章 設有建立帝國的商貿 111 



仍相對自由地可以住在臼本人中悶。至於那些鑫忠於明朝前

逃亡至日本的華人，他們覺得歸化為日本人更好，並因而設

有和眾多的閩南人歸為一類。當鄭芝龍的海上帝國崩潰，而

台灣於 1683 年(康熙二十三年)被清朝海軍佔領，沿海居民

又被允許出海時，這個時期對在日本的閩南人來說是一個高

盔期。到 1687 年(康熙二十七年) .來自中闊的船船超過

100 艘。這個數字突然間顯得過多了。長崎當局決定限制來

船數，並建立一個華人且給華人居住。 1689 年(康熙二十九

年)時，所有華人都被強迫住到規定的區域裳，就像荷蘭人

住在出島一樣。於是聞始了一個新的時期。@

能 1688 年(康熙二十八年)到十九世紀中葉，在長峙的

華人被限制住在一個圈閱起來並設有防衛的“唐人街"襲。這

一區域由日本人管理. 1708 年(康熙四十八年)時{雇用的職

員達的人，而管理出島的荷蘭人的職員則多達 134 人。同樣，

在處理外交事務的機關裳，聶華人i雇用了 250 名職員，而為

荷蘭人則催用了 138 名。在十八世紀時，華人中間閩南人仍

然最為突出，雖然他們對在長崎貿易已經不存在多大指望了。

1708 年，在 167 名能傳譯各頓中關方吉的譯員中，有 101

名專門傳譯泉州(閩南或廈門)方吉。@

4.3 結論

本叢中談論閩南人，因為他們在十三至卡八世紀期間是

海外貿易商的大多數。他們又是最成功者。他們在中國沿海

口岸成為自成一闊的貿易力量，比葡萄牙人在歐洲沿海的商

業活動還要學一些。{也們早期的成功是由於宋元兩朝帝玉的

扶植，就如同葡萄牙人的成就一開始就依靠王室的鼓勵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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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明朝改變了政策. 1368 年以後官方的扶祖停止了，閩南

人是在法律保障以外掙扎求存、自力更生的。他們需要閩南

的造船工人和航海船長的專業技衛，需要他們同族人用從國

內貿易中賺到的財富來投資，需要他們親友中的土紳官直為

他們說好話，甚至於保護他們某些非法活動，他們還需要他

們的家脹和伺鄉提供人手。他們還得在國內賄賠腐敗的官吏，

在海外爭取外閣官員和商人的合作。儘管閩南人如此努力，

加上他們地理上的優越，以及對東南亞地區擁有長期積累的

知識，但他們在與得到官方參予並全副武裝的葡萄牙人的競

爭中仍受到重重壓擠。

相對於西班牙人來說，閩南人的有利條件就更多。菲律

賓翠島距閩南很近，其間的水域航行閩南人是熟習的，而閩

南商人的人數遠比西班牙商人為多。而且，西班牙人正處於

一個龐大帝國的衰落末期，他們的航海活動又受到有敵意的

葡萄牙人和摩洛人(Moro)的約束。在呂宋的閩南各社會集

團，本來即使不是在政治和經濟事務上大權在握，至少也能

臼力更生。但情況並非如此。反之，被中國官方遺棄了的閩

南人選擇了低姿態，甘願充當僑居商。恤們面對西班牙帝闊

的威力毫無辦法，而事實上，許多人並旦成為西班牙人擴張

的工具。另一方面，在菲律賓的華人對中國的經濟則貢獻極

大，他們成功的貿易給中圓帶來大批的銀元，他們的企業引

進了新世界的作物如馬鈴薯、玉米、花生和個草等，這些作

物對他們故鄉福建全省賴以生存的農業起到了改良作用。@

荷蘭人和閩南人及葡萄牙人一樣，居住在大陸的邊緣，

同樣面對著既風險重重又能提供良機的大悔。但和葡萄牙人

不同的是，他們的貿易不是由皇室支持，間是由一個得到特

許成立的公司作後盾。這間公司在組織上是現代化的，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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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當起的質產階級的需要。而和閩南人不同的是，荷蘭人

既得到官方支持，又有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保障。 他們的船

艦以“荷蘭東印度公司"名義武裝起來，並得到其君王的批准。

就是在長崎，當所有外國人都不用受管束，華人在理論上和

荷蘭人處於平等地位時，荷蘭人也比華人優越，因為他們在

和幕府官員打交道時，是以外國國家代表的身分進行的。不

管幕府的官員是否重視，荷蘭人總是提醒他們說，荷蘭公司

日得到皇室承認，並可以代表他們的閻王進行談判。閩南人

則提不出這種主張。他們僅能設法尋找他們可能得到的最佳

安排，問且他們只能得到他們的東道主認為與他們相稱的待

遇。不論是在馬尼拉還是在畏峙，閩南入都不足以與西班牙

帝國的瘟民者、傳教士或士兵競爭，也不能與全副武裝並由

國家支持和認可的荷蘭公司競爭。他們是遠離中國省份的低

下商人，遠離朝廷只能靠自己的聰明才智生活，發揮冒險的

才能，遇到困難時，只能依靠伺族、同鄉和強烈的閩南鄉土

忠誠來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閩南人的成功和失敗很容易被請大。他們在馬尼拉和長

峙的經歷中哭出的裴現是，他們的寶易活動是渾噩歐洲人東

來的刺激，而他們在創業精神和勇氣方面都不亞於歐洲人。

但閩南人在但使中摺社會制度發生必要的改革以與歐洲甚至

日本等列強競爭方面則毫無建樹，他們誰未成為明清統治者

利用以建立商業帝國的工具，也無望能得到連官貴人或朝野

議論的支持而有所作罵。終於，他們只能滿足於在他們的對

于那方，那些來自小國{旦得到問家支持的企業所建立的商人

帝國中，充當合夥人或輔助代理商。華商社會是通過這種間

接方式為世界經濟的發展做出貢獻的。這種貢獻的大小程度

有待於將來的深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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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宋1 元、明與
東南亞關係的對比



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保可以追溯到三千
年前左右。在這段長時期中，中國與該地區關諒的性質很少

變化，即使有些變化出現，也因為它們是逐漸發生的，難以

引起人們重棍。但是，有幾個時期的變化是比較顯著的，這

就是南宋的最後幾十年，終元一代和明代的最胡幾十年。下

面試行說明這些變化，並對其重要性加以評述。

從十三世紀後半期至十五世紀前半期這二百年闊的主要

有關事件已為人們所熟知。回顧一下這些事件的種概將有助

於闡釋中國和東南亞的關係在上述兩個世紀中的重大變化。

首先應該提出的問題是，南宋、元代及明代初期的統治者究

竟是如何看待東南亞的7 因為弄清看法問題十分重要。對比

之下，南宋的首都杭州，元代的首都北京以及明代初期的首

都南京對東南亞的看法很可能是不一樣的。這可以稱之為“帝

國的觀點"因為人們可以設想造種觀點是由自京師的，並

且人們也可以設想當京師的位置遺移後，這種觀點會改變。

但是 i靈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看法，例如來自各個不同的主要

貿易城市及口岸的看法，對東南亞的各種各樣聯擊是在哪些

地方進行的。也許其中的最佳例子是南宋和元代的泉州對東

南亞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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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東代與東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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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以追溯到二千

至關怯的性質很少

罣漸發生的，難以

是比較顯著的，這

勻最初幾十年。 T

平述。

畫二百年闊的主要

害件的種概將有助

己中的重大變化。

弋初期的統治者究

室十分重要。對比

文及明代初期的首

這可以稱之為“帝

是出自京師的，並

章種觀點會改變。

這各個不間的主要

尋樣聯繫是在哪些

犯元代的泉州對東

5λ 宋代與東南亞的關係

我們可以先從十三世紀初期(南宋)(諸蕃志》一書編者的

觀點開始。人們認為這部書的原文與我們今天看到的內容投

有過大的出人(原書候，今本自永樂大典輯出，譯者註)，確

實代表了趙汝道及其後二百年間所有使用這部重要著作的人

士對於各個蕃邦及城市的看法。立即可以弄清的是，曾在泉

州為官的編者是以海寧和商業的觀點著手撰述的。因此，他

一開篇就簡要敘述交趾(今天的越南北部)，並不是出於習慣

的理由，即組南在歷史上是與中國有著最緊密聯繫的南方王

國，而是因為像他所說的:

交趾古交州，東南薄海......歲有進貫，其間不通

商， 以此首星星， 言自 i丘者始也。

一-;;1 自趙汝i乏〈諸蕃志﹒交拉國〉

接著，他筆鋒一轉，吉及占婆，對它作了頗為詳細的敘

述。在古婆之後，這部書沿印支海岸而下，述及東埔察和馬

來半島，並且還多少談到了蘇門答臘和爪睡一些主要區域的

詳情。可是，其問他也插人了一段對蒲甘(緬甸)的簡單介紹，

其所以把蒲甘包括在內，很可能是因為編者認為公元 1004

年(宋真宗趙值景德元年) ，蒲甘曾和室利佛過去(蘇門答臘)、

大食(阿拉伯)一道派遣 r朝貢使園。造段介紹似乎是引自一

部較平的書〈攝外代答} (十二世紀) ，該書的作者周去非很可

能知道蒲甘並不靠近趙氏曾提到的那些海盟，但是正像〈嶺

外代答〉中所明確記述的那樣，可以從大理閣(現代的雲南)

南行到達那里。趙汝遁齒，巴知道南宋與大理投有官方交往，

對於該間的唯一貿易是經由陸路穿過廣西西部進行的，與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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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毫無關餒。

此處提起〈諾蕃志》中對蒲甘的令人迷惑的介紹，並不是

為 F強調趙汝i草本人未曾作過海上旅行，因此對東南亞地區

知之甚少，而是要使人們注意到北宋殘餘的“帝國觀點"仍然

留存於趙汝這曾經引用過的〈續外代答》這類南宋著作之中，

並也可在《諸蕃志〉中其他處見之。一個有趣的對比是，趙汝

i重在書中i盟避了趣南，因為它不是通商國家;但去jJ列人了孺

甘，然而書中並未提到它和中國之間任何可能的貿易聯繫。

遺個事實提醒我們，“帝國觀點"與一偶中國官員的思想從來

棺去不達，即使當時他明確宣稱專注於貿易關餘，並且確實

用了他書中的一半篇幅來描述外國的商業產品，這也是可以

理解的。

出自泉州的看法顯然將其重點放在南中國梅和印度洋沿

岸國家，在爪哇、蘇門答臘之後，提到了印度、中東和東非

的二十個左右國家及口岸。造反映了當時在中國與東南亞的

貿易交往中，來自阿拉伯、被斯和印度的問教徒商人所佔的

優勢。趙汝造聲稱從泉州商人那襄獲得了許多關於外國的信

息，顯然他的主要信息是來自那些印度和西亞的商人。實際

上，就連追種貿易向東擴展到湖泥和菲律賓的事，好像也是

由上述商人對他講述的。意味深長的是，東方的貿易役有直

接與泉州掛鉤，而是問接地取道占域:這又可讀明，此條貿

易路錢是從東南亞閻部(古城和爪哇一蘇門答臘)組由百婆羅

洲開關的，不是由福建商人自己開拓的。

另一點饒有趣味的是，趙汝迫在{也所列諸國的最後加上

了新羅(朝鮮)和偉國(日本)。按照慣例，這兩個國家在中國

人對於外國的敘述中本應首先出現。但他不僅把它們擺在最

末，而且使用了略顯過峙的名字來稱呼它們:新提早在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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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答臘)幸運由西婆羅

乎IJ諸國的最後加上

這兩個國家在中閻

不僅把它們擺在最

們:新羅早在約三

百年前就已被高麗(朝鮮)征服， 日本成為樓閣的通用名字甚

至比那時還要早。這還表明趙汝i量使用新羅和偉國的舊名是

因為它們在阿拉伯語中仍然被用作朝鮮和日本的名稱。

塘、而吉之，我們似乎日經有7一幅能泉捕的中國商人眼

光中所看到的東南亞情況(那些中國商人依靠西亞商人為他

們提棋信息)，連是與宋代的“帝國觀點"大不相同的。確實，

我們有理由詢問，在十三世紀杭倆是否也具有其對東南亞的

帝聞觀點。遺懦的是，我們聽直投有原始資料可供綜合歸納，

從而看出在南宋末歷朝帝王的帝國觀點，即使在理宗(雖怕

1224-1264 )長期統治下也是如此。但可以肯定，那樣的觀

點未必與趙改造或泉州商人的觀點一致。更有可能的是，南

宋的觀點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與蒙古瘓的關係方面，因為宋

朝曾試圍借助蒙古的力量摧毀女真脹的金園。可是造些前度

盟友不久就被誼明是比女真更加兇險的敵人。此外，南宋大

約更著重於與朝鮮、日本這類國家的貿易關係，因為它們的

商人能略直接來到杭州，而且它們與中國北方比鄰也有著政

治上的重要性。同樣，與北方中國人及位於四川西部、西北

部的各個非漢族部落土邦，甚至那些因此鄰的大理、安南(越南)

王國的陸上貿易關保也曾是帝聞觀點的一部分。準確地說，

那種觀點如何把東南亞包括了進去則尚不清楚。合理的設想

是，東南亞在南宋帝國的眼光中本無政治意義，僅僅是個地

區，通過它，回教佳商人來到中國，把當地的學富自然產品

帶來並使中國的商品在那襄找到了良好的市場。換句話說，

這個地麗與中國的貿易曾是南宋政兩歲入的富饒來源，因而

使使杭州的官員對它產生7經濟上的興趣，而非政治上的興

趣。

那麼在南宋的最後幾十年中，對於東南亞的關係有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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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之處呢?因為，畢竟唐代、五代時期的間和南漢等南方

王國甚至北宋也都確認東南亞貿易的經濟利攏。在唐代和北

宋的鼎盛時期，其主要差別有兩個方面。第一，那時通過朝

貢使團存在著正常的“外交"關係，雖然許多使圓大部分是出

於商業的理由而派來的。而南宋似乎已經承認它設有權力命

令任何朝貢使圈前來杭州。第二，唐朝控制著趣甫的要害地

區，把它作為“保護國..並且力圖在雲南、四川邊境保持積

極的外交和軍事作用，當公元九世紀時，它甚至為了控制越

南間和南詔王國作戰。但是唐代自八世紀中葉以後已經衰弱，

所以到九世紀時它對南方的帝國觀點變得臼益外強中乾。當

唐朝覆滅，越南人為其獨立而戰獲得成功後，中國與南方的

關係已經出現了重大的變化。但是足足過了一個多世紀，北

宋才接受造種變化(即越南的獨立)不是一種暫時性現象。

另一個同樣重要的變化是，中華帝國和西南地區的關係

日益疏遠，特別是和雪南的關保，那裹的大理盟已經取代了

南詔王國。到了十一世紀，這種關館也主要是商業關餒。宋

朝放棄了唐代對南方的外交和軍事作用，因為它在中國北方

(長城以內)面臨辛辛需要應付的更大問題。隨著朝廷在中國北

方的進一步推敗和作京(開封)的陷落，南宋根本已無法支撐

北宋那套已經減弱的帝鷗觀點。從十二世紀中葉起，它只是

採取守勢尋求苟安，對東南亞的主要著眼點在於杭州政府所

期望的貿易利潤。這種情況可以比作十世紀時在中國南方的

南漠和閻王國所面臨的局勢， f旦造兩者都不能說是真正具有

任何帝國的觀點。南宋可謂具有帝國觀點，所以對東南南亞的

看法表現了一種運漸瀕於純境的帝國的獨特觀點，它僅僅是

從經濟利益著眼才認為東南亞是對它有用的。

蒙古人造成歷史上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第一吹改變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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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和越南有直撞

公元 1253 一 1257 年

五年) ，蒙古大軍1

江上游)進人雲南，

和中國北部、中部二

他們接著鞏問了對

個新設分置的行省

邊境和南宋的撞川

有導致南宋的立即

中國和東南亞關係

成中華帝國的一部

代東南亞陸上鄰邦

5.2 元代與東

從公元 1276 至

九十年(統治雲南一

元代與之前中國歷

另 點差別是元鞍

朝即未曾作過這樣

各個倖民族(在現f

界所進行的多吹戰

國與南中閻海沿岸

家。因為控制了宋i

於是導致對占婆、

成功，但 1293 年(

中華帝國海軍引進



均間和南漢等南方

叫益。在唐代和北

iz--，那時通過輯

到吏寓大部分是出

長認它波有權力命

倒著蘊甫的要害她

四 J!I邊境保持積

2甚至為了控制越

葉以後已經衰弱，

1 益外強中乾。當

愛，中國與南方的

「一個多世紀，北

垂暫時性現象。

羽西南地區的關龍

文理國已經取代了

要是商業關係。宋

司馬它在中國北方

畫著朝廷在中國北

夜根本已無法支撐

己中葉起，它只是

古在於杭州政府所

己時在中國南方的

之能說是真正具有

所以對東南亞的

手觀點，它僅僅是

5第一吹改變是與

大理和趙南有直接關係的。這甚至發生於蒙古人滅南宋之前。

公元 1253-1257 年(元憲宗蒙哥三年一七年，即宋寶祐元年一

五年)，蒙古大軍穿過四川西面的東部西藏，跨蘊金色i、江(長

江上游)進入雲南，征服了大理國，完成了迂過包間在四川

和中國北部、中部其他各虛作戰的南宋軍隊的第一步行動。

他們接著鞏圍了對各個土司的統治，把大部分雲南合併於一

個新設分聾的行省府、縣。這吹行動也使得蒙古人通近越南

邊境和南宋的撞川府路及廣南西路邊界。雖然這些征戰並投

有導致南宋的立即覆亡，因為它還{幸存了二十年，但其對於

中國和東南亞關館的後果部是意義深遠的。從此雲南永遠變

成中華帝國的一部分9 而直接控制雲南就為中國發展它和現

代東南亞陸上鄰邦的新型政治及經濟關係莫定了基礎。

5.2 元代與東南軍的關保

從公元 1276 年(至元十三年)後，蒙古人統治中國南部

九十年(統治雲南一百三十餘年)。在涉及東南亞關係方面，

元代與之前中簡歷朝有難點明顯的差別。控制雲南即是其一。

另♂點差別是元朝重新力闢征服越南(自十一世紀中葉後宋

朝即未曾作過這樣的嘗試)。更為重要的是沿著整個雲南和

各個保民族(在現代的老植、緬甸及泰國)及緬甸人的陸上邊

界所進行的多攻戰爭。蒙古人還特別企闢征服占婆這個在中

國與南中國海沿岸諸國的海上交往中佔有關擺地位的貿易國

家。因為控制了宋朝的海軍，使蒙古人得以考慮向海外征戰，

於是導致對占婆、日本和爪哇的遠征。雖然這三吹遠征無一

成功，但 1293 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對爪哇的那一狀則把

中華帝國海軍引進了東南亞 i寞是自七世紀初以來該地區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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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事物。

但即使如此，這些明顯變化對於元代中闊的東南亞觀又

有甚麼影響呢?元代有三部直接論述東南亞的重要著作，其

中兩部的大部分內容至今仍然保存了下來:這就是用達觀的

〈真臘風土記} (十四世紀初期)和汪大淵的《島夷志略) (十四

世紀中葉)。至於第三部，也是其中最早的著作，陳大震的〈大

德南海志) (十三世紀末期)則只留下斷片殘篇。但前兩部書

提供了充足的資料，可以作一些有趣的比較。

聞達觀的著作對於研究十三世紀的美哥和高棉社會很有

價值，伺時也是一部卓蟬的人種論著作和遊記。但對我們尤

其有關的是，他是一個官方便團的成員。與此同時，已經有

幾個使閣被派往古城，另一個使團被提往邊羅。他的著作對

於一個被留在外國一年的使團能移做些甚麼提供了非常詳盡

的描述。再者，他的書還誼賓了元朝對東南亞地區確實有一

種帝國觀點，在這方面，僅有的官方記載尚投能表達出來。

此種帝國觀點包括對國家和社會的多方面興趣，遠遠超出了

商業白的的需要。確實，在周達觀所作的觀察中，最低限度

有一半具有政治、外交和軍事的意義。 此外，它也告訴我們，

元朝的官方記載是何等粗略，因為企元1296 一 1297年(元成宗

;元貞二年大德、元年)的周達觀使圈，在元朝的檔案中似乎投

有記述;如果不是有恤的書留傳下來，我們將對這個使團全

然一無所知。

上注的第二本書是基於個人的經歷。汪大淵有五年之久

不可用泉州作為基地，進行了一系列的航海旅程，穿過東南亞

到達印度洋各港口。幾年之後，他又用了三年時間主要在東

南亞旅行。這很可能是發生在十四世紀三十年代(的笛，元順

帝元統、至元年間)的事。該書其中一篇序吉中，作者註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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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1293 年蒙古連值

了禮遇，因而能移?

也強調汪氏所寫的1

記中，有兩點值得1

況大大少於對口岸、

作者從東面的牽島(

一半的篇幅用來敘主

中可以發現的那f

記掛的只是他自己t

相當膚淺的。設有J

岸和國家的相對軍豆

和爪哇的。他顯然主

夷 (Majapahit) 帝國

雖則他記載了元朝 t

中國，但投有「敘述i

的日期搞錯了四年三

百多個地方的描述E

亞和印度洋的問教f

部和中部商旅那樣區

上述的兩本書1

泉州的看法無論是i

過中國人的眼光(例

}T所接受的新出現后

跋中，布一段很好已

皇元統一，且

開。海外島 j

民賊，梯山』



3闊的東南亞觀又

::的重要著作，其

這就是用達觀的

(島夷志略) (十四

f作，棟大麗的〈大

§篇。{旦前兩部書

巨。

哥和高棉社會很有

錯己。但對我們尤

建此同時， 已經有

重羅。他的著作對

安提供了非常詳盡

河豆豆地區確實有一-

3投能表達出來。

甦暉，遠遠超出了

現察中，最低限度

、它也告訴我們，

心1297年(元成宗

明的檔案中似乎沒

門將對這個使關全

主大淵有五年之久

政程，穿過東南亞

三年時間主要在東

十年代(的當元!傾

言中，作者註釋道，

當 1293 年蒙古連征爪哇後，來往於東南亞的中盟商旅受到

了禮遇，因而能移知道許多有鷗該地區的情況。另一篇序吉

也強調汪氏所寫的都是自身經歷，親眼所見。在這部私人遊

記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之處。一、它所記述的國家和政府情

況大大少於對口岸、商業產品和當地風俗民惰的觀察。二、

作者從東西的華島(包括台灣和菲律賓)開始，以書中略多於

一半的篇幅用來敘述東南亞。可是最部書完全缺乏在組汝迢

書中可以發現的那份西亞情懷。另一方面，由於汪大淵，心中

記掛的只是他自己的商業利益，他對於所訪問各地的觀察是

相當膚淺的。投有甚麼罷據可以表明他意識到了被記益的口

岸和關家的相對重要性。但有兩個顯著的例外是關於來埔察

和爪哇的。他顯然對所見所聞的具哥風情以及爪哇的滿者伯

夷 (Majapahit) 帝國的威勢、財富、法律和秩序留有深刻印象。

雖則他記載了元朝曾派遣一個使圖去那裹，教化爪哇人尊重

中國.f!::l_投有敘述這吹遠征是一場失敗。甚至還把這個使圓

的日期搞錯了四年多。然而汪大淵享有的出人自由和他對 F

百多個地方的描述與記載，可以使人們聯想到，當時在東南

亞和印度洋的問教挂及中國商旅可能享有一種類似在西亞北

部和中部商旅那樣的“蒙古人統治下的昇平"。

上述的兩本書都不屬於官方記載，現存的官方史料表明，

泉州的看法無論是通過西亞人的眼光(例如《諸落志))或是通

過中關人的眼光(例如《島夷志略)) .皆與卜四世紀時潮州，官

方所接受的新出現的帝國觀點不相一致。直在汪大淵著作的

跋中，有一段很好的總結如下:

皇元統一，聲教無遠弗局，區字之廣嗽，古所未

聞。海外島夷無處數千國，莫不執玉貫主末， 以修

氏賊，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國之往復商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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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庭異域中者，如來西州焉。

一一引自汪大淵〈島夷志略﹒後序〉

這種帝國觀點是以大一統的吉詞表達的;但是這些古詞

也是每個偉大朝代在始建時所慣用的傳統，就像唐代和北宋

初期那樣。南宋末期之所以缺乏帝國觀點是不難理解的。因

為被王朝存亡問題研國擾的南宋統治者日不能侈談空洞無物

的豪吉壯語。所以在元朝忽必烈汗統治下重新出現的帝國觀

點，其意義並不在於觀點本身，前就東南亞而盲，其新義在

於當時的政治形勢。駐屯中國南方的蒙古大軍日無須像以往

每個漢族中國朝代那樣擔心北方邊患，因而他們能比前朝更

自由地從軍事上向東南亞推進。他們與西亞回教徒在亞洲北

部、中部的聯盟現在擴展到了聯結泉州和整個亞洲海域的回

教徒商人。此外，他們如有需要，還能利用南宋建立起來的

海軍力量。因此，將近一個世紀之久，蒙古人在中間南方各

個港口集結了可用以實現對那個地區的帝國觀點的龐大兵

力，這是東南亞從未遇到過的情現。

再者，關於商人的地位和作用，這種帝國觀點也不受儒

家保守思想的服制。璋種觀點毫無困難地認可了商業的看法。

換句話說，“泉州看法"已不再是一種可供選擇的更為現實的

觀點，而是元朝新的帝國觀點的必要組成部分。蒙古人深信

憑藉他們本身的強大，必能重新實現漢一唐一宋帝國的那些

振奮人心的豪吉壯語。這樣一來便消除了中國人過去的顧慮，

放手地向南方推進。從而使東南亞展現在一個露骨的大國武

力之前，這種力量可利用以支持蒙古朝廷的友好所控制的和

平貿易。

如果那個強權只是單單朝向海洋發展，從中國一直是個

大陸國家而言，是缺乏說服力的。但是有一個陸上因素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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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志略﹒筱序》

詢:但是這些吉訶

就像唐代和北宋

是不難理解的。因

不能侈談空洞無物

重新出現的帝國觀

亞兩吉，其新義在

大軍已無須{象以往

而他們能比前朝更

亞回教徒在亞洲北

繁個亞洲海域的目

用南宋建立起來的

古人在中閩南方各

告圍觀點的龐大兵

帝國觀點也不受儒

伊T7商業的看法。

選擇的更為現實的

部分。蒙古人深信

唐一宋帝閣的那些

3國人過去的顧慮，

一個露骨的大國武

的友好所控制的和

從中國一直是個

一個陸上因素使得

這種帝國觀點對於東南亞更為實際。這便是蒙古人長驅通過

高臟東部(他們對西藏人的影響又是另一回事)進入霍梅。征

服大理國後闊閹了那整個區域供中國人定居，蒙古軍隊駐防，

還可在與東南亞內陸間家的交往中，從陸上採取新的外交和

軍事主動。這些收種是持久的並且完全改變了中國一東南亞

之間經過雲南的陸路關儀性質，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此後，

不僅有了一個在新的帝國觀點可供強大王朝在初建時重申，

而且有了一個經陸路到東南亞的“昆明觀點"歷久不衰。這

個觀點比起任何從泉州、廣州(後來還有上海和廈門)所形成

的海上觀點更為堅實體定。

5.3 明代與東南亞的聽係

待到元代末期，中盟和東南亞的關靜、總算達到了平衡。

在十三世紀的最後幾十年里，蒙古人在南方經過幾吹引人注

目的成功與失敗後終於定下心來在有利可圓的貿易情況下接

受那個地區的進貢。確實，這時的重點顯然已從政治控制轉

向商業考慮，証大淵的書大致準確地描述了當時存在於外團

和中國商人的這種和諧、安定情況。

於是，經過幾十年的內部叛亂和在中閩中原的激烈戰門

後，當南方的和平由於元亡而覽到破壞時，東南亞各國和商

人必然想要知道是甚麼樣的帝國觀點將要代替元朝的帝國觀

點。正如人們所料，一個新承天命而興的朝代所用的主要吉

訶與它的前朝並無多大差別。明代開國者洪武帝特別關心吸

取元代的教訓，迅速求教於漢、庸、宋的歷史，找出必須恢

復的中間統治楷模。毫無疑問，應該再改肯定這種帝國觀點、

主張和吉詞。但是蒙古人則曾毫不猶豫地對東南亞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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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征服了位於雲甫的大理園，人侵越南、緬甸、揮泰諸邦、

占婆甚至爪哇， →切均是為了保龍元朝的權威受到散畏和尊

重。後來，大事權伐已不必要，因為它帶去的信息得到了理

解。其後，友好的外國商旅在中國沿海進行的海上貿易便能

移受到保護。但是這種民間貿易帶有的特色並不為洪武帝和

他的 些正統的儒家謀臣所喜。他們贊成恢復朝貢關鏢，也

擔心扭這種關係與不受控制的對外貿易混雜起來的後果。在

不得不把許多進行海上貿易的商人集團從江蘇和斯江沿海趕

走之後，他們闊始認為是自由放任的私人貿易導致了這個新

帝國沿海邊境的動亂和不安。

蒙古人對東南亞鄰闊的政策是以北方邊境的安全為前提

的，元朝為能力威脅這些南方的統治者，並且儘可能地擴展

它的勢力。明太祖所處的地位正好與此相反。和中國歷朝一

樣，明朝要面對來自北方的成脅。明太祖需要確保南方和沿

海邊境的安寧，以便能集中全力對付強大的蒙古 突厥聯盟

並保衛滿洲西部到西藏東部之間的漫長邊境。正是這種戰略

形勢決定了他對東南亞的帝國觀點的基點。這是從研究漢、

唐和宋代歷史經驗中得出的觀點。他還特意恢種了過去那些

朝代用以和來自藩國的朝貢使團打交道的宏麗吉辭及古代禮

儀。但他並不滿足於此，因為他知道他所處時代的狀況已顯

然與以前的朝代不同。不像漠、唐和宋代的開國者， f也繼承

的南方中國已經是個人口調密、以貿易馮主導的地盔，而且

受到沿岸防務問題的嚴重威脅。他還繼承了一個獨立的鄰關

起南，這個鄰國現在已變得比以前強盛，在它和蒙古人發生

過危險的衝突之後，更有決心保衛臼己的獨立。此外，他也

繼承了新建行省雲南所面臨的問題，它擁有許多少數民族並

有與各土司的複雄行政和政治關係。這個省軒於他的帝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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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當時

觀點。這個觀點力

離常軌後，它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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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外國君主朝

名分;以及對外國

儀式是經過精，心安

堅持的那樣，真正

準被詳細周全地制

意旨，也考慮到了

的。所有這些做法

做法。很可能最引

鮮)的山川，並與叫

個做法後來進一步

雖然這僅僅是象徵'

這些君王長荐、平

恩惠之意，但珊定一

寰宇之內的這些國4

如此清楚地說明ia

造種對於東南J

炫耀武力，不要求j

對私人海上貿易也;

施將其霞於修訂過1



緬甸、揮泰諸邦、

權威受到敬畏和尊

去的信息、得到了理

行的海上貿易使能

色並不為洪武帝和

恢復朝貢關係，也

難起來的後果。在

江蘇和斯江沿海趕

貿易導致了這個新

邊境的安全為前提

並且值可能地擴展

皮。和中國歷朝一

需要確保南方和沿

拘蒙古一突厥聯盟

獎。正是這種戰略

〉這是從研究漢、

意恢復 f過去那些

若麗吉辭及古代禮

童時代的狀況已顯

拘開國者，他繼承

主導的地區，而且

了一個獨立的鄰國

在它和l蒙古人發生

獨立。此外，他也

有許多少數民族並

省對於他的帝國具

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因為他不能忘記當蒙古人從西藏東

部南下佔嗔雲南後，南宋曾變得多麼易受攻擊。同時，他也

不能不看到與一個緊密聯結東南亞大陸的地區，以及和明帝

國具有一條漫長共同邊界的眾鄰國打交道的復果。

於是，在當時的明朝首都南京還漸形成7一種新的帝國

觀點。 連個觀點tJ圖強調，在元朝統?台下經歷一個世紀的脫

離常軌後，官正在恢復傳統和正常狀態。 這種正常狀態的基

本特點是對於盟有傳統蓄詣的使用和正當禮儀的帳鐘。其中

包括在外國君主朝貢的貢品和l皇常回贈的禮物之間標明君臣

名分:以及對外國君王首領的冊封和頒賜明朝的厲害。這些

儀式是經過精心安排的，但實際上並不需要外國像過去元朝

堅持的那樣，真正臣服於帝圓的控制。各種象徵性的臣服標

準被詳細問全地制訂出來，然而這些標準既表達了明朝娃的

意旨，也考慮到 F派遣和接受使者的各國繞治者是可以接受

的。所有這些做法都遠遠超過漢、唐和宋代對東南亞的習慣

做法。很可能最引人注目的做法是冊定越南和占婆(還有朝

鮮)的山川，並與中國關內的山川一道祭把它們的神靈。這

個做法後來進-步向南擴展到東南亞，主要至向西擴展到南亞。

雖然這僅僅是象徵性的，而且其所以推行也是出於希望保佑

這些君王長壽、平安和他們的盟家永遠繁榮昌盛這種明顯的

恩惠之意，但冊定各國山川和祭把其神鑫也是表示明皇帝對

寰宇之內的這些國家所負責任的手段，而這種責任從來沒有

如此清聲地說明過。

這種對於東南亞的新的帝圓觀點和元代大不相同，它不

炫耀武力，不要求歸顱，甚至也不企圖維護間接的控制。它

對私人海上貿易也沒有任何鼓勵。反之，明太祖還想、採取措

施將其在主於修訂過的朝貢體制之下， 由官方控制一切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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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帝國觀點強調象徵性地承認中國作為萬邦中心的地

位，以及明太祖繼承中國歷代盛世的權力的合法性。

然而，在這種觀點後面的東南亞現實情況，均不是和諧、

繁榮等浮詩吉詞所能掩蓋的。越南和占婆之間仍然不斷發生

戰爭，由此鄰雲南邊境的許多土邦相當動蕩不安:爪哇梅和馬

六甲海峽沿岸士也區的國家間也存在辛苦政治動亂。洪武皇帝不

久就發現他不得不捲人以上的前兩方面，而且他的帝國也將

感受到第三方面的後果。確實，在明代的其餘時期，東南亞

提出了至少四個單獨的問題，它影響著明朝對這館地區的帝

國觀點。這些是:

1 越南與占婆的關筷，雖以越南征服古婆告終，但發

展成對東埔蔡的敵對關諒，後來又和泰國相爭。雖然這些涉

及的是蘊南本身的對外關係， {且明代各朝皇帝如何看待這些

發展，則是衡量他們對東南亞的帝聞觀點的一種尺度。

2 中國典主張南陸上關保的特聽問題。這和上面一問題

有關，但焦點在於兩國之間的陸上邊界，以及組南對它問面

和中國南面的部放領地的政策。突出這個特殊問題的關鍵歷

史事實是，主存在卡五世紀初明朝投能把越南併人帝國版圖，

這是對於東南亞大陸歷史具有重要意義的一件大事。

3 中間和南中國海沿岸各國在航海與商業南方面的海

路聯繫，從菲律賓的呂宋順時針移向芳草國及古城的各港口，

有個短時期還越過馬六甲海峽，包括印度洋甚至向西遠遠阿

拉伯和東非沿岸的國家。這種聯繫可以問溯到南宋和元代的

阿拉伯一波斯及印度商人，但是睛看公元 1吐的一1433 年的鄭

和幾度海上遠征，中國人起來越在這種聯擊中佔據優勢。他

們深深地捲人了與東南亞日益繁榮的各個王國的直接貿易，

而對印度洋的貿易較少興趣。直到十六世紀，歐洲人才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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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明初六十勾

就是那些曾隨同鄭司

有價值的顯然是擋豆

錄》和其他國家文獻

趣的，則是起源於1

勝覽}，贊{吉《星種態

卡六世紀整理集輯身

《籌梅園編:> (譯按:

若曾之于。)等]。立

一于一來自南京和長1

京)的帝聞觀點一一-)

看法。直到十七世紀

中國南部的一種地方



?三為萬邦中心的地

的合法性。

育況，均不是和諧、

之間仍然不斷發生

不安:爪哇梅和馬

動亂。洪武皇帝不

而且他的帝圈也將

達餘時期，東南亞

胡對這個地區的帝

被占婆告終，但發

問爭。雖然這些涉

皇帝如何看待這些

的一種尺度。

造和上面一間聽

次及越南對它西面

l寺殊問題的關鍵歷

;i併人帝國版圖，

A件大學O

1%商業兩方面的海

交占域的各港口，

羊甚至向西遠遠IlPT

朔到南宋和元代的

1405-1433 年的鄭

震中{占據優勢。他

正國的直接貿易，

ι 歐洲人才開始

前對印度洋商業的需要，再坎帶到中盟惜悔。

4 明朝向現代緬甸、老祖和鑒南省境內的西南土邦推

行它的土詩(地方便詞或土邦)政策。這本來是元代最留的政

策，但是恰好在明朝開國前的一個新的發展是值得注意的。

除了向南方擴張的越南人和緬甸人外9 一些現代泰人的祖先

也已向南方遷移，公元 1350 年在楣南河流域下游建立了阿

瑜跎耶王朝，立在且把北部的邏(家可泰)和占邦羅解(華富里)

聯合起來，成為中摺典籍中的邏羅。

上面談到明朝對東南亞的帝國觀點綱要，著重說明了璋

樣一個事實，即:由於1共武帝採取了積極的朝責政策和他的

兒子永樂帝派出了海軍遠征，所以聽乎已無任何其他有關東

南亞看法存在的餘地。當然，人們可能期望來自廣州或泉州

的看法與此相異。但，不同於南宋有〈諸蕃志》、元代有〈島

夷志略)，明代初期投有反映來自南方大港埠看法的著作。

相反.在明初六十年中，所有關於東南亞的記載不是官方的，

就是那些曾障同鄭和進行過幾狀航海的人士的著作。其中最

有價值的顯然是檔案裹的資料，它包括在明初兩朝皇帝的《實

錄〉和其他閱家文獻中。但對於瞭解通商和航海情況更有興

趣的，則是起源於鄭和遠征而留存下來的著作:馬歡<:i嬴涯

勝覽).費{吉《星搓勝覽).鞏珍《西洋番閻志)0 [還可以加上

十六世紀整理集輯的作品如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及鄭若曾

《籌海圖編) (譯按: <:籌海圖編):題胡宗憲輯，實 :U幕僚鄭

若曾之子。)等L iE9日人們所預料的，這些著作與官方見解

一一一來臼南京和長江三角洲(迄至公元 1421 年首都遷往北

京)的帝國觀點一一相比之下. 1受有一部著作表現了任何其他

看法。直到十七世紀，我們才再故發現一部著作，明確反映了

中閩南部的一種地方看法，這便是張變的《東西洋考)，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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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十六世紀後半期當私人海上貿易重新興起時的種種政策

變化。這事發生於葡萄牙人到達華南海上，和{委寇及中國海

盜的騷亂使得以前禁止貿易的政策極發不得人心和完全脫離

現實之後。於是，我們第一吹在明代的著作中發現了一種對

東南亞的新觀點，這種觀點設有單純地重彈那種老調，即規

定所有交往均需通過朝貢體制進行的官方路錢。

5.再結論

顯然，在明初六十年間，涉及東南亞的…些倉但行動，

與元代忽必烈汗去世後的六十年是個鮮明的對比。同樣，從

忽必烈汗侵入雲南到他遠征爪哇的四十年，也完全不同於南

宋的前四十年。難道這些差別僅僅表現了朝代的興衰嗎?它

們似乎已經租出此點，而且蒙古人和洪武帝對於中國 東

南亞關係分別作出了具有特色的貢獻，這些貢獻有著長遠的

影響。蒙古人和洪武帝都恢復了對東南亞的帝國觀點，但是

通過新穎的和不同的途經。蒙古人憑藉辛苦連續使用武力，在

帝國吉詞中強調實力因素。他們把雲南併人帝國版圖，完全

改變了東南亞在未來中國皇帝眼中的形態。但他們的帝國觀

點仍然是容忍商業獨立發展的，甚至允許西亞的回教徒商人

在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往來中佔據控制地位。這是 種宏偉

和更加多元化的帝國觀點，這種觀點的世界大同性質依靠的

是其強大的軍事基礎。此外，蒙古人還激發了人民的信心，

因為他們已征服半個惟界。與此相反，中原農民出身的明皇

朝部從如此宏偉的觀點後邊，僅僅尋求一種中國人的帝國觀

點。這樣的觀點不僅從以中國為中心的出發點來說範間接小，

甚至此起唐宋的帝國觀點也更加範園狹小，因為它敵規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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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起時的種種政策

和偉寇及中國海

尋人心和完全脫籬

下中發現了一種對

學那種老調，部規

各主義。

的一些倉健行動，

約對比。向樣，從

也完全不同於南

朝代的興衰嗎?它

帝對於中國-一一東

些貢獻有著長i寞的

的帝國觀點，但是

連續使用武力，在

人帝國版圖，完全

但他們的帝國觀

西亞的問教徒商人

在。這是一種宏偉

界大同性質依靠的

:發了人民的信心'

，原農民出身的明皇

-種中國人的帝國觀

發點來說範闊抉小，

、，因為它敵視中國

人和外國人之間任何形式的民間往來，包括朝貫制度之外的

海上貿易。因而，明朝對東南亞的帝國觀點是一種尋求直接

控制和限制國外交往的觀點。這種觀點還把海上關保和陸上

關保分離開來，從而把東南亞基本上看成兩個互不相關的地

區，只是i通過和越南的特殊關保才有了鬆散的連結。

現以元、胡鬧代的帝國觀點中最具有特龍的差別來結束

本章。此墳差別在於明太祖的“不渡海進攻他國"的明確政

策。@這種對於南方和東方盟家徹底採取守勢政策的新特徵

之引人注目，不論如何強調也不為過分。因為它不僅放棄了

忽必、烈汗的政策，而且實際上在明王朝的政策中提出了 項

主導的原則。尤其意義深長的是這個原則初坎闡明於1371年

(洪武四年) .接者，被歧人 1373 年(洪武六年)頒發的《揖訪11

主料，經過修訂後，在接近明太祖統治末期頒發的最後文本〈皇

明祖訪I!}中又被詳細地加以重申。它是洪武帝從來投有動搖

過的少數基本國策之一，對於中國和東南亞關係的重要意義

是很明顯的。雖然它重複了唐、宋統治者關於不征服對中國

無用的領土的類似觀點，但就此而論它是一明初的-項令人驚

奇的政策宣吉，是值得全文引用的。其關鍵性的 段在於

1373年洪武皇帝的祖訓之中(1395 年、洪武二十八年左右的

最後文本又增列了東南亞的七個團家:蘇門答臘、西洋閩、

爪哇閥、、駐亨閩、白花圈、三弗齊國有I勸泥國)。

凡海外夷國如安南、占械、高麗、這雄、琉球、

西洋、來洋及南室主諸小圈. ftt山隔海、僻在一隅。

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

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 Æ皮既不為中國悉，

而我與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t告子1:手倚中間富

強食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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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子又逼近中閩西北世為遠志，必還將練兵時三堇

備之。

lltt ~f 

@另覓本書第三章“明代對外關停、:東南亞"。

136 中閱與海外華人

中國歷

“私



是將練兵時接

第六章

中國歷史上的“公營"與

“私營"對外貿易



如果我們相信西漢時期叮前叩
年一公元 9 圭每年f)的史籍記載，貝司中國對南亞和東南亞的海外

買易是始自皇帝的授權。它似乎成了皇帝內廷的一研項特殊利

益，而且不久就表現為統治者相互之間關{系的-項功能。歷

史學家稱其為朝貢制度。當官方的歷史學家開始記述所有的

對外關係，立主對這種關龍的朝貢方面加以多方強調，而沒有清

楚提到它們與賢易的聯繫時，這種描繪就被進 步地法染了。

主要由於缺乏明確的記載，很容易使人們設想既然賢易

是朝貢的功能之一，那麼朝貢就大部分都是喬裝的貿易。然

而，這並不意昧著在朝貴之前沒有貿易，也不是說除喬裝為

朝貢之外就很少其他形式的貿易。恰恰相反，在朝11:體制以

外的貿易要遠遠多於這個體制內部的貿易。CDI 一六 tU~紀後在

中國沿海的歐洲人肯定有此體驗，而且也有不少的跡象表明

這類實易在十七和十八世紀的進展過程，儡管在這後兩個ttt

紀中，朝責制度可以說仍在發揮作用。倒是在推lJliJ t-六世紀

前的貿易性質和l範間方面，我們遇到的困難要多得多。

在開始這樣做之前，說們必須清除中間不需要海上貿易

的神話。這種神話曾受到中國官員的鼓勵， j宜在官方著述中

屢見不鮮。它大大阻礙了歷史學家理解中間在對外貿易方面

的各種根本苛求。我們潭醫須防止一種常見的觀點，即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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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沒有發生變化

的官員貶低商賀，

的官員也真不如此

上貿易的吉行9 便

投有需求。

為了有助於研

先辦明海上貿易的i

層坎上，海上貿易;

一個層坎上則是在j

知道，有時並不知i

種則是“社營"貿易。

茲僅舉幾倒來直

段敘述曾清楚地提5

官管理的“屬黃門要

異物，資黃金雜繪T

二十八﹒地理志 1

22恥280 年)至南朝

區的正式開肢，有音

使團來自南亞和東話

使團。也就是說，→看

使國來到中國。如男

均每隔 年半就有一

具有“公脅"貿易的ß

獻給中國皇帝的禮物

世紀中，大部分禮牧

地區對這種宗教的真

品，如中國寺廟所需



時期(公元前 206

臣和東南亞的海外

內廷的一項特殊利

係的一項功能。歷

家開始記述所有的

主方強調，而投有清

主進一步地渲染了。

人們設想既然貿易

是喬裝的貿易。然

也不是說除喬裝為

皮，在朝貢體制以

步。@十六世紀後在

有不少的跡象表明

儘管在這後兩個世

|是在推測!一六世紀

|難要多得多。

1圖不需要海上貿易

L 並在官方著述中

1圓在對外貿易方面

:見的觀點，即中國

從來沒有發生變化。按照這個觀點，不僅漢朝信奉儒家思想

的官員貶低商賢，而且在整個帝制時期的所有真有儒家思想

的官員t包莫不如此。因而，朝建官僚時時堅持中間不需要海

上貿易的吉行，便常被引用以說明中國對於這樣的貿易確實

投有需求。

為了有助於研究這種需求並對貿易的性質有些概念，首

先辨明海上貿易的兩個屆改對於我們是有所助益的。在一個

層坎上，海上貿易是由皇帝的宮話或政府直接進行的，在另

一個層坎上則是在地方當局支持下而開展的，朝廷對此有時

知道，有時並不知道。第一種可以說成是“公營"貿易，第二

種則是“私營"貿易。

草僅舉幾例來誰實這種區別。例如，最早在《漢書〉中有

段敘述曾清楚地提到了這種“公營"的貿易，那便是由宮廷宜

官管理的“屬黃門與應募者俱人悔，市明珠、璧琉璃、奇石

異物，齋黃金雜總而往，所至三國皆票食為隅"@((漢書) .卷

二十八﹒地理志下)。同樣，從三國時期的吳國(公元

220-280 年)至南朝(公元 420-589 年)時期，瞄著中國南部地

區的正式開放，有許多記載談到帶著朝貢商品的使圈，這些

使團來自南亞和東南亞。根據記載，這段時期至少有 116 個

使圈。也就是說，在將近 370 年中，平均每隔三年就有一個

使圈來到中國。如果我們僅按南朝時期的 170 年計算，則平

均每隔一年半就有一個使閣。@顯而易見，這些朝竟使團頗

具有“公營"貿易的成分，雖然依照常規，他們是將商品列為

獻給中國皇帝的禮物。尤為重要的是，應該注意到在那幾個

世紀中，大部分禮物與佛教在東南亞興起以及整個中間南部

地區對這種宗教的興趣不斷增長有關。倘若與佛教徒供奉物

品，如中國寺廟所需要的香料和藥材等加以比較，其“公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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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的性質便很清楚了。至於“私營"貿易，亦即與祇達中國

海岸的外國商人進行買賣活動，那已經是港埠官員、地方商

人的慣常做法了。@

這種區別在此後的情、唐(公元 589-906 年)和五代(公

元的7-959 年)時期同樣可以見到。實際上，貿易已顯然成

為以“私營"成分為主而以“公營"成分為輔的形式，用以滿足

北方都城長安和洛陽的需求。儘管缺乏當時的貿易數字可供

比較，但從“市船司"的重要地位和有關外國商旅(在那些世

紀中尤其是指波斯、阿拉伯和印度商人)的大量較事來看，

便可明確瞭解正是“私營"貿易使得口岸保持理轉並滿足了地

方上對於藥品和鵑味品的需求。@

到了宋朝(公元 960-1276 年)和元朝(公元 1276-1368

年) .“私營"貿易變得更加佔居優勢。實際上，在十二世紀、

十三世紀、十四世紀的漫長時期中，幾乎完全投有甚麼“公營"

貿易可吉。@然而這種區別仍然是重要的，因為這後幾個世

紀的情況與明代(公元 1368-1644 年)最初幾十年的情況正好

形成對照。明太祖開國推行嚴格控制出悔的決定，使他為了

維護威{言和宮廷的其他利益而鼓勵“公營"貿易。這樣一來便

對私商和中央政府雙方都形成了問題，因為前者的活動受到

了限制，而後者中的儒教官吏則完全不知如何為這種貿易提

供國家資金，除非對它用適當方法加以喬裝打扮。@

上述問題正是說明“公營"和“私營"貿易之間的這種區別

是如何富有意義，有助於我們解釋貿易方式的一些變化。例

如，根據那些具有儒家思想的宮僚對於貿易的一般態度及對

外貿易的特殊態度，就可以把貿易發展與朝廷中的儒家勢力，

中央控制沿海事務的程度，儒家學說本身的思想變革以及朝

延中儒家權臣熱貴的結構變化聯繫起來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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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厲開始，擬夕

得到發展，遠是由青

們的寵臣和富質的事

海上貿易特別容易運

與這個命題並~=

甚至最終在京城大吞

了一個事實，地方在

他們官街的禮儀之列

這些官員只要他們仿

直接或間接地參與雋

為了研究這兩倍

到十八世紀，進行若

下述四個階段是富有

1. 公元五世紀E

2 句五一八世紀:

3 九一十四世昌

4. 十四世紀(13

至於對這墳研究

1 也對海上貿易 t

城市的興起以及國內

江河和沿海交通的改

美豪華，熱中於外國

某一時期出現的奢侈

2。用於投資和重

農村的生產力、新的

可耕地。生產力的提

用來發展商業和工業



亦即與抵達中盟

主埠官員、地方商

'06 年)和五代(公

貿易已顯然成

甘形式，用以滿足

年的貿易數字可供

國商旅(在那些世

甘大量較事來看，

寺運轉並滿足了地

(公元 1276 一 1368

上，在十二世紀、

全投有甚麼“公營 .. 

因為這後幾個üt

義十年的情況正好

!它決定，使他為了

~易。這樣一來使

這前者的活動受到

:日何為造種貿易提

皮:fH分。 ø

弩之間的這種極另1J

t的一些變化。例

瀉的一般態度及對

j廷中的儒家勢力，

拘思想變革以及朝

行研究。

作罵開始，擺先提出謹樣一個命題，即“公營"輿易很難

得到發展，這是由於儒家的習慣做法總是堅持反對皇帝及他

們的寵臣和當官的奢侮浪費行罵。因此，與南亞、東南亞的

海上貿易特別容易遭到責難，因為那些貨物主要是奢侈品。

與這個命題並行的是，在口岸及其附近的地方和省會，

甚革最終在京服大都本身的“私營"單獨的不斷增長。 i章說明

了一個事實9 地芳官員或從京都派往地方的中央官員，除了

他們官街的禮儀之外，不必嚴格扮演儒家信徒的魚色。所以，

這些官員只要他們保持最低限度的謹慎和不失體統，就能移

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海上貿易。

為了研究這兩個命題，擬建議對中國歷史的不同時期直

到十八世紀，進行若干比較。根據將下面闡明的理由劃分為

下述四個階段是富有意義的:

1. 公元五世紀前;

2. 五一八世紀;

3. 九十四世紀:

4. 十四世紀(1368 年後)一十八世紀。

至於對這項研究有用的比較慕礎，可列學如 F:

1.對海上買易的需求。造和沿海人口的增長，市場和

城市的興起以及圈內貿易的加強有密切關悔。它取決於陸上、

江河和沿海交通的改進，也取決於消費者的生活 H 益講究精

美豪華，熱中於外國的奢侈商品。關辛苦生活講究程度加深，

某一時期出現的奢侈品就將變肢 F 時期的必需品。

2. 用於投資和冒風險事業的剩餘財富。這最初取決於

農村的生產主力、新的農作物品種、新的灌溉技衛和新聞墾的

可耕地。生產力的提高超過人口增長，貝1J表明可將剩餘財富

用來發展商業和工業。最後，投資和冒風險的事業還依靠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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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這在各個地矗立不相間，但是機會應隨著每個時期不斷

改善。

3 巴借貸和金融制度。造項事物發展較晚並且必然以上

述兩項為其基礎:對貿易的大量需求，和長時期大規模用於

貿易有利可圍的剩餘財富。最初，它是可靠貨幣的問題3 後

來，它取決於從鑄幣到各種支票、本單以及更加靈活形式的

通貨的發展。{奇貨和金融制度在各個時期、各個地方的可靠

性如何，則取決於具體的政治和經濟情況。

吐.技衛的進步。這是一切國內交通、農業和工業技藝

的基嘍，尤其和運輸及航海投街密切相關。由於所有的技街

進步都是互相倚賴的和漸進的，因此每個技術發展階陸都必

須在其前一個時期需出現必要的一些進步。重要的是應該指

出，戰爭的需要始終是投術進步的一個要素，而運輸和航海

技箭，又與軍事需要有著緊密的聯繫。

5 ‘政詣的種定。-內部叛亂和外部侵略的相對危險，各

個時期和各個地區也有所不同。由於對中間陸上邊疆的外部

威脅遠遠超過對海上邊輯的威脅，因此就有關海上貿易而盲，

來自內部的威脅是特別重要的。只有當朝代的更替是由外患

進攻所決定時，才與外部事件相關。

6. 儒家的態度。這里有兩個方面闢係到海外貿易:即對

於貿易和它們在社會結構及帝國經濟中的重要性的態度和對

於政府及官僚在貿易中的作用的態度。從理論上說，這兩者

都設有經歷甚麼變化， fg隨著不時出現的政策變化，在實踐

上均是非常靈活的。

依作者對這六個主要因素的理解，茲再問到前面提起的

四個時期，並且按照各個時期梅上貿易的發展來研究這些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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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八 第一階段一

當三世紀和問世

所增長，但貿易情仍

求仍然集中於北方背

過路錢也是有限的1的

找到繁榮的商賈聚黨

主要港埠之間投有重

已為人所知，但也成

北方生產了大量

是缺乏跡象表明對於

視。因為在北方有著

礦業和工業以獲得利

能使其耗盡。至於北

務似乎即可達到其目

信貸制度，沒有值得

挽起技術進步，

東和東京交趾地區的J

船船充裕、往來交通:

洋船船。重要的事實2

因此當三世紀中期 1

東南亞時，就能為他{

自從台元二世紀f

半世紀內中國很能，誰于

純，在經濟上不能依幸

助南方發展海上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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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每個時期不斷

使晚立主且必然以上

i長時期大規模用於

;靠質幣的問題:後

(及更加靈活形式的

1、各個地方的可靠

3 
~O 

l、農業和工業技藝

宮。由於所有的技衛

司技衛發展階段都必

去。重要的是應該指

要素，而運輸和航海

是略的相對危險，各

拉國陸上邊麗的外部

a有關海上貿易而吉，

現代的更替是由外學、

l 停、至Ij海外貿易:即對

拘重要性的態度和對

從理論上說，這兩者

的政策變化，在實踐

主主再回到前面提起的

的發展來研究這些問

已. 1 第一階段一一台元五世紀前

當三世紀和四世紀時，雖然中國南部和東南部的人口有

所增長， {旦貿易情況並投有出現重大改變。對貿易的全部需

求仍然集中於北方的大城市區域，而且北方與南方之間的交

通路錢也是有限的和原始的。除了廣州和河內交趾地區能移

找到繁榮的商賈聚集地外，在南部海岸和沿長江流域的少數

主要港埠之間設有重要的市場。值管通往長江口的沿海交通

已為人所知，但也尚未構成主要的貿易通路。

北方生產了大量可用於投資和風險事業的剩餘財富，但

是缺乏跡象表明對於把這些財富使用在長江以南受到如何重

視。因為在北芳有著充分的機會可以把剩餘財富用於農業、

礦業和工業以獲得利潤，無論公營企業或是私營企業都還不

能使其耗盡。至於北方內部貿易的有限需求，單純的借貸業

務似乎即可達到其目的，所以旨在滿足長期和大規模需求的

信貸制度，投有值得令人注意的發展。@

說起技街進步，南方和東南沿海的航運發展，特別是廣

東和東京交趾地區的組人所進行的航運活動，誼明了沿海的

船柚充裕、往來交通重要，但難以確定是否經常需要使用遠

洋船桶。重要的事實是這時已具備了建造遠洋船船的技衛，

因此話，三世紀中期，朱英和東泰(三國，其)的探險隊-被派往

東南亞峙，就能為他們提供所需要的遠洋船船。@

自從公元三世紀後期，東漢王朝發生叛亂之後，在兩個

半世紀內中國很能維持政治體定。南部中國曾幾狀與北方關

絕，在經濟上不能依靠富裕的北方各省，而這些省份本可幫

助南方發展海上賢易。這種缺乏政治穩定和商業上的互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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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可以用來解釋為主要麼此時期中國南方在經濟發展方面缺

乏進展。

最後應該指出，雖然合元前二世紀後的大部分時期中，

倩家思想、已成為佔統治地位的國家意識形態，但儒家的態度

在早期對於經濟發展關悔不大。我們只能辯說，需求、投資

和信貸制度等重要因素並不存在，那是因為這些因素的增長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儒家觀念的阻礙。但那是一個不同的問

題，在這裘可說多IJ庸置吉了。

已之 第二階段一一五至Jl世記

前面巴多吹提到，中國南方的人口在這段時期有 r增長。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這陸時期中市鎮在中原地區的增加，

這些市鎮在此後的幾個世紀里，將為南北之間提供極其重要

的貿易聯擊。陸上和水上交通有了顯著改進，七世紀初期，

開通聯結長江和黃河的宏偉的大運河是中摺商業史上的一個

轉折點。除此之外，佛教傳人中國也帶來了許多新的需求，

其中的一些需求只有依靠增加與南亞及東南亞的貿易關係才

能得到滿足。

同樣，人口向南遷移導致了開關新的耕地，種植新的農

作物和從北方引進先進的農業技衛。可以說，新的南方疆域

有限度地增長了剩餘財富，但是因為這些新的疆域依然存在

看充分的投資機會，所以不需要把剩餘財富投資於風險更大

的海外貿易。綜上所述，可以認為貿易是跟隨著帝國統泊的

擴張聞發展，並伸向中國南方本身更僻遠的區域。@

儘管在貿易上出現了新的剩餘財富和新的投資機會，可

是人們一心專注的仍然是農業。簡單的借貸業務似乎已經足

144 中國與海外華人

瞥了，雖然關於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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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許多海上航運

伯的航理不悶，對中i

起來，當時的海外貿

至於政治的積定:

世相比，中國南方在j

此處的比較可能不太]

閣"劉宋(公元 420-4

元 557-589 年) ，政治

時期的貿易發展。更1

閩南方作為一個帝國草

場和貿易需求，成長及

只有通過對外貿易才自

外再加上 點點政治老

變得無足輕重，儒家身

也已不起作用。如果整

出於範園更廣泛的鐘頭

已 .3 第三階段一一

從社會和經濟變位

中國南方的人口的增長

晚層和五代十國時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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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發展方面缺

的大部分時期中，

態. {旦儒家的態度

:辯說，需求、投資

i為這些因素的增長

:那是一個不用的問

宣段時期有了增長。

:中原地區的增加，

;之間提供極其重要

:進，七世紀初期，

1摺商業史上的一個

:了許多新的需求，

:南亞的貿易關怯才

j耕地，種植新的農

:說，新的南方疆域

:新的疆域依然存在

I富投資於風險更大

三跟隨著帝國統治的

(的區域。@

!新的投資機會JiJ

I貸業務似乎已經足

瞎了，雖然關於新的借貸制度有過許多試驗，特別是通過大

量佛教寺院不斷增長的需求所作的試驗，但是缺乏足以鼓勵

人們甘冒對外貿易長期風險的那種意義重大的發展。。

技街進步在農業方面是顯著的，但是只要需求和投資的

可能性仍然有限，這種技街進步便不能真正影響到對外貿易。

雖然有許多海上航運便利的都象，位和東南亞、印度或阿拉

伯的航運不同，對中間人而吉這種論點是缺乏說服力的。看

起來，當時的海外貿易主要仍然是由非中國的船船進行的。

至於政治的種定方面，與初唐直到公元 755 年的太平盛

世相比，中國南方在這個時期的前半期是極為動蕩不安的。

此處的比較可能不太重要，因為據史籍，記載，南朝的一些“帝

國..劉宋(公元 420-479 年)、梁(公元 502-557 年)甚至陳(公

元 557 一 589 年).政治上都相當穩定，有利於正在處於繁榮

時期的貿易發展。更為重要的是，在南北朝的分裂時期，中

國南方作為一個帝國和行政的實體，有機會憑藉它自己的市

場和貿易需求，成長為 4個經濟單位。這些需求中的一部分，

只有通過對外貿易才能滿足;要做到這點只需要貿易自由之

外再加上一點點政治秩序。這個時期中的儒家思想已經失寵，

變得無足輕重，儒家的態度對於抑制經濟增長和對外貿易，

觀已不起作用。如果對外貿易?艾布予人囑目的發展，那就是

出於範l詞更廣泛的總濟和政的考慮的結果。@

已 .3 第三階段一一九至十四世紀(7368 年前)

從社會和經濟變化的觀點來看，這是一個最關鍾的時期。

中國南方的人口的增長率:ìß速提高，特別是在九至十世紀的

晚唐和五代十國時期以及南宋(公元 1127 一 1276 年)時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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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的市場在長江口以甫的沿海和內地陸續形成，沿著幾條主

要路錢通往廣西、湖南、安徽及湖北各省。在各個方面，對

商品的需求增多了，一個數目臼增的城市階層的購買力也提

高了，因而國內外的貿易有了穩步進展。到了南宋時期，可

以說消費者生活上的講究達到很高的程度，前此時期的奢侈

品竟爾成為這個時期的必宿品了。

由此引起剩餘財富的增加，從而但進投資和冒風險的事

業的發展，這襄無需贅述。這從產品商品化範圓的不斷擴大

就可看出。此外，投資的機會也有所增多，雖然其中大部分

是在土地、農業、經濟作物和諸如印刷、紡織、染料等小型

工業方面，省和l地方當局(南宋時期甚至包括朝廷在內)還鼓

勵向對外貿易投資。@

同時，足略規模的信貸和金融制度也第 吹出現了。各

種各樣的期票迅速發展，以至在元朝時期紙幣取代了大多數

形式鑄幣，這展示了政府、商人以及平民的金融活動已達到

遠非簡單的程度。然而，阻礙進一步向現代銀行業和信貸工

具充分發展的原因是，缺乏保護私人財富不受國家及一些貪

婪官吏侵害的法律和政治體制。@

隨著有利對外貿易的大部分先決條件的出現，很快就有

了技街上的改進，為中國人提供了 A些當時在世界上最先進

的遠洋船船。這個現象進 4步誼實了拉術問題並不是阻礙海

上貿易發展的因素。 令旦此1頁貿易具備需求，而且資金能移

籌集時，技衛上就不會遇到嚴重的困難。。

另一方面，政治穩定和1倩家的態度均是重要因素。在這

整個時期中，除了唐朝末年和南宋末年的改朝換代之外，南

方相對種定，因此它的對外貿易實際仁投有遭到中斷。可是，

北方陸上邊疆的防務，則造成了國家財富的幢大消耗，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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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沿著幾條主

。在各個方面，對

階層的購買力也提

到了南宋時期，可

前此時期的奢侈

投資和冒風險的事

化範圓的不斷擴大

，雖然其中大部分

紡織、染料等小型

旦括朝廷在內)還鼓

第一吹出現了。各

i紙幣取代了大多數

心的金融活動已達到

自代銀行業和信貸工

汗〈受國家及心些食

一的出現， 很快就有

:時在世界上最先進

t問題並不是阻礙海

;求，而且資金能移

。
I是重要因素。在這

]改朝換代之外，南

有一遭到中斷。可是，

{的極大消耗，而且

由帝國官員草率徵收的、粗暴、經常是予取予求的商業稅，

也是對商業資本主義成長的重大障礙。這與儒家對於帝國和

商人階層之間的關館所持的態度有闕，雖然在並不意昧著儒

家學說阻攬了貿易。分清這點是必要的，因為具有儒家思想

的官員也常常鼓勵甚至直接參與商業活動。但是他們的社會

和政治關係的概念妨礙了他們重攪賢易的經濟利益。長遠而

(特別是在宋代的新儒家學說出現和儒家的優勢雖位復興

後).就貿易上的合理計算而吉達畢竟是一個制的因素。@

已λ 第四階段一一一十四世紀(7368 年後)至十八世
短

到了公元 1368 年，中國人已經具備了繁榮圈內外的幾

乎所有先決條件。不難看出，這時已產生了對海上貿易的需

求，積累了可用於投資和從事冒風險事業的剩餘財富，建立

了佑貸和金融制(儘管仍然不大穩固)，掌握了航海技衛，而

且出現了政治穩定的局面。可以指出，僅僅是由於政府的體

制，以及支撐那種體制的官員和儒家的態度，才成為中國走

向重商主義大國這個自然發展的障礙。

可是，這裘還存在著 個使中盟歷史學家頗感困惑的問

題:它能充分解釋為甚麼中國在十五世紀後泣有變成主要的

重商主義大國嗎?我們能否斷定，如果不是由於儒家對人和

他的世界的看法主導著中國各代朝廷，中國就會從那個時期

起變為重商國家。這項推斷很明顯不適用於我們對前三段時

期的考慮，在前三設時期里，儒家觀念和帝國政府的性質並

未阻礙，也未能決定海上資易的發展成長。然而就在明代奠

基之初，確已有意在亞洲海域上{占有相當優勢，並已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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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無前例的成就，只是在其後才執行針對南亞、東南亞限制

海上貿易和對外關係的政策。由於 1435 年(宣宗宣傳十年)

後的政策改變如此急劇，以至從此以後沒有人再認真地把中

國看作一個海上強圈。@

作者顧黨提出，在明清時期以新正統形式出現的儒家思

想是個主要因素，這並非因為握有政治權力的儒家官僚體系

真正控制了國家發屁的各個方面，而是因為它所支持的政府

體制決定了經濟和技衛變革的許多關鍵方苗。特別要想指出

的是用道德範倒進行治理國家的原則，它降低了對財富和資

產給予法律但麓的重要性，也未能保護大規模和長期投資所

必需的倍貨與金融制度。這肯定會影響到剩餘財富的積累和

貿易活動的範園。既然這樣的政府決定了幾乎所有應該優先

考慮的事物，想、必它也規定了哪些技術進展是必要的，哪些

是不必要的。

這樣一來，儒家的態度就可以被看作是確定繁榮海上貿

易先決條件的取捨標準。在早期，儒家的態度並投有起到干

頭作用，這一方面是因為恤們在 1368 年(明太祖洪武元年)

以前還沒有變得像後來那樣佔據優勢，再方面是因為當時的

海上貿易尚未達到如此程度，即其進一步發展就要形成對儒

教國家公認觀點的挑戰。於是，具有儒家思想的官員寧可限

制對外國商品的需求，部允許民間商人去繼續滿足在國內不

能解決的需求。儘管在卡六世紀、十七世紀、十八世紀，隨

著西力侵人南亞和東南亞，形勢日短發生變化，中國部仍然

堅持這種政策。

還可以舉出另外兩點，一點與中國北方陸上邊境不靖及

官員專注於其防務有關。這使得明代都城由南京遷往北京並

且放棄了對海上貿易的積極興趣。中國的地緣位置依然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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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出路在於倒回至

現在回來再說

另1]. 並且按上述的主

題，即“公營"貿易主

易能興旺於遠離都拉

家估徒的為色，兩若

不同。對於第一個1

年前的大部分世紀司

那樣佔 F優勢，它d

臨安，從而需求不F

也需說明這樣一個尋

理需求而發展起來自〈

後， 才遭到儒家觀早已

北方。僅僅是從那~

員準備扮演的角色戰

如果我們把這值

觀察，還可以聯想到

貿易南方面都不是一

段中，儒家學說尚未

貿易和“社脅"貿易飲



南亞、東南亞限制

年(宣宗室德十年)

有人再認真地把中

形式出現的儒家思

力的儒家官僚體系

為它所支持的政府

苗。特別要想指出

降低7對財富和資

規模和長期投資所

剩餘財富的積累和

幾乎所有應該優先

展是必要的，哪些

是確定繁榮海上買

態度並設有起到千

(明太祖洪武元年)

方面是因為當時的

發展就要形成對儒

思想的官員寧可限

繼續滿足在國內不

紀、十八世紀，隨

變化，中國部仍然

方陸上邊境不靖及

自南京潭往北京]É

地緣位置依然是個

極為重要的因素，歷朝政府無論是否祟奉儒教都不能對其輕

視。第二點是，到了 1368 年，更確切的是 1700年(清單扭

康熙五十九年)後，按其人口增長額來看其生產力，中醋的

經濟可能已經連到只能前進不能後退的地步，如果在農業、

商業、工業和經營拉布方面不作較大的變革，很可能已經錯

過T l::t較願利地從農業經濟i&J.謹到重商主義經濟的時攤。崇

奉儲家思想的宮僚也許已經意識到這點，但是他們錯誤士也認

為，出路在於倒回到過去的光輝歲月。

現在回來再談前面所提出的“公營"與“私營"貿易的區

別，並且按上述的幾個時期來觀察這種區別。作者的兩個命

息，即“公營"貿易是由儒家的善政思想所決定的和“私營"貿

易能興旺於遠離都域的口岸乃是因為官員無須扮演嚴格的儒

家信徒的角色，兩者的成立都須有條件，都思時恆地而有所

不同。對於第一個命題，必須說明儒家的善政思想在 1368

年前的大.部分世紀中並未佔據支配地位，即使像在南宋時期

那樣佔了優勢，它也要受到由於首都位於南部和沿海地區的

臨安，從而需求不同而須作相應的修訂。至於第二個命題，

也甭說明這樣 個事實會即“私營"貿易原本是根據經濟的合

理需求而發展起來的，直到公元 1368 年特別是公元 1435 年

後，才遭到儒家觀點的抑制，因為此後的政治中心一直位於

北方。僅僅是從那時以後，才能把“私營"貿易和沿海地方官

員準備扮演的角色聯繫起來。

如果我們把這個問題引伸一步，通過對上述各個階段的

觀察，還可以聯想到j早期的儒家學說在“公營"貿易或“私營"

貿易南方商都不是一個重要因寰。因為在第一階段和第二階

段中，儒家學說尚未干預經濟活動，即投有直接影響“公營"

貿易和“私營"貿易的性質，也投有影響其增長率。僅僅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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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的後半期，儒家學說以新儒家學說的面貌出現後，

才再坎變得重要起來。隨著新儒家學說的興起，“公營"貿易

幾乎完全消失，而“私營"貿易則繼續發展直到被認為是違反

立在威脅了儒家思想體系的程度。如果這是對儒家學說在中國

海上買易史上所起作用的正確評價的話，那麼應該提出，曾

長期使歷史學家昂之迷惑的公元 1368 一 1435 年閩中國航海活

動異乎尋常的發展，確實是-種偶然情況。也就是說，不能

把明朝初期六十五年左右所顯示的海上實力看作中國政治經

濟史在保守的儒家官僚抑制下的蔚然成果，而應當看成一個

例外現象。只要洪武帝(公元 1368-1398 年)和永樂帝(公元

1402-1424 年)仍然在位，這種現象就持續下去。可是，一

旦新皇制位，傳統的狀態被允許恢復-均勢，它就個消雲散

了。@

@開花庸及五代時期，衛:+:及元代，以及 1435 年後的幾個世紀，有關這方

面的證據極多。見 F. Hi前h and W.W. Rockhill , Chau Ju-ku白， (St 

Petersburg，的 11); W .w. Rockhill , .‘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r 

China" , in Toung Pao , XV and XVI , 191 4-- 1915; Chang Tien-tse, Síno 

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 (Leiden, 1934)可 G.F. Houra叫，

Arab Seafaríng (Princeton, 1951)。

@(漢書)，卷凹， 27 0 (各朝代廢史均用百納本 .t一間史)

@Wang Gung>叫，“The Nanh剖 Trade" ， in Journal of the Malaysían 

Branch Royal Asíatíc Socíety ,Vol. 31 , Part 2, June 1958, PP. 31 -Ð l , 

118--123. 

(1)<晉寄)，卷33 ， 12 甲 37 ， 1 乙'的， 9 乙; 97 , 9 乙一 10 甲。〈宋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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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97 ， 29 乙。〈海齊

一 3 甲。

@Wang Gung>間，“The

@F. Hirth and W.w. Rc 

the re[atíons and tra, 

賞寥寥無幾，前提及;

(t) Wang Gung>間，“E缸

Fairbank (ed.) , The 

pp. 34-62 

@N.L. Swann, Food an 

Lien-sheng, Money ( 

Bi挖el抬enst快em札1 ，

in Bullet訂ín of the 品f

125吟 163; E. Ba刮la泣ze，

l凹95曰3); Wa胡ng Gu叩ng>、w叭1 

〈漠書喬事〉卷 24 甲-乙， 干

@Wang Gung>叫，“吋Th悅e 

@H ‘ Bi紀蚓el抬ens站st跆出ei風n凡1 ，

Wa叩ng Gu山ngwu ， ''The 

@ Yang Lien-sheng, A 

aspects économíques 

。u Xe síècle (Saígon, 

。Wang Gung>叫丸“The

乎對南方口岸的海上;

南方官吏則有保護貿

1936年)，真 76-80。

。{舊唐書趴卷 38-41;

年版， Kato Shigeshi 

in China", Memoírs 0 

1936, pp. 45-83; J. G 

go/ Invasíon , tr. H. 

raphical Notes on 

Trade", in Journa/ 

Vol.32 , Part 2 , 1959呀

。 Yang Lien-sheng, M 



說的面貌出現後，

興起，“公營"貿易

直到被認為是違反

對儒家學說在中國

那麼應該提出，曾

15 年閩中國航海活

。也就是說，不能

力看作中國政治經

，而應當看成一個

年)和永樂帝(公元

;貧下去。可是，一

勢，它就姻消雲散

的幾個世紀，有關這方

hill , Chau Ju-kua, (St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ang Tien-tse , 5i月。

" 1934); G_F_ Hourani , 

十四史)

rnal of the Malaysian 

June 1958 , pp_ 羽毛 1 ，

, 9 乙丙 10 Ffl o (宋書)，

卷 97 ， 29 乙。〈南齊書}，卷鈍. 6 乙; 32 , 2 憬。〈梁害)，卷詞， 2 乙

-3 甲。

([;)W ang Gun~叫，“The Nanhai Trade" , PP.71-112. 

@F. Hirth and W.W. Rockhill , Chau Ju--Kua， 及 W.w. Rockhill，啊。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01 China". 南宋及元代整個時期，來自海外的執

糞寥寥無幾，而提及海上貿易的能留及種類的資料lllj 比比皆是。

C1) Wang Gun~間，“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 ia" , in J. K_ 

Fairbank (ed.) ,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阱， Mass. , 1968), 

pp. 34-62 

@N .L. Sw甜口 ， 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 (Priceton , 1950); Y甜g

Lien-sheng , 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 (Cambridge , Mass. , 1952); H. 

Bielenstein,‘'The Census 01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2-7吐2 A‘D" 

in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m Antiquiti凹， XIX, 1947 , PP 

125可 163; 巳 Balaze， Le traité économique du (5ouei-Chou) (Leiden , 

1953); Wang Gun~間，‘'The Nanhai Trade " , PP. 16-45. 尤其有關的是

〈漢書〉卷 24 甲一乙.和卷 28 甲一乙， (後漢書〉卷 109-113 及〈晉戶畫畫〉卷 26。

@Wang Gung\心， "The Nanhai Trade" , P. 33 

@H. Bielenstein , ''The Census of China";εBalazs ， Le traité économique; 

Wang Gungv-叫， ''The Nanhai Trade"_ 

。 Yang Lien-sheng , 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 , and J_ Gernet, Les 

。spects économiques du Bouddhisme dans 10 société chinoise du Ve 

au Xe sièc/e (Saigon , 1956) 

。Wang Gung\側，“The Nanhai Trade" , PPA6--89 唐初的官式儒家典章似

乎對南方口岸的海上貿易問題沒有任何影響。而i向自司屬立n可及內廷管轄，

南方宮吏則有保護貿易之職;陶希彗星及鞠清遠著〈唐代經濟史) (上海，

1936年)，頁 76-80。

。〈舊唐書)，卷 38 吐 1; (新唐書)，卷 37 的乙，只任位付國春秋) 1793 

年版， Kato Shigeshi,“On the Hang or the Associations of Merchants 

in China" ,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口， IX ，

1936 , pp_ 45-83; J. Gernet, D日ily Life 川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

gol /nvasion , tr. H. M. Wright, (London , 1962); P. Wheatl句，“Geog

raphical Notes on some Commodities involved in Sung Maritime 

Trade" ,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50cie紗，

Vol.泣， Part 2, 1959_ 

@ Yang Lien-she呵 ， Money and Credit in Chi間， pp. 51-67; L Bal泣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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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rth of Capitalism in China"，見 Chinese Civilisation and 

Bureau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 1964), pp. 34也54.

@Lo Jung-pang , The Emergence of China 品 a Sea Power during 位祖

Late Sung and Early Yuan Periods，載 Far Eastern Quarter紗， XN , 

1954-55 , pp. 489 一503

@ Ka to Shige咐 ， Shina Keizaishi Kosho (Tokyo , Vo l.I, 1952), PP 

299-379; Vo l.2 , 1953 , pp. 176-22 1.另 E. Balazs,“The Bir也 01 Capital-

ism in China" 

。Lo Jung-pang,“The Decline 01 the Early Ming Navy"，見。riens Extre

用肘. V, 1958-59 , pp. 1 的一 168 ‘

@幾乎毫無例外，學者均對 14的一1435 的幾吹偉大遠征作為中閣歷史上

異乎尋常的事件加以研究。不過重點則放在這幾"ðz遠征為主主麼會自永樂

帝開始而自儒教官僚結束。作者本人曾於別處提出.必須更為仔細地考

察洪武帝的政策，應將他和他兒子的兩教授作中國歷史上具有創新、甚

至有革命性的朝代。因此，對他們的政策的更易，可以規作是恢復標準

策略或回復舊體制的結果。兒 Wang Gung'-肉 ， Early Ming Relatons 

叫th Southeast As悶，及 J. Bastin and R. Roolvink (eds.) Malayan and 

Indonesian Studies (Oxford , 1964), pp. 87- 104 , '‘The Opening of rela

tions between China and Malacca , 1403一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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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pp. 34可5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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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n Quarterly, XIV, 

'0 , Vol.l, 1952), PP 

‘The Birth of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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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遠征作為中簡歷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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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ening of r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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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j~\l..J 大部分有關東南亞海外華人的文

獻，說的都是他們在經濟方面的成就和貢獻。一小部分提及

他們的習俗、節日、社會結構和家族體系。關於他們對待政

治的態度卸記載得很少，而且i通常是消極的:要麼認為華人

不問政治，要麼就認為他們是擁護中國民族主義或中國共產

主義的潛在敵人，成為一種嚴重的政治威脅。文獻中其說各

異， 自有其道理。華人的經濟力矗大而可見:華人的文化奇

特而富有彈性:周華人的政治不是無足輕重就是松密進行，

因此很難進行評價。在這一章里，作者無意試圖否定早已公

認的對海外華人在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的看法中的正確之

處。著眼點不悶，這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華人一直不

得不生活在東南亞持續不斷變葷的環攪當中，因此作者想表

明的是，各華人集團並非具有堅不可摧性格的、靜態的翠體:

他們並不是可以不管周聞發生了甚麼而必須保持不變，作出

同樣的貢獻;他們是流動的、能動的，足以充當變革的動因。

只有理解了這 點.Ji能對華人處於東南亞現代化這樣複雜

進程中的貢獻作出有用的評價。

本文為一初步嘗試，旨在表明何以海外華人今日正處於

不斷變動當中，為甚麼說這種狀況不是新生的，為甚麼這一

狀況不合他們的心意以及為甚麼說它可能純粹是為他們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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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那樣深刻，也不

對政治變革較易作 i

於進行分期，史學;

人在許多方面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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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海外華人的文

獻。一小部分提及

。關於她們對待政

的:要麼認為華人

族主義或中盟共產

脅。文獻中其說各

見z 華人的文化背

量就是紐密進行，

意試圖否定早巴公

的看法中的正確之

的是，華人一直不

中，因此作者想表

惰的、靜態的華體;

、須保持不變，作出

:j充當變革的動因。

(亞現代化這樣複雜

t外華人今日正處於

i生的，為甚麼這令

:純粹是為他們的于

女獲得較安定的生活{條件而作出不懈努力中的一個過渡階

段。作者願從政治方面去討論這些問題，因為政治有時更易

於變化，對激烈的變化更為敏感。它可能不像社會和文化變

革那樣深刻. t但不像經濟革新那樣帶有根本性質，但是人們

對政治變革較易作出反應，這些反應也較容易追溯。它還易

於進行分期，史學家又易於說明各個時期的特性。此外，華

人在許多方面都相像，但他們對待政治變革的態度均不一樣。

在這方面他們易於分化，又易於組合。通過首先進行這一比

較容易的工作，作者希望表明，對社會和經濟變革值得提出

相類似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所引出的答案，則將為評價華人

在東南亞現代化進程中所起的作用提供良好的基礎。

作為閱始，不描先來區分一下東南亞政治史上的三大要

素。最明顯的要素乃是歐洲帝園主義一一其揭幕時期、興盛

時期和新近的撤退時期。第二是本土政治一一一其多層吹的傳

統可進一步劃分為早期的祖釀和鞏圈期，瘟民統治時代和最

近民族獨立的全盛時期。第三是未經同化的華人少數民族一一

他們的傳統貿易，也分為華歐共生時期和目前對民胺主義政

治的適應時期。這里所提的各個時期還可更細微地加以印鐘，

並會發現無一能相互重合;而更廣泛地予以概括，則又會發

現各個時期間有相當程度的交錯。然而，各個時期的重要共

同特徵則是這些時期都包含著政治變革，正是這種政治變革，

需要在這裹著重加以說明，以便評價擎人的貢獻。

因此，希望通過追溯華人努力適應當地的政治，適應殖

民地狀況(不論其是否與當地體制相混)，以及適應獨立後的

權力結構等惜現。表明華僑在非中間的環境中的政治意攏。

這樣做峙，還得時時考慮到華人本身的可變因素，亦即她們

對中國從帝制到共和，以及到“兩個中闊"的困攬這些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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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政治變革的反應。這倒並不是說要把一切變數考慮進去。

在實際的變化當中，把一切變數都考慮在內的做法是無所搏

益的。自稱可以做到這一點也莫不為世人所詬病。這里試屬

要做的只是舉出一些顯而易見的主要政治變數，以設法確定

華人對東南亞現代史作出的貢獻大小 j草種貢獻過去一直被

認為無足輕重。作者深知泰闢與歐洲列強有過 段不平凡的

經歷，東南亞大陸的政治與東南亞島盟的政治也不大一樣，

尤其是就華人少數民族而吉。但是各國共同之處，看來足供

作出以下大致的概括。

此處不擬爭論何謂政治，和I者不是政治。華人的經歷始

終無從與民主政治的情況相比，但是在基本上屬於一權威主

義的傳統範圈內，它可以包羅社區領導以至分享國家的和國

際的權力，其範園如此之廣，如果某些海外華人不對某些政

治方面產生熱情和興趣，倒是令人奇怪的事。重要的是要確

定哪一類華人捲人過哪一層仗的政治，和這類活動使他們有

貢獻於東南亞歷史的重要性如何。為此目的，建議可根據他

們的政治興趣和活動，將海外華人臼始至終劃分為以下三個

大類:

甲顛一一一主要關心的是中國的國家政治及其國際後果:

乙顛一一主要關心的是所在地的社區政治;

丙類一一被牽人非華人統治集團的政治(不論其為 i-_著

的還是聽民地的抑或民族主義的)。

本文涉及的是現代東南亞，因此在這里不去討論十九世

紀以前這一分類的當否得失。從十九世紀開始，這品分類是

適當的，因為在過去一百五十年間，這一地區經歷了從傳統

i玫治到撞民政治再到民脹主義政治的演變，我們可以觀察生

活在這些不同政治狀態中，並去適應這些不同狀態的所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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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乙類的界鐘以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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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貴族的政治聯繫，

地。但是已可看出其

人都產生過-些在擎

乙類中的價袖憊的來

成就去向華人社會獻

們從清帝國那里買來

見蝕，而那些人與中

他們靠皈買地位較低



切變數考慮進去。

內的做法是無所梅

研詬病。這里試圖

變數，以設法確定

種貢獻過去一直被

有過一段不平凡的

攻治也不大一樣，

兩之處，看來足供

冶。華人的經歷始

率上屬於一權威主

歪分享國家的和國

外華人不對某些政

事。重要的是要確

直類活動使他們有

灼，建議可根據他

咚劃分為以下三個

台及其國際後果:

攻治:

治(不論其為土著

義的)。

富差不去討論卡九世

涓始，這一分類是

也區經歷了從傳統

我們可以觀察生

本同狀態的所有三

類華人。

7λ 從傳統政治至1殖民政治

人們對第一階段即十九世超大部分年代中華人的公認寫

照是，他們完全不問政治，只關心貿易和生計，並且急於擺

脫一曲切形式的政治生活。璋種說法當然充其量只是部分正確，

在某些地區別很不確切。事實上，即使是在當時，所有這三

類華人都是存在的。當時的華人社會規模還很小、而且大都

是過渡性質的;多數華人隻字不識，生活有時很艱難。現在

很少有詳細描寫當時華人活動全部情況的可靠文獻，多數只

是重複說明他們勤勞聰明。不過去P有充分的材料可供我們看

出:乙類是為主的，這一類人主要關心社區領導、地位和勢

力;也存在甲類，但它傾向於通過秘密會社及其反滿甚至反

封建制的情緒向中盟保持密切的組織聯繫;還有很小的丙類

(其中有些人是巴同化了的喜喜或土生華人等)，他們的主要

作用是保持同土著統治者及其貴族官員進行政治對話。甲類

同乙類的界錢以及乙類同丙類的界績有時不很清楚，有些強

有力的乙類領袖同時具有幾種身分。有時追求!可當地統治者

和貴族的政治聯繫，有時在秘密會社的等級制中保有一席之

地。但是己可看出其間出現某種程度的分化和抗衡。這三類

人都產生過一些在華人社會中謀求權力、官階和尊榮的領袖。

乙頓中的價袖總的來說最搞得心應手。他們直接用商業上的

成就去向華人社會獻殷勤，以巨大財富博得華人的尊敬:他

們從清帝閻那裳買來官階干fl頭銜，從而使甲類中的對于相形

見細，而那些人與中國的政治聯繫則往往也是危險的。有時

他們靠收買地位較低的丙類中的華人為他們{故事以加強臼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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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上的地位，他們深知那些人很會迎合本地的統治者和

官員。

以上三類華人的存在給我們的印象是，華人從一開始時

起就是相互矛盾的。尤其是乙類華人，他們給人的印象是:

機會主義、缺乏政治忠誠的任何概念、騎牆和左右逢源。時

至今臼依然如此。甲類華人給人的印象的陰險、傲慢，屬於

“一旦為華人，永遠為華人"這一派，懷有理想主義並以自

己神秘的方式愛國，對凡非華人所給予的幫助和好處絕不領

惰。至於丙類華人，看來飽們很講道理，易於相處，甚至柔

順有餘，要是給以某些特權和保蠶的話，十分願蔥;被人同化。

然則怎能說這幾類華人的政治活動對東南亞現代史作出

過貢獻了呢?在最初的階段，看來他們的貢獻很小。梅難評

價華人秘密會柱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了當地同樣性質的會社，

又在多大程度上破壞了封建的忠貞。甚至更難說乙類華人用

比當地貴族和平民百姓多得多的錢財腐蝕了本地的政治。比

較明確的是，隨看歐洲商業企業和帝國之間的競爭到處在擴

大，乙顯華人的貢獻在於削弱7當地的經濟勢力以及因此而

削弱了當地的政治勢力，值得歡洲人的征服變得鞍馬容易。

但是這很可能向華人自身間的競爭有關。在乙類華人注意到

申類華人向中國的聯繫，注意到丙類華人又得龍於本地統治

者時，他們可能看出了通過謀求同歐洲行政、司法部門的特

殊關係，將大有好處。至於丙類華人，鮑們提棋了某些技巧，

使統治者對華人貿易界，如果不是直接控制的話，也能有所

瞭僻鼓施加影響。他們向地方統治集團的密切聯繫也許有助

於維持種族間的和諧關係，從而保持和平。 但是他們貢獻最

大的可能是他們與當地人的通婚，他們的家庭成了官場中的

新成員，從而成為公認的政治制度的堅定而能幹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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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所作的一知半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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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事務了。使用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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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本地的統治者和

華人從一開始時

可給人的印象是:

;這和左右逢諒。時

鑫險、傲慢，屬於

~理想主義並以白

宮助和好處絕不領

蕩於相處，甚至柔

分願意被人同化o

f[南亞現代史作出

主獻很小。極難評

司樣性質的會柱，

E難說乙顯華人用

F本地的政治。比

濁的競爭到處在擴

海勢力以及因此而

i畏變得鞍馬容易。

主乙類華人注意到

之得寵於本地統治

友、司法部門的特

|提棋了某些投巧，

閥的話，也能有所

密切聯繫也許有助

但是他們貢獻最

家庭成了官場中的

訂能幹的支持者，

盟為他們在這些制度里已經取得了長連的利益。

在第二階段中一一一主要是指十九世記末年和二十世紀初

黨一一對華人的印象主要仍然是不問政治，只知勤勉地為自

己掙錢，只是受到中國擺出來斂財的或國在盟內政治失敗而

出過的政治煽動家的騷擾。這種印象甚至比公諒的對第一個

階段華人的印象還不準確。這時的華人社會規模已經大多了，

許多人定居下來了，而且大都是在城市里，他們的成分也在

迅速改變。生意做得成功的商人為數體來蘊多，在華人學校

或瘟民地學校受過教育的人數猛增，還有一批批有文化修養

的中國人新來到這一地區，尤其是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

而且，我們現在已不再仰賴於少數外界觀察者對這些社會集

團所作的一知半解的敘述了。華文報刊雜誌日見增多，它們

清楚地反映了人們越來趣注意中盟和東南亞各地華人社會的

政治事務了。使用瘟民地語吉或土著語吉的能力也導致了對

瘟民主義政治和東南亞民胺主義政治的關注日益在增長。

這樣，以上三類華人的界限就更鮮明了。乙類仍然是最

大的一類，不通它的領袖已不再主宰華人社會的事務了。甲

類人數在增多，大祇是由於文化較高的中國移民來此以及當

地受過華文教育的人數增多之故。早先提供了問中盟稍有某

種政治聯繫的秘密會社己讓位於公開支持中國圍內反帝制運動

的新組織。繼 1911 年革命之後，這些組織又按照圓民黨的

路錢，後來又拉中國共產黨的路錢組織成為具有自覺意識的

政黨。甲類力量日益主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是對幾十年來受人凌

搏侮慢的深深不滿，中國和中國人行將再度蠅起的情緒以及

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所能提供的意識形態構架。造類華人分

享著正在復興的中國的激動心情，並且設法要把這種激情通

過他們的著作、演說和在東南亞一個個咖啡店里的交談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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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所有的海外華人。他們感到報效祖國，正當其時，因此要

致力於中晶的政治，甚至把他們置身海外合理化為積橫財富

的渠道之一，以此來幫助中國發展貿易、工業和實力。

他們能有造樣的想法，當然主要是源自中國和東南亞的

現代化。帝國主義列強已經在中國各口岸和它們在東南亞各

墓地之間建立了緊密的交通往來。既快又安全的航運、電報

和電話聯絡以及遍布各地的國際新聞機構，種種方便條件無

不有助於使海外華人靠近中圈，使中圓靠近這一地區。同時

由於接觸盤來越直接，甲類華人為其本身在華人中撞得地位、

尊榮乃至名單的有利條件也聽之增多了。

與此同時，那些現代瘟民政權也比過去強大了，他們很

快學會了怎樣對付倍大的華人少數民族。甲類華人中的政治

煽動家不受歡迎了。他們破壞了多數海外華人從事貿易活動

所選擇的日常方式，不同t派系的民故主義分子之問意識形態

的競爭以及國民黨人和共產主黨人之間意識形態的競爭都能及

到和平。於是各瘟民問家政府，在殘存的土著統治者的同意

下，或者不經他們同意，有時便設法鼓動華人效忠於他們的

盾留園。要吉之，他們喜歡人數不多的丙類華人，給他們的

領袖以種種榮譽，授以各種頭銜，委派其中某些人在政府部

門擔任狀要職務。尤其是蘊民地教育，它是把某些華人的精

力成功地引向瘟民地仕途的渠道。

至於丙類華人的領袖，他們的主要作用仍然同在第一個

階段時一樣:主要是代表華人社會rtJ 自己那南部分人保持向

統治官員進行政治對話，協助他們暸解整體華人的問題。這

在蘊民控制仍在擴大，而中國民族主義又在不斷加強其對海

外華人的吸引力的情況 F. 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作。到底是

主要麼原因但使丙類華人認同於歐洲人的政府或者歐洲人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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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其時，因此要

合理化為積橫財富

E業和實力。

3 中國和東南亞的

自它們在東南亞各

之金的航運、電報

種種方便條件無

丘這一地恆。同時

:華人中獲得地位、

去強大了，他們很

尹類華人中的政治

學人從事貿易活動

分子之間意識形態

彭態的競爭都危及

t著統治者的同意

華人效忠於他們的

領華人，給他們的

爭某些人在政府都

是把某些華人的精

明仍然同在第 1閻

部一部分人保持同

種華人的問題。這

在不斷加強其對海

主的工作。到底是

荷或者歐洲人與主

著混合組成的政府?這一點根本不清楚。肯定當時有人是出

於個人原因，有人因為不再會揖華語而別無選擇，但是有體

據表明，許多人只為感激他們的人籍地冒智、永遠在那里安家。

對於後者，他們懷有一片新建立起來的忠誠，有時是對仁慈

的家長式統治，有時是對法治和合理的官僚政治等政治原則，

有時則是對這一地區都市中心出現的比較現代化的生活方

式。不論出於甚麼原因，肉類華人被吸納進當地的政治活動，

主要是參加擴大他們在瘟民政府中的勢力的政治活動，也有

些人在當地興起民族主義運動後參加了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

義的政治活動。

儘管總的看來丙類華人在地方政治活動中相當順利，但

是他們在更大的華人社會里的地位並不確定。華人社會其他

部分的人有時認為他們有用，只要可能就只顧利用他們。更

經常的是甲乙兩類華人對華人過分認同於1卡華人，感到不以

為然，甚至對那些被認為走得更遠，分明拒不承認其華人屬

性的人，進行中借。部分出於這種原悶，部分也因同歐洲人

或土著東南亞人建立意味深長的友誼遠非易事，丙類華人人

數一直不多。據說丙類華人中的一些邊緣成員還有拉到較大

的乙額中去的，甚至故而信奉中摺某種激烈的民族主義。

因此，在第二個時期里 E戶類華人意氣風發，咄咄逼人，

他們對共和政體的、進步的新中國越來越感到自豪。而丙類

華人則表現得沉靜隨和，他們誠惶誠恐地謀求成為殖民的或

土著體制中的一部分。屑闊的仍是那一大批乙顯華人，他們

表面看似不問政治，因為他們既不公開參與當地的政治活動，

也不公開介人中國的政治活動。然而這里也有政治生活。他

們不斷有效地組織起來以應付日益複雜的形勢需要。他們傳

統的家族和行業組織並不，德、是足以保障他們的利益，於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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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組織起了現代的壓力國體，以期確保向各自磕民政府以及

與之過商的由此鄰地區的政府保持良好關諒。與此同時，他們

也願意參加一些愛國行動，以使他們在甲類華人和自己在中

國的親友眼中受到尊散，不過這種介人只限於不危及他們在

當捕統治官員面前的尊榮。此外，他們還得當心甲顯華人中

的政治漲到，因為這些派別總想支配他們傳統的勢力範圍，

滲透到他們的組織中去。這樣，乙類華人雖然在華人事務中

日不再鱉頭獨估，但是他們還不得不大事施展政治權街，以

求既保持住他們中圈人的資格，又在一個異國環境中不失其

靈活性。他們這個類型煞(以兩個儲水池，在它的邊緣上有許

多華人青年從一條渠道流人甲類的政治舞台，還有許多人則

從另一條渠道投身於丙類的地方政治活動。所有三類華人的

力量，則依瘟民政府的不同政策，各國不悶，並且隨著中國

發生的非常事件，問時而異。不過在上述第二個時期當中，

華人民脹主義情緒的白熱化和歐洲撞民主義可蜓的合法地位

兩者有時均把華人趕到一起來了，由而暫時予人以一個團結

的華人社會的觀感，甚至讓許多人相仿真有一個南洋華人社

會存在。

於是問題又來了，人們也許會間，這幾類華人的政治活

動究竟對東南亞現代史中的上述第二個階段作出了甚麼貢

獻。種民地史學家往往注意封了華人作為貿易中介的功用，

但是通常排除華人對東南亞政府和政治作出貢獻的可能性。

然而歐洲人設立政府的時候，這個地區差不多到處遍布了華

人少數民族，而且這些少數民族在殖民統治時期的人數又日

益增多了。這一事實警告我們不要去接受上述簡單的說法。

正如歷史學家卡爾 (E.H. Carr) 所說:“數目在歷史上能說明問

題"。數目確實是能說明問題的，因為數日在政治上具有份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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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自瘟民政府以及

與此同時，他們

豆豆華人和自己在中

.~於不危及他們在

等當心甲類華人中

等統的勢力範圈，

誰然在華人事務中

龜展政治權衛，以

其國環境中不失其

笙它的邊緣上有許

記還有許多人則

所有三類華人的

司，並且隨著中國

有二個時期當中，

沒可疑的合法地位

待予人以一個間結

何一個南洋華人社

幾類華人的政治活

身段作出了甚麼貢

貨易中介的功用，

11 貢獻的可能性。

卡多到處遍布了蓋在

台時期的人數又臼

仁迷簡單的說法。

在歷史上能說明問

:政治上具有份量。

歐洲人來到東南亞時，無非是幾個問眾多互相敵對的土

著勢力打交道的敵對集團。通過一番較量，各個集團的歐洲

人都成功地制服了土著勢力。對這些土著勢力，他們原來只

能要麼藉條約規定的權利要麼靠征服來對付。但是他們常常

發現華人少數民族顯然不問於各土著民族，他們也難於消賊。

這些少數民族還很引人瞬白，主要因為他們有技銜，有能力，

拿得出資本。於是聽乎在各地，歐制人都很快發現，把華人

當成他們政治課IlJ中一個單獨的變暈倒是不無用處。不妨會

迫華人去幫助歡洲人對付不服從的本地人， i蠶RJ指責她們是

對本地人福祉的真正威脅，而歡制人卸聲稱自己是來保護本

地人的。再如，通過成功地把當地人同華人分隔開來(有時

顯然是由於政治闊的)，歐洲人在肯定了華人傳統的經濟特

長，從而戰勵他們進行現代化的同時，一茁又限制當地人只

能搞他們的傳統工藝，使其故慢進行現代化。這當然說不上

是華人的直接貢獻，不過歐洲人採取草種政策大體上是成功

的，遠在很大程度上應歸自於華人的態度和價值觀念，以及

自攪優越於東南亞各民族的想法。這種態度和價值觀念與磕

民時期該地區的政治形態不無關係，並且肯定影響了當地的

政治性格和氣氛。

華人在政治體制現代化方面的貢獻故不怎麼顯辛苦。這稟

主要的工作肯定是殖民地行政官員做的，他們或者把本國和

其他聽民地的現成體制移植過來，或者接受、修訂當地的體

制和其他聽民帝閻的辦法。此處，應當指出，甲顯著人力麗

的增強，被看作是一種威脅，因而招致殖民政府想出種種巧

妙的辦法來孤立和限制他們的活動，精心設置了法律和治安

體制，和對傳播蟬介的管理規章。這種風脅也導設了在一些

規章制度和政策方面作出過一些讓步，從而有助於使馬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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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佔多數的Z顯華人感到快慰和滿意，問i鑫盤讓步也確實對

一些關鍾的體制如政治代議制作為最高權力，以及司法和財

政措醋的某些方面有所影響。這些讓步措施往往為後來出現

的忠誠可靠的丙類華人所肯定，他們業已從中學會如何運用

這些新體制的主要部分。

第三個主要影響領域是華人對意識形態的直接貢獻。這

倒並非因為民族主義是華人的，也不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

主義和共產主義是華人的，而是因為華人在若干國家中對讀

起某種民族主義、某種資本主義以及某種社會主義和共產主

義起過作用。一樁樁事情都可能表明:甲類華人激起了印尼

和馬來西亞民接主義的某些暴力行動(那里的民族主義往往

影響到所有的華人);乙類華人應對泰國、菲律賓資本主義

和反共情緒的某些特徵負責:甲類華人和丙類華人在第二故

世界大戰前幫助過馬來亞和新加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形

成。不過這種情況直到東南亞現代史上的第三個時期即

1945 年以後方才變得明顯起來。

7立民族主義政治

1945 年以來的第三個階段還在演進、發展，要說清各

類華人在未來數十年問將怎樣進行分化，現在為時過早。要

可靠地估計華人在政治仁對這恥地區的戰後歷史作出的貢

獻，我們也難辦到。這樣做還有待於事態的進一步發展。不

過在這裘追溯一下這三類華人從第三個階段轉變到第三個階

段的道路，以及他們是如何通應民騏獨立和聽民者撤退的頭

二十年，如何爐應共產黨中國的興起，這倒不無神益。我們

可以據此更好地評價第三個階段中某些傾向的意義，進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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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些讓步也確實對

力，以及司法和財

純往往為後來出現

從中學會如何運用

態的直接貢獻。這

為資本主義、社會

在若干闢家中對、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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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華人激起了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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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轉變到第三個階

和殖民者撤退的頭

倒不無搏益。我們

冉的意義，進而又

有助於我們理解今天所發生的一切。雨且i車過對第三個階段

發展情況的考察，我們可以更加明確地說明華人對東南亞現

代化業己作出的某些貢獻。

1945 年以來華人在政治上最顯著的發展情況是， Efl類

華人的進取精神和熱情漸見消蝕，許多甲類華人轉向乙類華

人小心翼翼、抱成一團的做法，以及丙類華人極力認向於人

籍間的人數雖不種定但均顯著增多。

華人對戰後東南亞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很快獲得了承認。

已故的珀塞爾 (Victor Purcell)甚至在戰爭結束前就開始考

察這一問題了。他的主要研究成果〈東南亞華人} (The 

Chínese in Southeast Asía) 一書 1949 年問世以來，人們對

華人社會將在該地區起政治作用一說已不用懷疑。關於華人

社會，從一開始就有兩種廣為人們接受的看法。第一種看法

認為華人是一種外來威脅，是為中聞服務的潛在敵人。 1949

年前，他們被看作可能是在這一地區堅持自己權利文勢力強

大的民脹主義中闊的幫手; 1949 年以後，他們又被視為可

能是被誘代表北京政權替國際共產主義工作的顛覆分子。第

二種看法是，如果允許擎人經濟賞力成為令人不安而又勢不

可擋的政治勢力的基礎，那麼華人便將成為一些國家的內部

威脅。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看法，因為持這種看法的人同時

又認為華人無非是一些貪婪的、不負責任的資本家，很遺憾，

他們在政治上對新興國家的效忠，莫過於一表忠誠以求獲得

好處。實則這種看法在對待華人的政策上造成了許多混亂。

一些間家的政府總要設法使華人對當地的政治事務更加忠心

耿耿，更加一往情深，同時又希望他們僅僅作些不會產生政

治反響的經濟建樹。

視華人為國內外的風脅，連兩種看法都不確切。這些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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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來自一種模糊的感性認識，即華人一方面是甲類的，另一

方菌又是高類的，就是認聽不到這商類人代表的是華人社會

中的兩個極端。官們並不理解的是，這兩類華人哪一頓也不

是穩定不蟹的，荷大多數華人都屬Z額. :i蓋顛華人主要的政

治活動是防守性的，以保住自身的地位為臨的。這些人當中

有些人已經轉向甲類華人的理想主義或返祖心態;有些人則

已幻想破滅，終願回到那個主要的社會牽體中去。有些人寧

願接受丙類華人認同於當地政治願盟的做法、其中有的也是

因為幻想破滅，願意回到那個主要的社會蒙體中去。

我們把 1945 年以後的情況同戰前情況加以比較時，便

可辛苦出各類華人之間的流動很大，時時表現出日益增強的政

治警覺性。甲類華人對中國發生的事件的反應，在1900年以

後變得已很顯著，他們在 1911 年後支持國民革命，在二十

世紀二十年代分裂成幾個政治派系，抗日戰爭期間又組織統

一戰績活動。 19吐5 年後，他們經歷了一段短時期的民胺主

義復興，然後又經歷了一段較長時期的對共產黨中國的熱烈

嚮往。這後…種熱情往往是“大漢沙文主義':1':t的品種稍加偶

裝的形式。到了七十年代，這種激情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減弱，

並且作過一些痛苦的重新評價，不過這類華人中肯定還是保

存下來了一個小小的核心。他們抵制乙類華人的“被動"和

丙類丟在人的“出贅，'，其理據已不再指著現在，而是朝向未來。

它以… A種對未來的看法為基礎，即中國在未來定將成為東南

亞的主導力量。甲類華人現在認識到他們還不能按照自己的

信念行事，但是均認為他們應該站在歷史這一邊，作好準備
、 v月

(為了家庭和親友，往往是悄悄地、神不知鬼不覺地進行)走

向勝利 F 司方。他們是唯一還能確切地稱為“華僑"的一類人。

他們在各自國家里，如果不被認為具有進步觀點，就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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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而是朝向未來。

未來定將成為東南

還不能按照自己的

這一邊，作好學借

口鬼不覺地進行)走

“華僑"的一類人。

步觀點，就被認為

是“抄文主義者";要是他們不隱晦對毛澤東主義的傾向性，

他們就被認為是“共黨分子"。

L顯華人也越來起意識到 1945 年前中國發生的事情，

並且在 1945 年復有一段時間仍然希望出現一個強大的中盟，

以便有助於他們在海外的事業和生計。不過他們不像甲類華

人那樣，他們對於中國的有限實力和中國的政治是否適合於

自己，歷來有所懷疑。當東南亞的民族主義更加直接辛苦力地

影響到他們時，他們所持這種保留的看法證明是對了，於是

不得不對以前捲人當地政治活動的猶豫態度重新加以考慮。

有許多人走得更遠，還加入到丙類華人中去，力關鞏固他們

在各屑住圓的地位。不過總的來說，有充分誼據表明，乙類

華人在許多國家仍屠大多數。值管有棄此而去丙類的，但也

有來自甲類的某些人補充。他們的人數始終很多，原因是他

們也具有相當政治意識，也被認為他們比甲類或丙類華人更

現實、更精明而講求實際。他們對東南亞的未來也有自己的

看法。他們希望中國擴大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但也希單那

些新興國家真正要求獨立，希望中盟(不論北京還是台北)理

解這一點，不要打算向那種新興民胺主義挑戰，尤其決不要

為了海外華人而這樣做。總之，他們看出了東南亞新的合法

國家的現狀將繼續維持下去，他們唯一能做的乃是盡可能使

臼己適應這些國家的關體。同時，他們也不打算像丙類華人

那樣走得很遠，甘冒臼睹見女被用化、華人社會解體的風險。

儘管他們看來安於或多政少地脫離中國歷史的主流，但是他

們仍然希望保持他們的中國文化和中國語盲，不僅保住他們

的生命、家庭和財產，而且在某種程度上維護住他們作為一

個經濟整體的存在。他們通常都傾向於自稱為華人，而不是

華僑:自認為馬筆、泰華、印華等等，而不是馬來西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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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人、印度尼西亞人，或者自認僑居者(如馬僑、泰僑、印僑)。

至於丙類華人、從十九世紀以來其中許多人早已對中國

不加理會了。有控人因為早已認識到華人指望不上中闊的幫

助，因此必須首先投靠土著政府，然後投靠種民政府，藉以

保謹自己。有些人通過持續不懈的接觸，在當地政治環境中

如魚得水，認為在這里可以找到自己的位誼。因此在二故世

界大戰爆發前的 1937-1941 年期間以及大戰剛結束後的

1945-1949 年期間，中國國內所發生的種種事變對他們的影

響都不大。總起來說，他們在戰時是反白的，不過(除在泰

國外)他們對於歐洲種民事業的忠心要超過對中國抗戰事業

的忠心。但是向其他兩類華人一樣，他們同樣面臨著戰後局

勢的風雲變幻。就在甲類華人對共產黨中闊的興起感到興奮，

乙類華人對當地民族主義力量日益強大感到憂心仲仲之際，

大部分丙類華人不得不把他們對歐洲聽民者的忠誠轉向民族

主義的反姐事業。事實上，這是品種異常為難的調整，而兩J

類華火在獨立前夕民族主義門爭最高漲時幾乎遭到解體的厄

運。 方面，有不少忠誠的“直民地居民..面對帝國主義

勢力不可避免的撤退感到悵惘---~→可能，寧願離此而去寄

到宗主國去另建家園。另有少數人則轉向較大的乙類華人社

會，而不接受他們不信賴的民族主義政權。這樣，丙類華人

人數的減少便成了對“從，帝國到獨立囡"過渡的最初反應。

然而在獨立後， 也{矣那些新興國家稍稍種定下來，許多原來

的成員又回到這一類當中來了，更多來自乙類的人則認為有

可能接受新的制度。於是在許多a情況下，戰後時期的丙類華

人至少包含造樣三個層坎:丙類華人原來的核心，他們可以

在這類華人中連續追溯至兩代人以上:新加人者，他們熱衷

於確立忠實國民的身分;回歸的舊成員，他們發現歸根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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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向當地民族主義

意。

丙類華人對東南

新興民族主義是不可

令人嚮往的，因此只

來，中國，不論是共

可能控制這個地區會

會華語，甚至極少說

當地語吉或是前瘟民

還兼嫻二者。他們具

件爭取擠身於社會和

他們便不屑於努力回

綱領和政治綱領，器

被完全同化，也能在車

這類華人中的許多人

亞人、泰人、印度尼

他們各白的國家里，

法，不過仍會對他們:

好華人等名稱。

作者已經表明，

本身的貢獻，現在仍J

中的發展情況，主要二

在政治方面有哪些變?

年來東南亞歷史的貢』

使我們正確觀察 1941

最後，擬再回到

作風、機構體制和意吉



5僑、泰橋、印僑)。

lt二多人早已對中摺

海望不上中圓的幫

靠瘟民政府，藉以

在當地政治環墟中

置。因Jl:仁在二坎世

大戰剛結束後的

運事變對他們的影

的，不過(除在泰

過對中國抗戰事業

同樣面臨著戰後局

司的興起感到興奮，

到憂心仲仲之隙，

者的忠誠轉向民族

為難的調整，而丙

幾乎遭到解體的厄

面對帝閻主義

寧願離此而去，

較大的乙類華人社

。這樣，丙類華人

過渡的最初反應。

走下來，許多原來

乙類的人則認為有

戰後時期的丙類擎

的核心，他們可以

加入者，他們熱衷

他們發現歸根到底

他們向當地民族主義者共享比在那個更大的華人社會裳要權

意。

丙類華人對東南亞的前途有他們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

新興民族主義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的，甚至是正義的、

令人嚮往的，因此只要可能，願意成為其一部分。在他們看

來，中國，不論是共產主義的，或是別的甚麼主義的，不大

可能控制這個地區，也不希望中國這麼做。他們大多數人不

會華語，甚至極少說他們故土鄉族的方盲，但對所在關家的

當地語言或是前瘟民者所用的語吉，部能運用自如:有的人

還兼嫻二者。他們具有華 H族"的血統，但既然有可能有條

件爭取擠身於社會和政治上都處於優越地位的人籍關國民，

他們便不屑於努力回復為華人了。他們接受這些國家的憲法

綱領和政治綱領，認為是切實可行的，並且認為他們即使不

被完全開化，也能在政治上問那個國家的本國國民結為一體。

這類華人中的許多人通常不稱自己聶華λ，而自稱為馬來西

亞人、泰人、印度尼西亞人等，至多加上“華裔"二字。在

他們各自的國家裳，土著一國民對他們仍然持有一些保留的看

法，不過仍會對他們冠以國民華人、忠誠可靠的華人、甚至

好華人等名稱。

作者已經表明，要評價華人對東南亞現代史第三個階段

本身的貢獻，現在仍為時過早。 上面概要論述了第三個階段

中的發展情況，主要在使我們較好地暸辦過去幾十年問華人

在政治方面有哪些變化，同時幫助我們評價華人對過去一百

年來東南亞歷史的貢獻。我感到有必要接到現在，因為它能

使我們正確觀察 1941 年前關鍾的、奠 F規模的數十年。

最後，擬再回到上面簡要討論過的問題，即華人對政治

作風、機構體制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貢獻。在政治作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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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在 1945 年後的一些變化，增加了這樣的疑慮，即人多

勢眾的華人少數民族會屬畫畫阻礙向獨立的新興國家的~涯。

當地的民族主義者還發覺華人的拉衛、能力和資本都屬命服

所繫，這就影響7他們的政治考慮。新興的民族噴袖感到瘟

民地對付華人的兩手做法自己不妨也加以利用。藉著威脅說

新政權要是失敗了，將發動極端主義的種族分子去對付華人，

這樣肯定會有路多的肉類和乙類華人被脅迫來與之合作並給

予支持，同時還可以指甲類華人和多數乙類華人是對國家真

正獨立的嚴重威脅，而造種威脅只有新的國家價袖方能克服。

更為嚴重的是華人身上殘餘的優越感和城市化華人對主要是

在鄉村的土著人民在經濟、教育方面的優勢。針對前者，便

設法貶低華人，要他們安份而不敢輕舉妄動。針對後者，便

使用政策子設發動側重有利於受教育較少者和技能較差者的

種種單動，其做法通常是鼓勵國民超過華人，同時對華人施

加壓力，要你們不敢再那末銳意經營，氣勢逼人。新政府亦

決不允許華人用他們的經濟力量取得任何真正的權力。這種

考慮，在某些情況下是完全正當的，但是對各級政府確也產

生了-些消極作用，的確影響了獲勝的民接主義者的政治作

風。屑統治地位的精英繼承了不少瘟民地精英民族的、現代

家長式統治的作風，有時還有所創新。時時滲透到瘟民理論也

和實踐中來的“分而治之"的精神，被推而廣之成為從內部

分化各個華人社會的微妙權街，其對上述三類華人的主要作

法可以概括如 F: 弧立申類華人:漸次栽培丙類發展;適當

敲勵乙頰，僅使之保持活躍、興旺和滿足。

新興的東南亞國家在行政、司法和政治體制方面的遺產

更明顯地具有現民地性質，華人的存在的確更難對這種遺產

加以持斥或加以認真修改。大部分體制已有其內在安排， f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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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更易於控制華人。

構到政治代議制，在

化的壓力，而且用位

行琨代化的華人社重

化向經濟現代化兩著

離去或即將離去，立

步伐。結果，三類專

三個不同的領域中i

去。

最後，對意識T

華人激起過當地民舅

和反共運動的某些常

在某些東南亞國家配

數十年間是怎樣有屁!

所產生的影響， -包n

先不大明顯，近來對

意料:早在聽民者指

警告。但是有個關鎮

脹寬容，而小的軍

從西方繼承的這-{):

神話和禮儀等等，個

於守勢。國家一體1~

手可同樣的語吉、文1t

t把很難令人接受。異

再加上語吉、文化、

求有很大的妥協意踢

在東南亞，大量華J



樣的疑慮，即人多

!新興摺眾的過霞。

;力和資本都屬命脈

[的民族領袖感到殖

(科舟。藉著威脅說

族分子去對付華人，

f迫來與之合作並給

」類華人是對關家真

萬家領袖方能克服。

E市化華人對主要是

E勢。針對前者，便

E動。針對後者，便

P者和技能較差者的

巨人，同時對華人施

正勢逼人。新政府亦

可真正的權力。這種

主對各級政府確也陸

已跌主義者的政治作

包精英民族的、現代

年時滲透到殖民理論

藍而廣之成為從內部

主三類華人的主要作

主培育顛發展;適當

呈。

3Ef合體制方面的最藍

向確更難對這種遺產

主有其內在安排， l'吏

其更易於控制華人。這些安排從警察權力到法治，從教育，結

構到政治代議制，各不相悶，不單可用來應付盟外要求現代

化的壓力，而且用以對付國內存在已經現代化或正在i迅速進

行現代化的華人社會的壓力。這里必須強調指出，政治現代

化向經濟現代化兩者息息相關，隨著歐洲撞民者上層人士的

離去或即將離去，正是華人在商業和工業方面的進步跟上了

步伐。結果，三類華人在國防安全、經濟發展和政治參與這

三個不同的領域中都使要求革新和計劃將來的動力延續下

去。

最後，對意識形態的貢獻。 1945 年以來的情況體實了

華人敢起過當地民接主義的若干暴力行動，形成了資本主義

和反共運動的某些特徵，同時也決定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在某些東南亞國家的地位。作者已經指出，這些情況在戰前

數十年間是怎樣有所預示的。大量華人少數民接對種族觀念

所產生的影響，包括對種族主義和種脹寬容兩者的影響，早

先不大明顯，近來部顯而易見了。從表面看來，這並不出人

意料;早在殖民者撤ill以前就有過要出現過多狀種族糾紛的

警告。但是有個關體條件已經起了變化。帝國統治有賴於種

脹寬容，而小的單一民接國家均難以避兔種族主義。的確，

從西方繼承的這一份民族國家的遺產，加仁它的種種假說、

神話和l禮儀等等，使得東南亞人和華人兩方面向樣極大地處

於守勢。國家→體化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即使是在國民們具

有同樣的語吉、文化、宗教、歷史和政治理想的極好環境中，

也很難令人接受。異族人的存在和對種族的異族觀點的存在，

再加上語吉、文化、宗教和財產方面的顯著差異，就更得要

求有很大的妥協意顧、非凡的政治權衛和罕見的博愛精神。

在東南亞，大量華人少數民攘的長期存在，促使人人感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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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種族，且當用寬容之道來思索。這就已經是華人在東

南亞種族問題方面所作出的一種貢獻。但是只要仍存在亞洲

人團結起來反對歐洲聽民者的上層人士的可能，這種貢獻便

不能彰顯出來了，而在華人完全接受當地宗教時，問題就更

好辦了。在戰後，出琨種族問題的國家比以前增多，我們對

東南亞也難兔受到這一問題的困擾就不足為怪了。值得注意

的是，華人對種族主義和種族寬容都作出過貢獻，而且聽乎

肯定將來還會作出貢獻。

作者在文首曾經說過，華人是可變的，東南亞已經歷了

改變，政治變化最易於為人注意，華人在政治上很警覺，對

此自會作出反應。通過集中討論三類華人的政治情況以及他

們自己適應歷史變化之道，作者著重說明了華人少數民族對

這一地區所作出的 些具體貢獻。這並不是主張只有這種貢

獻最重要，然而它確實表明了對東南亞史的…個方面開始作

出充分探索的可能性，因為這個方面曾經有過著述. f旦去。經

常受到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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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經是華人在東

是只要仍存在亞洲

可能，這種貢獻便

宗教時，問題就更

以前增多，我們對

為怪了。值得注意

過貢獻，而且幾乎

i，東南亞日經歷了

政治上很警覺會對

的政治情況以及他

i 了華人少數民族對

!是主張只有璋種貢

的一偶方面開始作

有過著涯，但部經

第八章

魯迅1 林文慶和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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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豆篇短文出自一項未完成的關於魯迅
在華南的研究。我之所以對埠個題目發生興暉，有好幾個原

因。林文慶(1869-1957) 是一位早期對儒家思想產生興麗的

新加坡人。 1921 年即他五十二歲時，作為現代的醫生一一

改革家一一企業家的林文窟，應朋友和仰慕者陳嘉庚

(1 874-1961) 之邀，放棄了他在新加坡的事業，出任廈門大

學(即廈大)校長。@他當校長的事，除了校友和新加坡的一

些朋友及仰慕者之外，並投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在中闊，只

因魯迅(1881-1936) 於 1926-1927 年有短短幾個月在該校執

教，許多作家才記起了林文廣這個人物。不過他們提到林文

塵，毫無溫美之詞，大多是對他認真提倡儒家思想的努力寥

及數話，不以為然。中國的當代政治已經把魯溫和陳嘉庚兩

人譽為中關人民的楷模，而林文廣則由於他的“儒家佑徒"

形象，召致了人們嚴厲的指責。看來現在他只能企望從他的

新加坡同胞那里得到比較寬厚的對待了。@

已八 魯迅與廈門大學

這篇短文的背景故事是從 1926 年 9 月 4 日星期六魯迅

到達廈門後不幾天發生的事情開始的。@他到後第二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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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星期玉，有個學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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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關於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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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思想產生興嘩的

馬現代的醫

:和仰慕者陳嘉庚

專業，出任廈門大

校友和新加坡的一

j注意。在中國，只

短幾個月在該校執

不過他們提到林文

i儒家思想的劈力寥

l把魯迅和陳嘉庚兩

?他的“儒家信徒 .. 

:他只能企望從他的

D 

月 4 臼星期六魯迅

他到復第二個星期

的星期三，有值學生來看魯迅，向他說起這所大學和它的前

進。據那位學生回億，曾經對他說過校長(林文慶)提倡“復

古..“尊孔"強過全體學生用文盲，不用自話。@那位學生

是不是在魯迅到達後真的造樣快就向魯迅談論起了校長，我

們不得而知，因為魯迅投有留 F這故談話的記載。如果那學

生對他說了，我推想{也會感到驚龍的，因為邀他來校的朋友

林語堂，還有歡迎過他到來或在他接見那個學生前聽他出去

吃午飯的其他同事都不大可能向他談論起林文慶的喜好。他

們原知他激烈的觀點，不致有意:去打擾他。他們投法不讓他

知道的是學校辦事效率棍，校長甚至對有些在兩三個星期前

就來了的人還不忙於簽發聘書。但是此時期，就在他下攝後

第三個晚上第一改寫下他抱怨的話時，他並投有責怪校長，

而是責怪那位在愛丁堡受過教育的校長代理秘書兼教育學教

授孫貴定。@

不管他是怎樣恕的，他立宣投宿讓司個學生的看法來打擾

他。他自有別的心事:校園與世隔絕，和當地閩南人語吉不

過，吃飯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問題，缺乏志同道合和催

人奮進的朋友。久居北京十四年後不適應這襄持續的暖熱天

氣(更不用說他到廈大第六天颺起的一場颱風 n。他越來越

感到孤寂，尤其是越來越意識到把他引到這塊文化沙漠上來

的國學院，還不見得有發展的前途。@使恤感到更惱火的是，

周圍有那麼多過去他在北京時的論敵的擁護者，有的像他那

樣是林語堂引薦來的會有的是史學家顧頡剛糾集來的。@魯

ill覺得這批人只崇拜陳源和胡適，他們形成了一個機會主義

者的小關子，和北京那些瞧不起魯迅寫的文章，實則自己卸

知之不多的人同屬一類。他對某一個人特別惱怒，因此來了

不到三個星期，就寫信要求辭去國學院的職務，只是在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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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的勸說下，才於事後不久蚊凹了辭職番。@這件事發生在

9 月 20 日開學後僅四天，因此很難說是開張大育。

大約在這時，他對廈門的想法已透出了不祥的徵兆。他

環顧罔聞，承認自己無心欣賞秀麗的風光，引起他注意的倒

是鄭成功(國姓爺)和他抗滿一的一些遺跡。他發現附近有一片

斷坦，據說是當年鄭成功建的，頗使他難以忘懷。他強烈地

感到，除台灣島而外，廈門代表著最後一一小魄落人滿洲人之

子的中華土地。他一想到 1683 年台灣的陷落，就想起了也

在那一年，康熙皇帝下詔重修新的欽定版本<+三經》和〈二

十一史}o@於是他進而寫道:

現在呢，有些國民已不得讀經，殿版《二十一史》

也變成了寶貝，古董藏書家不惜受資，購藏於家，

以賠子孫云。然而鄭成功的城句很寂寞，聽說城

峙的 J少， 還被人盜運去賣給封面主主浪品主持的 z傘， 快

要危及城基了。有一天我清早望見許多，j、船，吃

水很重言，都依著帆駛向鼓浪嶼去， 大的便是責沙

的同月色。

含義再清楚不過了:英雄往事無人問，無聊“好古"是

文明。不過他自己對遺跡蚓並不多愁善感。經過北京那些狂

暴而激動人心的歲月後，他最惦記的是那些有趣的人們、活

躍的論戰、促使他反思和激勵他創作的人或事。相反，為了

給學生編講義一一一中國文學史一一一他還不得不夭夭看“中國

舊書"弄得甚麼思想也投有了。@

他對淤現代和傳統的看法，在“五四"運動的激烈論戰

期間品直是很清楚的。不知道林文慶是不是很瞭解魯jß到廈

門前的反對舊制的文章。投有誰據表明{也很熟悉中關知識界

的情況。他很可能投有意識到魯迅向他聘來廈門大學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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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光、有見地，可以

能有魯迅來執教，白

了 J批讚賞魯迅作品

也許林文慶只不過是

摯友，過去又同過尋

學潮。。那位尊孔的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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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事。@這件事發生在

用張大吉。

t 了不祥的徵兆。他

一引起他注意的倒

他發現附近有-片

-以忘懷。他強烈地

‘小塊落人滿洲人之

陷落，就想起了也

反本《十三經》干n(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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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購最支於家，

寂寞，聽說城

良嶼的誰，快

d 主午多，]、 A告"乞

大約便是貴;少

1.無聊“好古"是

經過北京那些狂

;些有趣的人們、活。

.或事。相反，為了

;得不天天看“中問

'"運動的激烈論戰

、是很瞭解魯ili至IjJ夏

~m熟悉中國知識界

!來廈門大學國學院

的多數著名學者間的深刻組醋。。如果他意識到了，也可能

不在乎這些，因為新成立這所國學院的通告就曾在幾家全國

性日報上頗引起一番騷動，以致有的報紙評論說這所大學有

眼光、有見地，可以預料其前途無量。的確，對有些人來說，

能有魯迅來執教， 自是一大成功，因此消息傳來，確實吸引

了一批讚賞魯迅作品和他的現代主義、非正統觀點的學生。@

也許林文慶只不過是倍任他的樟州同鄉林語堂。林是魯迅的

摯友，過去又同過箏，當年他們兩人都捲人了北京女師大的

學潮。。那位尊孔的校長很可能還不知道自己請來的是一位

筆鋒犀利為全問之最的反孔者。想到這一點，林文鹿和魯迅

間的衛突很可能就在所難免了。就在 10 月份的前半個月，

即魯迅來 F還不到六個星期目衝突終於出現。

事情本來會早在 10 月 3 日星期日就起始的。那天，林

文慶召開大會紀念孔子誕辰，進行一番相當於禮拜天布道的

宣講。原來他已宣佈 10 月 2 日星期六放假，星期日又把全

校師生召集到大禮堂。眼看他便以孔子學說是否濫用於今臼

為題發表演說。不可思議的是，他用英語主講，由大學代理

秘書、化學教授為他翻譯。他自覺有些反常，於是解釋說他

的“國語"不修好，而他文很希望把他的觀點準確無誤地傳

達給眾人。@就我們所知，魯迅投有 tf~ 席那坎聚會。看來他

不大可能不知道有一那吹大會一顯然，到會的師生的有400

名，就是說在校的大抵人人都參加了。至少他塘、該知道，關

於那 1欠聚會，該校校flH廈大周刊HO月 9 臼曾有一詳細報導。。

然而在他的日記裘和這段時期的好幾封信里，部隻字未提那

故會。以往 且1'l甚麼事情使他感到j惱怒，他憤於諷刺有加，

評論 番，這個t;fJ投有給我們留 F片，吉隻字。然而此舉很難

想像會不讓他感到惱怒。也許他是在試圖賞踐那狀會後當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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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許廣平所說的話:“我現在採取閉關主義，一切教職員 9

少與往來，也少說話。"@林文慶對孔子學說的信念是直宮不

諱的。他的演說摘要顧自信說明問題(在今天不悶的時勢下也

還很有意思):@

今日所講此題，吾人故有完滿之解答，不可

不先知孔子學說之真理之價值，其根本目的畢竟

何在，吾人能明白乎此，府、此題目不難暸然於胸

中。據鄙人意見，大概分為三種:

(一)孔子宗教觀念及哲學觀念。就在中國頗

多研究新學者，受歐西文化之愛染，以為孔子並

非宗教@，此說從一八四 0年以迄於今，異口同

聲，悶不一悶。其所持理由，以為孔子書中對於

鬼神之說頗少言及，故使標為道德之良師。其實

此稜思想，大謬不然。不知孔子學說，系主主實際，

非徒以怪誕不經之說欺人者所可比紋。至於孔子

哲學，不但以當時國家社會所表此之一切事物，

加以深刻研究並將古代過去之經驗，潛心默察，

扇，探奧理，而成“一以貫之"之道。故孔子學說

實為干古不可磨滅之學說。

(二)道德。孔子道德，起自家庭，漸次及於

社會而國家而天下，其根本金在孝之一字。現在

歐西各國， 亦頗贊成此道，也口最近之所謂博愛等

主義，無一非由家庭而起o@故去國孔子之道德

根本，實較各因為仗。且其學說凡人皆可做到，

非徒托空言者可比。

(三)政治。國人對於孔子學說，最不滿意之

處即在此點。然比非真知孔子者。孔子之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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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留不住新院長而讓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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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注意到那些雄心才

糙的生產效率碼尺的

一般。"@他對校長為鼠

懷疑林文慶所吉是否干

小說鉤沉》手稿表示他

這事部“從此投有下文

已之 魯迅與林文矗

國學院就是在林文

制的氣氛中於 10 月 10

魯迅到場了，但他對林

的理由以及他所得到每

持，實在無可置吉。於

演。至於國學院，讓他



蓮，一切教職員會

亮的信念是直言不

足不同的時勢下也

之解答?不可

根本目的學竟

不難瞭然於胸

筑在中國頓

以為孔子並

於今，異口同

孔子書中對於

之良師。其實

元，系重實際，

紋。至於孔子

之一切事物，

潛心默察，

。故孔子學說

庭，漸次及於

之一字。現在

之所謂博愛等

國孔子之道德

人皆可做到，

最不滿意之

孔子之時，其

所主張之等君學說，與近今吾人所反對所不滿意

之帝國主義大大不同。吾人試觀私淑之孟子所說

“氏為貴..一語即可見其對於政治主張概略矣。

且其根本主張在進世界於大悶，亦未嘗不通用於

今日。@

魯迅是怎樣對待這些的呢?顯然對此他是不會投有印象

的。但是此刻他所想的部在另1]處 9 所以對林文慶的觀點只說

了句:他是“尊孔的"o@可是他對這樣的事部更其感到不快:

校長是怎樣開辦這所新建的國學院的，他，給新到職的教員簽

發聘書有多慢，他對文科主任林語堂是何等不移幫忙，他怎

的留不住新院長而讓國學院由一個問魯迅敵對的因循守舊的

小集團支配者。@9 月 18 日，魯迅出席了盟學院當吹業務會

議，注意到那些雄心勃勃的發展大計，就像是受到一支租

糙的生產效率碼尺的支配. "ý_日以好草餵牛，要擠些牛乳

一般。"@他對校長為國學院制訂的出版計劃也噴有煩吉。他

懷疑林文慶所吉是否有誠意，因為他說，當他拿出他的〈古

小說的沉〉手稿表示他多磨樂於表現一下“生產效率"後，

這事部“從此役有 F文"o@

8.2 魯迅與林文慶的衝突

國學院就是在林文慶這種紙上大發宏願、金錢 t嚴加控

制的氣氛中於 10 丹 10 臼閻慶那天大吹大擂正式成立了。@

魯迅到場了，但他對林文鹿為開辦這樣一所國學院認真提出

的理由以及他所得到學校創辦人陳嘉庚提供國學研究的支

持，實在無可置吉。於是他評論了一番國慶焰火和當晚的表

演。至於閻學院，讓他惱怒的也就是他看到的平庸和缺乏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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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好比無知的鄉巴佬受到某些三流演員的哄騙後那種可悲

的自我滿足。他投有直指其才卡，不過他對他和他的同事們不

得不為布置廉價的“即成"古物展覽所作一切的描寫，足以

說明他認為校長為國學院提出的主張毫無實際意義。@

但是魯迅並投有忘記林文慶在國學院正式成立時就聞學

研究所說的話。四天之後，即 10月 1哇日，當他被邀向全校師

生作i盛會講演時，他講了半個鐘頭，有意反其道而行之，講

了另一番話。他講演的題目是〈少讀中國番，做好事之徒)o@

他的一個學生記下了當時魯迅所說的話。@他說儘管他在廈

門是教盟學的，應當勸大家埋頭古籍，但是聽於他在北京時

間那些提倡讀經復古的人打交道的經驗，以及出於他對廈門

老抱著〈古文觀止》不放的人的關懷，使他想到:“與其多讀古

不如少單古書!"他說，晚近號召“復古"赦國的呼聲越

來越高。但是多數倡導者是別有用心的。他們要人們讀經，

目的是讓他們成為孝子順民。他們以讀經自負，以懂得中國

古文化自諦，但是又有多少人在“五卅慘案.. (1 925 年)中

用〈論語》感化過外國兵不要槍殺中國人@， (天津沿海的)日

本軍艦導致了“三，一八"慘案(1926 年) ，死傷的200人，

又有多少人借〈易經》里的咒語叫那些日本軍艦沉役了?@

他接著補充說，要救國，當今最好少讀中國書:這種書

讀少了，不過是文章做得差一些，但是續多了至少在三個方

面有寄:組讀意志越薄弱;越讀起謹小慎微:越讀越分不清

是非。這倒不是要你們不讀書了。愛讀書是好事，但是不要

讀幾乎投鼎的“死書，不要把自己讀蠶了而要關心世事:

不要讀書死，只要注意身體體康。書有好書壞蓄、可信之書

和不可信之書。古人說:“盡佑番，則不如無害。"他解釋說，

那是就歷史事實的準確性而盲的。這里他是就古書的思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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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眼下少讀些是

明辨、批判，去其輝

這番反其道而朽

的陳詞濫調而說的，

得意的國學院的公院

在表面上給人以用另

部分的評論說目了較

半登載在〈廈大周刊)

表，根本投有提及前

使林文慶的自尊心受

想的，無記載可稽。

部分講演是如何熱情

到的待遇。把造番話

行為無從叫他們尊重

第二部分講話道

倒也很有意思。這一

容如下:

世人對於

字，一若有過

之中國，丟F敬可

惟其有好事之

試觀科侖布之

科學家之種種

來。即由本校

生，其實亦即

病。

當丸本校



的哄騙後那種可悲

他和他的同事們不

一切的描寫，足以

實際意義。@

正式成立時就輯學

當他被濫向全校師

反其道而行之，講

霉，做好事之能)o@

@他說儘管他在廈

是鑒於他在北京時

以及出於他對廈門

想到:“與其多讀古

古"赦國的呼聲越

他們要人們讀妞，

自負.~懂得中國

多案.. (1 925 年)中

趴(天津沿海的) B 

) .死傷的200人，

-軍艦坑投了?@

‘讀中國書:這種書

!多了至少在三個方

;微:越讀越分不清

:是好事，但是不要

了而要關心世事:

書壞書、可信之書

l無害。..他解釋說，

1是就古書的思想、性

說的，眼下少讀些這樣的中國古書。如果不得不讀，另IJ忘了

明辨、批判，去其糟軸，取其精華。

這番反其道而行之的話顯然是針對林文慶尊重儲家經害

的陳詞濫調聞說的，而且是對魯過受命來到的、林文慶十分

得意的國學院的公開挑戰。但是魯迅在他演說的下半部分又

在表面上給人以用另一種見解轉化他的講話的印象。在第二

部分的評論挽回了校長的面子，並且使魯迅的演說得以有一

半登載在《麗大周刊》上。之所以只有演說的種半部分摘要發

表，根本投有提及前半部分，說明魯迅號召人少讀中國古書，

使林文慶的自尊心受到多大的傷害。魯沮對這一刪節是怎麼

想的，無記載可稽。但是顯而易見，聽眾中記得他們對第一

部分講演是如何熱情鼓掌的青年們• i央計忘不了那番話所受

到的待過。把這番話省去了，而第二部分則羅列較詳，這種

行為無從叫他們尊重學校。

第二部分講話道出了魯迅對林文麗的印象的另一方面，

倒也很有意思。這一番話概括刊載在每週一期的校刊上，內

容如下:

世人對於好事之徒，每致不滿，以為好事二

字，一若有i是寧生風之意，其實不然。我以為今

之中國，去[1;欲好事之徒之多，萃凡社會一切事物，

惟其有好事之人，而後可以推陳出新，日漸發達。

試觀科命布之揮新大陸，南生之探北極，及各種

科學家之種種新發明，其成績何一非由好事而得

來。 !!r I封本杖，本是一片荒蕪之見，建屋以招學

生，其實亦即好事。故久以為好事之徒，實不足

病。

嘗見本校之運動場上常常有人，圖書錯之中

第八章魯迅、林文慶和儒家思想 181 



文閱覽室問者常座為之;品，當然是好現象。而西

文閱覽室中之報紙雜誌，的者寥寥，一若不關室主

要者然，此 flF 不知好事也。不知為文報紙雜誌，

星紅無重大關 f系，然於課餘偶一翻闕，實亦可增許

多常識。故接望諸位對於一切學科， 皆隨時留心

惟各人之思想境界不同，成不敢勸人人皆為

甚大之好事者，但小小之好事，則不妨一嘗試之。

譬如對於凡可遇見之事物，小小匡正，小小改良

便是，但誰此種小事，亦非平時常常留心不為功0

萬一不能，貝1) 丟人對於好事之徒，當不隨俗而加

以笑罵，尤其是對於失敗之好事之徒。@

這番話受到了林文慶的讀許。作為一名在愛丁堡受過良

好的現代科學訓練的醫生，他對魯迅想說的話無異會大加讀

賞的。可是顯而易見，當林文慶完全同意魯迅的話，並且說

學校創辦人陳嘉庚大力投資興教，也是一個好事之徒時，魯

i基對他不惜這話向他極度的尊孔思想、相衝突，不禁為之愕然。

魯迅還加上一句:“這里就是如此糊裘糊塗。"@

當然，並非一切都是那樣清楚明確的。魯迅有意讚揚的

好事之徒陳鑫慶，據林文慶說，原來也是擁護強調中文經書

研究:認為問學和現代科學應予並重的人。而日確實，陳嘉

慶在現代實用方面，當真使當時的中國昂之耳目一新。他憑

著自己受過丁點的鄉村經書教育，外出闖蕩世界，明白了要

重視西方科學、技衛和經營體制的道理。@是他請來了他的

朋友、現代科學家、創業者林文慶，放棄了新加坡的一切，

幫他創辦了廈門大學。兩人都認為學校應培育新一代的中國

人，他們既真有一切現代技能，同時又突出中國文化的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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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可悲的是，魯迅

受到儷害的傳統學蠢

蠢然而感覺遲鈍的高

對立的一方。當中，

康復興儒家思想的說

魯迅在廈門大學

幻想破滅了。@只有1

愉快的時刻。@他在

年的聘的縮短為一年

新成立的“革命的"

科主任之約(按:魯:

主任，當時的文科主

的去意，他已決定敵

慶和大多數同學對社

後來對國學院的開辦

那里去廣州前的幾個

加論述。在這篇短文

也就瞥了。這番敘述

通信和1927年 1 月 16

倍都是寫給〈語絲》周

他在 12 月份寫{

版兩冊學衛集予的事

學院顧問。關於第一

筱來預算

說，只要你們

將稿子拿出去

了，從此沒有



仔現象。而汪古

一若不關重

三三報紙雜誌，

實亦可增吉午

皆隨時留心

秩勸人人皆為

;妨一嘗試之。

氏，小小改良

「留心不為功。

當不隨俗而加

徒。@

名在愛丁堡受過良

拘話無異會大加讀

:每迅的話，並且說

過好事之徒峙，魯

突，不禁為之愕然。

。"@

3 魯迅有意讚揚的

擁護強調中文經香

3 而且確實，陳嘉

之耳目一新。他憊

蕩世界，明白 F 耍

。是他請來了他的

了新加坡的一切，

培育新一代的中盟

1 中國文化的精華。

也許可悲的是，魯迅， :i叢位集中體現7反抗過去種種腐敗的、

受到傷害的傳統學者，看出7自己站在一方，而受到一位好

意然隔感覺遲鈍的百萬富翁支持的文能暴發戶林文廣則站在

對立的一方。當中，很可能是隔人聞分野的實質，就是林艾

麗復興儒家思想的勢力。

魯迅在廈門大學又呆了三個月，對那個地方越來越感到

幻想破滅了。@只有對文學深感興趣的同學們才給他帶來些

愉快的時刻。@他在 10 月 14 日講演後不久，便打算把恤兩

年的聘約縮短為一年，甚至設法更早一些離去。聘他到廣州、i

新成立的“革命的H 中山大學(受勝利的國民黨支持)搪任文

科主任之約(按:魯迅曾任國立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

主任，當時的文科主任為傅斯年。一一一譯者注)更堅定了他

的去念，他已決定離去了。林語堂等勸他不要去，甚至林文

慶和大多數同學對他這一決定都感到特別失望。@輯於魯迅

後來對國學院的開辦路于是怎樣的深感厭惡，以及他在離開

那里去廣州前的幾個月里勉強做了些甚麼，這些情況值得詳

加論述。在這篇短文里，聽 -f魯迅臼已是怎樣結束這一切

配就瞥了。這番敘述見他 1926 年 12 月 31 日寫的第三封廈門

通信和1927年 1 月 16 日在開往廣州的船上所寫的倍。這兩封

信都是寫給《語絲》周刊發表的。

他在 12 月份寫的信中兩坎說到校長， 一 1欠是說有關出

版兩加學術集子的事，第二狀是說校長要講理科主任擔任國

學院顧問。關於第一件事，他說:

後來預算不算數了，語堂力爭;聽說校長就

說，只要你們有稿子拿來，立刻可以印。於是成

將稿子拿出去，放了大約至多十分鐘罷，拿回來

了，從此沒有從文。這結采，不過證明了我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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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子，並不欺騙。那時成便將印《古小說鉤沈》的

意思也取消，立主立自己再縮短年 F民主兒半年......@

關於第二件事:

前天開會議，達國學院的周刊也幾乎印不成

了;然而校長的意思，是F要添顧問，主口理科主任@

之流，都是雇員間，據說是所以聯絡感情的。成真

不僅廈門的風俗，為主甚麼研究國學，就會傷理科

主任之流的感情，必用顧問的蠅，將他絡住?聯

絡感情法我 J艾有研究i&;兼士又已辭職，所以表決

三十走了。@

在 1 月份的信中，他說到他的辭職和人們認為他何以要

走。他辭職的理由是因為健康關係，這任誰都知道不過是藉

口。同學顯然認為是校方迫使他走的。估中這樣寫道:@

不知怎的終於發生了改良學校運動，首先提

出的是要求校長罷免大學秘書劉樹紀博士。@

聽說三年前，這衷也有一回相類似的風潮，

結果是學生完全失敗，在上海分立了一個大夏大

學。@那時校長如何自街，我不得而知:這回是

說我的辭職，和學j博士無干，乃是胡適之派和魯

迅;ff.-相排擠，所以走掉的。這話說登在室主浪嶼的

日報《氏鐘》上，立主且已經加以駁斥。但有幾位同

事還大大地緊張起來，開會提出質問;而校長是F

答獲得很乾脆:沒有說迋話......@

校長林丈慶博士是美國籍的中國人，閉口的

口，不離孔子，曾經做過一本講孔教的書，可惜

名目乳忘記了。@聽託還有一本英文的自傳，將

在(上海的)商務印書結出版@，現在正做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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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重 rp' 星星"01也

單是錢行，

退了:前天

是來搗亂的 1

的位置都沒

魯迅接著預料i

他又說了 11 月里命

葉淵的事。這所學才

可以說反映的是陳i

葉淵，一如他信任;

美學校的學生聞風j

8.3 短暫的邂主

魯迅在廈門大2

我已說過，後 3 個j

西。魯迅 10 月 14 f 

已經使他原先在廈

了。這些因素當中，

本人將就此提出-.tJ

首先，無疑林三

目進行寫作已有三

科學價值相輔相成主

見，這些在十九世氣

在二十世紀的頭十f

加強的觀點，直至{

變。@這也許不是他



T 小說鉤沈》的

為半年﹒.....@

也幾乎印不成

如理科主任@

感情的。成共

就會傷理科

將他絡位?聯

村吾兒，所以我決

人們認為恤{可以要

誰都知道不過是藉

中這樣寫謹:@

運動，首先提

紀博士。@

類似的風潮

了一個大夏大

而知;這四是

胡 1通產之 i派永牙和口

登在主鼓主 j浪良嶼的

o 但有幾位悶

悶:而校長勾

國人，閉口問

教的書，可惜

文的自傳，將

在正做看“人

種問題"。他待我實在是很隆重，請我吃過幾回飯;

平是械行，就有兩田。不過現在“排擠說"倒衰

退了:前天我聽到的是他在宣傳，次到反門，原

是來搞亂的，並非預備在反門教書的，所以北京

的位置都沒有辭掉。@

魯迅接著預料說，既然他走了，他的罪過會更大。下面

他又說了 11 月裳他在集美學校的講演怎樣得罪了該校校長

葉淵的事。這所學校是陳嘉展創辦的，用廈門大學聯繫密切，

可以說反映的是陳嘉庚制定的同一方針。陳嘉庚{吉{圭和支持

葉淵，一如他信任和支持林文塵。魯迅進而說，葉淵還說集

美學校的學生鬧風潮是魯述鼓動起來的。@

已 .3 短暫的邂逅

魯i基在廈門大學的 4 個月零 12 天就這樣結束了。但是，

我己說過，後 3 個月主要是完成前 6 個星期內業已存在的東

問。魯迅 10 月 14 日在週會上發表演說峙，一些回家的挂合，

已經使他原先在廈門大學待兩年的打算幾乎成為不可能的

了。這些因素當中，林文慶的儒家思想是坎婪的但均是預兆。

本人將就此提出一些看法，以結束此文。

首先，無疑轉文慶很接連於他的儒家思想。他就這一題

目進行寫作已有三十年之久，並且深{吉這種思想、為與西方的

科學價值相輔相成提供了倫理的和宗教的信念。同時顯而易

見，這些在十九世紀末業經他加以發展，後來又經康有為(他

在二十世紀的頭十年間曾經到過新加坡)等人予以肯定或者

加強的觀點，直至他就任廈門大學校長時，基本上 直未

變。@這也許不是他的過錯。中國那時一些更偉大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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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五四"運動的擁護者叫喊要求實現現代化都離得遠遠的。

甚至中國一些倡導聞方思想的先驅者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也

反過來反對他們認為過火的行為。林文慶的西方朋友當中，

包括一些著名的西方學者，有很多人都害怕號召革命，害怕

民脹主義和共產主義，而主張維護中圓的光榮傳絞者則大有

人在。而且，他那位創辦廈門大學的朋友和他也有同感P 於

是就把整個閻學研究的問題委之於他的判斷。@

有-點是有關魯迅的資料以及寫過魯迅在廈門@的人所

投有提到的，造就是林文慶當時正在積極籌辦一所工程學院，

並最後終於建成一所醫學院。還有，那時學校里聘來的教員，

絕大多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文科當中不但有戴

密微 (Paul Oemiëville) 、艾銬風 (Gustav Ecke) 等外國學者，

並且在外國受過培訓|的教員和在國內受教育的教員一般多，

而且教授外國語的課程也同教授中文的課程一般多。@這樣，

很可能會招來這所學校不略重視國學研究的批評。囡i比重~辦

國學院一事可以被理解為林文慶在設法彌補這一不足。然而

恰巧就是這個國學院，學校聘魯迅來的地方，成了他憤怒和

幻想破滅的集中點。當然，根據現有的材料，我們可以認為

魯迅憤怒的真正原因不在林文慶的儒家思想，而在林氏投能

使國學研究多發揮作用，不理解間學院對青年一代意昧著甚

麼，以及投有因此而給國學院更多的支持。相反，林文慶卸

把許多事務交給一批因循守舊的人去辦。這些人只知討他的

歡心，從來不懂得同學對新的人文學科研懷抱的願望。鑒於

學校的權威主義結構，這種不理解，不支持也同林文慶對國

學的出發點，即重申儒家學說的價值有關。魯迅看出 T(這

里他可能很正確)這正是國學院投有前途的真正原因。@

魯迅有了在北京時的經歷，對當代造種陳舊的儒家學說

186 中國與海外華人

持否定看法是可以至

較長(他是一位具有

易解釋。回顧起來，

來的成見，瞧不起話

功的富人，認為他j

慶這樣的人，生在!fi

學習中國的東西，要

定設有好感。在魯迂

番不過是一知半解有

道些甚麼、做些甚1至

作內行的人和與他-m

反動觀念。@結果，

的機會看來已不存看

住了現代性的重要僻

的中國人，認為需蔓

造中華的程度合法公

話，無怪乎他們之情

CD陳育路著(林文慶論) , 

說林文慶因已退穗，;:

務方面仍很活躍。所語

鐘民地的官單單或行腎。

@1957 年 1 月 1 臼林文屋

Society 的會員;兒練a



弋化都離得連連的。

十世紀二十年代也

的西方朋友當中，

怕號召革命，害怕

光榮傳統者則大有

一和他配有同感， 於

i斷。@

年迅在廈門@的人所

聽辦一所工程畢蹺，

學校里聘來的教員，

文科當中不但有戴

Ecke) 等外國學者，

[育的教員一般多，

果程一般多。@這樣，

己的批評。因此創辦

自捕造一不足。然而

且方，成了他憤想和

f料，我們可以認為

1想，而在林氏投能

t青年一代意昧著甚

于。相反，林文慶卸

這些人只知討他的

時懷抱的願望。鑒於

E持也同林文慶對國

關。魯迅看出了(渣

的真正原因。@

蓋種陳舊的儒家學說

持否定看法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對學校、學校的創辦人和

校長(他是一位具有良好科畢背聾的現代人)之缺乏同情則不

易解釋。回顧起來，似乎魯迅也投有脫離開中國文人學士歷

來的成見，瞧不起投有受過文化教育的、通過個人奮門前成

功的富人，認為他是利用金錢為自己樹碑立傳。@對於林文

慶這樣的人，生在英國蘊民地，受的是西方教育，還在渴望

學習中國的東西，要向中國認間，不管是何用意，對此他肯

定投有好感。在魯迅看來，顯然這位中國的“局外人"對經

書不過是一知半解部在那裘指手劃腳，教中國的年輕人該知

道些甚麼、做些甚磨。特別讓他生氣的是，一些他認為是裝

作內行的人和與他個人作對的小集團，則在迎合著林文慶的

反動觀念。@結果，本質上都屬現代人的商人之間進行對話

的機會看來已不存在:魯i塾，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從內理抓

住了現代性的重要關鍵:林文塵，生於國外，受過西方教育

的中國人，認為需要用儒家的高貴外衣以使他用科學技街改

造中擎的程度合法化。兩個背景過異的人投有彌合鴻溝的對

話，無怪乎他們之間短暫的邂逅會這樣一無所戚。

jn "1 

CD練育浴著〈林文慶論)， (，訶洋學報)，巷的，第 1/2期 (1965 年).真 132

說林文慶囡已ì!3.隱，乃為招聘。但據各方記載，當時他在新加坡公共事

務方面仍很活躍。所謂“退隱..陳育路或許是指{也不再搶任中國或海峽

項民地的官職或行腎。但他仍擁有大量金融及商業方面的事業。

@1957 年 1 月 1 日林文慶逝世後，新加坡許多人為其致哀，尤其是 China

Society 的會員3 見陳維龍， (林文居室博士傅略)， Annual of th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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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戶

血色品句他詛曲“石血氣越魚缸過個崎儡伶啞幽幽叫品 -

Sociel)月(1 957): PP.71-73; 和〈林文慶博士誕生百年紀念刊)(新加坡， 1973 

年)。此後，李元璋對林文慶的思想進行過廣泛的研究， <:林文瘦的思想:

中西文化的陸流與矛盾.) (碩士論文 ï菊洋大學， 1974 年)，現正印刷中。

@近來有草草鍾鈴的研究〈魯迅和林文慶在廈大的一場衝突)， (人文與社會

科學論文集〈四)) (1 98吐年):頁 109-11哇。魯迅臼記極有價值。我引用

的是收在{魯迅全集.) (共 16 卷，北京， 1981 年，以下作〈全集))中之極

佳的注釋版本卷 14 和 15 0 9 月 4 日事見〈全集)，卷14，頁615。

@指青島大學來的同學命念遠。 30年後他署名俞荻撰文談起這坎會兒<回

憶魯迅先生在廈門大學)，文載〈文藝月報)， 1956年10月 10 日，童尹j於〈魯

迅回憶錄.> (上海， 1979年)。魯迅在日記中僅說他在 8 號那天來訪， (全

集)，卷1哇，頁615。

@9 月 7 日給許壽裳的信， <:全集)，卷1 1.頁480。據1926-1927年〈慶大布

告)，孫貴定是社會心理學教授兼教育系主任和哲學系主任。他被列為

獲得過愛了直是大學教育學樽士學位，是林文章蓋的校友，因此顯係林文慶

所信任的人。他曾代表林文慶出席過 1930 年上海暨南大學組織的買主要

的“海外華人教育會議見上迷會議〈報告.> (上海， 1930 年)，頁 14-32 。

@上述觀點出現在他的早期信件中，最顯著的是他給許廣平的信， (兩地

董事)， (全集)，卷 1 1.頁 105 ， 11吐 117 ， 118-121。有時表達得更加強

烈的類似觀點也見於他給許壽裳、室主家園和室主廷謙的筒， <:全集)，卷 11 ，

真是80-490。男兒川島著〈和魯迅相處的臼子)(成都， 1979 年)，頁凹的。

W9 月 20 日和25 日給許廣平的信， (全集)，卷11，頁118-12 1. 125一 128。

@他於 9 月 2吐臼辭去國學院職務。遠在他27 日寄給許廣呵?己的信中布生動的

描寫: 日記， <:全集)，卷 14，頁的 7; <:兩地書}， <:全集)，卷 1 1.頁 126。

五天後，他又受到林語掌強留 I前撤銷辭呈; (全集.>，卷 1 1.資 133。

@9 月 23 曰“廈門來信..首次發表淤名為〈波艇}的一本廈門月刊第一惕，

編務為在魯迅指導下成立快快文學社的反大學生，其中之一為俞念遠(見

註釋Q))。這 期未註明日期，伺很可能是1926年 12月份刊出的。這封

公開信是他用深情乃至浪漫情調寫到廈門的唯一(封信。{也是為了他在

廈門的學生和當地告費者才這樣作的; <:全集}中{華蓋集績編)，卷 3 ，東

369-371 。

@1O月 4 日給蒙蒙閩、草草叢燕、李輩革野的倍; (全集)，卷 1 1. 頁483 一 484 0

。他從1918年起發表於〈新青年〉和各報文學副刊的早期作品，都表明他厭

惡任何復古主義者的復古觀點。在他紙達廈門前發表的六卷著作中，至

少三卷中有對當代因循守舊的作法進行辛辣諷刺的文章，並多次提到他

在北京同 派受過西方教育的學者的論戰。但林文慶對他的印象可能只

188 中盟與海外華人

是他作為作家的名聲，

見解。不過，魯迅子畏

的話)。他自己也極聲

那段引議作為他1926至

小說〈彷復〉的代序.&

那種被放逐荒野的惑起

“逃出北京，躲在廈F

傳奇、童話、教間和E

調集)， <:全集}，卷 4 ，

@1926年 6 月至 8 月筒，

並曾報導過聘任魯迅(

〈全集}，卷 3 ，頁396;

日) ，文載〈北新)(上祖豈

料.) (北京， 1977年)中 i

卷 2 ， j達[283-287。其{

原， 1978年)，頁18-2C

平的{欣慰的紀念)(北豆

。1925年他們在女師大問

並抹在會、是意見致，但

於1925年12月 14 日〈語t

魯迅寫的答覆，後又發是

IlP1926年 3 月，他們兩

17號，魯迅是21號).魯

錄， <:全集)，卷 3 ，頁

年 6 月，他又說服魯迅

男見魯迅 6 月 17 日寫給

集}，卷11，頁468。

@{廈大周刊〉第158期 (19:

以下註釋@)。

@(廈大周刊}第158期(1 9::

@(全集)，卷11.頁 1400
@<慶大周刊〉第158期(1 9::

廈門資料彙編入兒〈魯主

@這個觀點很有意思，不克

思想並非宗教，這種提}



紀念刊> (新加坡， 1973 

研究， (林文慶的思想:

974 年)，現正印刷中。

斬釘突>， (人文與社會

1 記極有價值。我引用

以下作〈全集))中之機

卷14，頁615。

若文談起這次會兒(盟

內0月 10 日，重刊於〈魯

主在 8 號那天來訪， (全

據1926-1927年〈痠大布

哲學系主任。他被列為

校友，因此顯僚、林文慶

海登爾大學組織的重要

手， 1930 年)，氣 14-32。

且給許廣平的信， {納悶地

:1。有時表達得更加強

蕪的信， (全集)，卷 1 1.

郁， 1979 年)， 頁5。一悅。

頁118-12 1. 125-128。

許廣平的信中有生動的

〈全集)，卷 1 1.頁 126。

弓，卷 1 1.真 133。

'J一本廈門月刊第一期'

，其中之為俞念遠(見

年 12丹份刊也的。這封

一封信。他是為 f他在

在蓋集續編)，卷 3 ， 貞

是)，卷 1 1.頁483-48哇。

早期作品，都表明他厭

發表的六卷辛苦作中， 吏

的文章， .it多狀提到他

文變對他的印象可能只

是他作為作家的名聲和他的學衛著作{中國小說史略)，而不是他的激進

見解。不過，魯迅很敬仰屈原，他應當感到高興(如果他注意到這一點

的話)。他自己也極微仰屈原，並且在翻譯〈敵軍董).他對魯迅選〈青在騷〉

那段引語作為他1926年 8 月即魯迅到廈門前幾個星期在北京出版的那巷

小說〈彷徨〉的代序，必定會讚許的。在魯迅被迫離開北京前往廈門之際，

那種被放逐荒野的感傷情緒很可能油然而生。用他幾年後的話說， f也是

“逃出北京.躲在廈門。"他的創作本能乾油了，間 l比在廈門時只能寫些

傳奇、童話、教悶和因億錄; (集序)， 1932年 12月 14 日作，見〈南腔北

調集). (全集).卷 4 ，頁456。

@1926年 6 月至 8 月間， (申報}和〈時事新報〉對廈大的擴建計到鑽許有加，

立主管報導過聘任魯迅(周樹人)的事。 1926年 8 月 4 曰〈時事新報〉摘要見

〈全集)，卷 3 ，頁396注 6 。男兒車治〈魯迅是這樣走的) (1927年 1 月 16

日)，文載〈北新) (上海)， 1927年 1 月 23 臼和29 曰:重印於〈魯迅研究資

料} (北京， 1977年)中的〈魯迅在廈門資料彙編)，見〈魯迅研究資料)，

卷 2. 資283-287。其他涉及這一主題的著作有艾斐的〈魯迅與青年) (太

原， 1978年).頁 18一 20; 練夢認的〈魯迅在廈鬥) (北京， 1954年);許廣

平的{欣慰的紀念)(北京， 1951年)，頁61-72 。

。1925年他們在女師大同事恃成為密友，當時林語堂是該校教務長。他們

並非總是意見一致， f旦兩人互相敬重，並有幾分感情。例如林語堂發表

於1925年 12 月 14 日〈語絲〉第57期上有關“資厄撥賴"的看法和調星期後

魯迅寫的答薇，後又發表於〈墳〉中， (全集)，卷 1，頁270-272。數月後，

!!P 1926年 3 月，他們兩人的名字都出現在北京流傳的通緝名單上(林是

17號，魯迅是21號)，魯迅在1926年 4 月曾評論過此名單，兒〈而已集〉附

錄， <全集}.卷 3 ，頁575 一 581 0 1926年 5 月林語堂受赫文章皇之騁， 問

年 6 月，他又說服魯迅南來廈門，見日記記載， (全集)，卷14，頁606;

另兒魯迅 6 月 17 日寫給李秉中的信，信中告以他打算離京南下.見〈全

集)，卷 1 1.反468。

@<廈大周刊}第 158期(1 926年 10月 9 日)。大學代理秘書為劉樹干己教授(見

以下註釋@)。

@(廈大周刊〉第 158 期(1 926年 10 丹 9 日)。

@(全集)，卷11. 頁 140。

。〈廈大周刊〉第 158期(1 926年 10月 9 日)。林文慶演說的原文弓!自〈魯迅在

廈門資料彙編>.見〈魯迅研究資料> (註釋@)，頁294-295。

@這個觀點很有意思，不過說是l!Ií方文化影響了中倒人.使他們認為儒家

思想並 H→宗教，這種提法遠非清楚。在中國士大夫中，早已將儒教(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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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誨)和其他的教作出了優剔，因此很難把孔子伺佛以及各種符行的

神等問對待。在這種意義上.士大夫通常認為儒教為於其他諸教。西方

學者不過是聽認了這些士大夫業已相信的東西， llP孔子不是神或先知，

而是一位偉大賢明的老師。

@我不知道他腦子里恕的是主要廢。如果強調博愛，那就和家庭陽修、的排他

主義正相反，甚至在那些關係內部也是嚴格按等級行箏的。

@林文慶竟把“要享主主"同“帝國主義"相提並論，令人費解。顯然兩者並

不相同，紙哥叫“帝國主義"與不“尊君"毫無關聯。至於“大同"這

又回到康有為對林文塵童年輕時的強大影響了:李元璋著{林文居室的思想、〉。

@f也是在林文慶演說後的當晚得出這一判斷的，兒10月 4 日給許廣平的信，

〈全集}，卷1 1.頁 141 。

@魯迅對國學院幾乎一開始就持批評態度，但是並不始終責怪林文慶領導

無方。他還認為國學院教務主任沈兼士能力不5豈不負責任，對他的朋友

林語堂的行政才幹也沒有好印象。他的生氣，很多時是衛著顧頡劑和他

從北京帶來的人。見魯迅書信， (全集)，卷1 1.頁 119一 120、 126 、 133-135 、

140-1 吐2 、 484 一485、是89-490 、 503-505。

@10月是日給許廣平的信， (全書)，卷1 1.頁141 。

@“廈門通倍(三)"，收人{華蓋集續編)， (全集)，卷 3 ，頁394。

@(廈大周刊)， 159期(1 926年 10月 16 日)。這一期報導了魯迅所藏六朝惰

唐碑喝拓片展覽。

@10月 4 日和16 日給富于廣平的信， (全集)，卷11，頁141、的7。

@本趣的前半部分類似他 1925年2月 21 日就“青年必積蓄"對〈京報創刊〉

的答覆。那次他投手菩提出書名，只是發表了些議論，大意是說他認為中

闋的年輕人應少嶺中國書，多請外國董事，重新發表於〈華蓋集)， (采集)，

卷 3 ，資 12。為此他遭到嚴厲的抨擊，不得不於1925年 3 月 3 日、 8 日

和 4 月 3 日在同一〈創刊〉上對這一觀點詳加間迷，作了三仗著名的答覆;

魯迅1938年逝椎後方經人收集，發表於{集外集拾遺); <全集)，卷 7 ，

頁 248-251、員252-260、貞263 一 265 (包括反駁他的話的信件文本)。他

1926年在廈門講演的第二部分“做好事之徒"買1]代表他新近的思想。

@俞荻著〈個億魯迅先生在廈門大學) (見以上註釋@)。他在30年後的億這

吹談話，因此他的說法可能不移確切。很可能他把他的問億同魯迅1925

年的話和答覆已經核對過了。此處收人此文，因其文字街潔，三主要論點

符合魯迅的觀點，較其三次答覆更為清晰。

@R. W. Rig旬， The May 30 Movement (Canberra, 1980)，對魯迅反應的某

些評論，尤見頁108寸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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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1926年 3 月 18 日設E

成畫畫眾。

@(廈門周刊〉第168期(

編)，見{魯迅研究皇室和

第二分班牙頁291 -293 , 

臼給許廣平的信中曾接

@致許廣平的信， (全集

@有關陳嘉庚的文獻琨主

{陳嘉庚與學記) (福建

詳情兒 Yong Ching 1 

Chinese Legend (OxfOI 

@然而應該指出，他在這

集了他早期的一些最信

些短篇小說和兩個集音

說鉤沉〉手稿，但學校

稱在廈門的幾個月收獲

草}一點均1宜不清楚; ( 

@可惜他們的文才沒有安

212和 226。

@聘書書是11 月 11 日接到會

離校前幾天又猶豫了z

然而不出幾天，他要求

但是國學院的經費問題

語堂去謀求林文慶伺意

221。後來，有些學生

1927年 1 月.情況變得

261 、 262 、 268-269 、 2

@“廈門通信(三) ", (筆直

@指化學教授劉樹干己，密

學位。

@此處不確:沈兼士已於

魯迅於11 月中旬前收到

便打算前往應聘;注意

問題， (廈聲日報)， 1927 

頁270-273。



子問佛以及各種時行的

g教高於其他諸教。西方

RP孔子;不是神或先知，

那就和家庭關係的排他

緩行擎的。

令人費解。顯然兩者並

持聯。至於“大祠" 這

元璋著〈林文瘦的思想、)0

:0月 4 日給許廣平的信，

;不始終責怪林文慶領導

i不負責任，對他的朋友

1多時是俺看頓頓剛和他

119 一 120 、 126 、 133一 135 、

卷 3. 頁394 。

報導了魯迅所藏六朝賄

至有 141 、 157。

必損害"對〈京報副 f~J)

i論，大意是說他認為中

表於〈華畫畫集). (全集).

~1925年 3 月 3 日、 8 臼

作了三吹著名的答覆:

拾遺); (全集).卷 7.

也的話的信件文本)。他

i代表他新近的思想。

1))。他在30年後回憶這

包把他的凹億伺魯迅1925

3其文字簡潔，主要論點

1980). 對魯迅反應的某

@指1926年 3 月 18 日段祺瑞街搶射擊抗議日本海軍艦隊駛近天津沿海的示

成畫畫眾。

@(廈門周刊〉第 168期(1 926年10月 23 日);引文出白(魯迅在廈鬥資料彙

編) ，見〈魯迅研究資料) (以上詮釋@).頁291-2920 (查〈魯迅研究資料〉

第二分加資291 向 293. 應為〈廈大周刊}160期一一一譯者註)魯迅在10月 16

臼給許廣平的信中曾提及此事. <全集).卷11，資185及註釋@。

@致許廣平的信. (全集)，卷1 1.頁158。

@有關棟嘉庚的文獻現在越來越多。他對教育的貢獻，見王增炳、余綱著

〈陳嘉庚興學記) (摘建教育出版社， 1981年).頁 15-44上的簡單敘述。

詳情見 Yong Ching Fa鈍• 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古eas

Chinese Legend (Oxford Univer5ity Pr臼5: Singapore. 1987) 

@然而應該指出，他在這幾個月里寫下了幾篇俊秀的短篇小說和文章，收

集了他早期的一些最佳作品以供出版，著名的有收在〈朝花夕給〉中的一

些短篇小說和兩個集子(墳〉和〈華蓋集鑽編〉。他還完成了他的〈古小

說鉤沉〉手稿，但學校未予出版。會聚仁在他觀察敏銳的魯迅傳記中聲

稱在廈門的幾個月收獲主要變.對此我表示同意，對魯迅在廈門編輯過〈野

草〉一點匈並不清楚; (魯迅評傳) (香港， 1961年).頁況。

@可惜他們的文才沒有給他留下印象:給許廣平的信. (全集).卷11. 1'i 

212和226。

@聘書是11 月 11 日接到的. {日記}. (全集).卷 14. 頁623。但他在決定

~校前幾天又猶豫了:給許廣平的信. (全集).卷1 1.頁204幸!l頁 211 。

然而不出幾天. f也要求去廣州的消息傳閱了，林語堂竭力勸阻他不要去。

但是關學院的經費問題卻使林語堂的工作越來越難傲。魯迅終於說服林

語堂去謀求林文慶同意讓他廢除騁約，年底庸置去. (全集).卷 11. 頁215 、

221。後來，有些學生利用他的離校來組織反對學校的示威活動，至

1927年 1 月，情況變得嚴重，使學校遭受很大破壞. (全集)，卷 1 1.頁

261 、 262 、 268-269 、 274-276。

@“廈門通倍(三) ". (華畫畫集續編). (全集).卷 3. 頁393-395。

@緒化學教授flJ樹干己，密歇根大學畢業，曾獲哥倫比亞大學化學主程博士

學位。

@此處不雄;沈兼士已於 10月份 RP 削減經費的會議前兩個多月離開廈門。

魯迅於11 月中旬前收到中山大學聘書，決定如允許他解除他的兩年科約，

便打算前往應聘;注意 1926年 12月 15 日的一次採訪中所談瞬於他的騁約

問題. (慶聲日報>. 1927年 1 月 15 日. (魯迅研究資料〉重印(以上註釋@).

頁27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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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通信.. (華蓋集)， <:全集)，卷 3 ，頁398-401 。

@兒詮釋@。國學院園地方不侈，曾{苦生物樓三樓作為陳列館和國毒室主。

劉教授以環科主任身分要求歸還三樓房間。後來有人認為魯迅憤而辭職，

他應負責; <:全集)，卷 3 ，頁的2，註釋@。另一報導稱劉教授因從英

美購得價格昂貴的設備，致使林文慶力求削減國學院的經發;但是看來

更重要的是林文慶的復古方針和魯迅對此的激烈反對。這已至証明為他們

兩人聞紙爛的主要根源; <魯迅在廈門資料彙編)，見{魯迅研究資料)(以

上註釋@)，頁276。

@{全集}，卷 3 ，頁402詮釋@。

@魯迅顯然認為林文慶確實說過〈民鐘}發表(後來曾予否認)的話。我們無

從確定此事的真偽。當時有關魯迅為何辭職的話吉很多，因此不能設想

〈民鐘〉的報導確切無誤。其時魯迅己十分生氣，對此細節，未予深究。

@此處是指林文慶的〈孔教大綱)，以中文發表，但大依為他發表在〈海峽

華人雜誌)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及提交新加坡海峽哲學學會

(Str剖ts Philosophical Society, Singapore.) 的文章的譯文。我未見過此

書，新加坡國立鷗書館似亦未收藏。〈傳記文學) (台北)，卷34 ， 6 期(1 979

年 6 月)，頁 I是6所教最新傳記條目中將該書列為英文書，說明該地無人

見過此書。魯迅及其同事似都未見過此番。此處他說他不記得書名，很

可能是他十分瞧不起林文慶，認為不值得一記。{廈門日報)1927年 1 月

15 日(魯迅16 日在船上寫此信的前一天)發表魯迅在 月前會陌李叔珍時

曾說:“他(林文慶)自奉為孔子信徒，曾經寫過一本叫做“于L基廢鋼的書"。

他的朋友舔伏闊補充說:“是{孔教大綱H嗎?這個-…..兩人面前相顱，

哈哈大笑起來:收於(魯迅在廈門資料彙編)，見〈魯迅研究資料)，頁

270-273。

@並無此種自傳。商務印書館(上海)1927年也版的是Tragedies of Eastern 

Lif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s of Social Psychologyo 該書試間

從英屬馬來西亞的馬來人、華人和英國人的故事中引出假設。書中帶有

強烈的倫理色彩，林文慶在序育中這樣概述:“Aholybab 族可能存在著

善，設l現人類儘管沉淪於墮落之中， f旦釘善的天性，因而激勵人們作出

最大努力，極救為遼東各文明開化的政府所愚蠢地容忍的、殘酷無情的

交易的犧牲者。"

@這時謠言四起，氣氛很緊張。魯迅對廈門大學及其校長深表不滿，因此

對於能說明林文眉整理虧的事， 自會{言而不疑。設有確遊說明林文慶確實

說過諸如此類的話。魯迅日記則證實 1 月 4 日林文慶曾來訪過他，並於

9 白和 13 日兩改為他錢行; <:全集}，卷 14，頁638-639。這兩次午宴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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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十分鐘興，原來伺有

後，於 1 月 7 臼組織一

6 日給許績平的{吉利主

@“海上通信.. (全集)，

的印象相當不好.賞雪

且是並禾j給陳嘉庚造成11

坡和馬來西亞的實業i

中:見楊進發著〈陳嘉

1981年)，頁36-41 。

@J比點在李元璋的著作(

@練育路， Tan Kah K.由

Leadership and Pang 

As ia: Singapore , 1969) 

@凡在中~寫過這一題 E

人以及廈門大學校友H

@教員名單及其詳細學E

兒〈廈大周刊)， 120-

1928年)。

@見1926年 9 月至1927勾

@肯定這是一位仰慕魯迅

“魯迅是這樣走的﹒\

在廈門資料還j編)，持

於魯迅瞧不起林文慶道

毛錢"的故事(可能不

著〈陳嘉庚興學記〉所11

@對從北京招聘來的關尋

遁的崇拜者，魯迅的敵

甚至讓許多仰慕魯迅和

人促使魯迅認為林文處

對林文廣尤其具有一悲摩

去的也是廣州中山大學

閑集)(1932年)， (全無



101 0 

作為練功j館和國妻室。

言人認為魯迅憤而辭職，

報導稱劉教綾因從英

學院的經貨;但是看來

反對。這已查明為他們

見〈魯迅研究資料)(以

會予否認)的話。我們無

言很多，因此不能設想

對此細節，未予深究。

1大紙為他發表在〈海峽

新加坡海峽哲學學會

章的譯文。我未見過i比

台北)，卷34 ， 6 期(1 979

英文番，說明該地無人

他說{也不記得善事名 E 很

。夏門口報)1927年 1 月

ι在一月前會關李叔珍時

拉叫做“孔甚麼一綱的草書"。

1... …..兩人間面相飯，

見〈魯迅研究資料)，頁

l是Tragedies o{ Eastern 

Psychologyo 該書試圖

中引出假設。書中帶有

Jlolybab 族可能存在著

性，因而激勵人們作出

:地容忍的、殘酷無惰的

;其校長深表不滿，因此

:有確種說明林文慶確實

;文慶曾來訪過他，並於

38-639。這兩次午宴實

難十分置在興，原來同學在 1 月 2 臼已經見過魯迅，設在勸他留校未成之

後，於 1 月 7 日組織一次向學校抗議、要求根本改革學校的大會; 1 月

6 日給許廣平的信和註釋 2 ， (全集)，卷11，頁268-270。

@“海上通信.. (全集)，卷 3. 真400。林文慶、葉淵使得陳嘉庚對魯迅

的印象相當不好，當然這只限淤林、葉二人明白。這令人遺憾的事態發

展並未給陳嘉庚造成很大的不安，因為這時他正處於力勸挽救他在新JJ日

坡和馬來西亞的實業以及為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籌措經費的艱難困境

中，兒揚進發著〈鍊嘉庚〉第 4 jl言:練碧笙、楊國禎著〈陳嘉庚傳) (搭州，

1981 年)， 頁36一位。

@此黑店主E李元璋的著作(以上註釋@)中說得很清楚。

@陳育蚣， Tan Kah K凹" the Towkay , a case study of Overseas Chinese 

Leadership and Pang Power (Xiamen University Alumni in Southeast 

As ia: Singapore, 1969)，見李元嘆著作，真83。

@凡在中國寫過這一題目的人，對林文居室無不多所詬病。只有中國以外的

人以及廈門大學校友比較寬和。

@教員名單及其詳細學歷見(1926一 1927年、 1928戶 1929年內廈大佈告);另

見〈廈大周刊)， 120-170 期 (1925 一 1926 年)及 171-180 期(1 927 年 11 月

1928年)。

@見1926年 9 月至1927年 1 月給許廣平各信。〈全集)，卷1 1.頁 118-276 0

@肯定這是汁立仰喜事魯迅、寫過魯迅離開廈門之擎的學生的觀點:車治著

“魯迅是這樣走的.. (北新) (上海仇 1927年 1 月 29 日，重印於〈魯迅

在廈門資料選編)， (魯迅研究資料) (1977年)，第 2 筋，頁283 一 287。關

於魯迅瞧不起林文慶連連吹捧陳嘉庚所作捐獻和犧牲，以及他掏出“兩

毛錢"的故事(可能不起憑信)，兒洪絲絲對此事的解釋，王增炳、金綱

著〈陳嘉庚興學吉己〉所作的1芋，頁 1 - 4 。

@對從北京招聘來的國學院同事，尤其是據信為顧韻剛弓 i薦來的陳源和胡

遁的崇拜者，魯迅的敵棍態度是眾所周知的，同時又略帶使人迷惑之感，

甚至讓許多仰慕魯迅和顧頓剛的人都感到很尷尬。令人遺憾的楚，這些

人促使魯迅認為林文廈是個平庸、霸道、無知還帶三分傻氣的冒牌內行。

對林文獲尤其具有悲劇性的是，魯迅離校後，緊接辛苦頓頓剛也離校了，

去的也是廣州中山大學:見1927年 7 月魯迅和顧領側的通信，發表於〈三

閑集) (1 932年)， <:全集)，卷 4 ，頁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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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新加坡的華人移民和定居者



移居作罵一種歷史琨象已經存在7數
千年，但是關於外來移民的概念卸還能較新穎。其原因是，

在現代之前，人們旅行或經商於相去逼遠的地方之問和他們

的實際灌移是從未加以清楚區分的。因為通常認為外出尋找

工作或從事貿易的人經過 段時期之後，仍然要返回家鄉。

即使有些人與當地土著通婚並建立家庭，留居在外國土地上，

也被看作是完全正常的。並不像我們今天所理解的那樣，把

無論為了甚麼白的到達異地的人都當成移民。

弄清這一點對於我們暸解在英國統治下的早年新加坡很

有必要。新加坡在英關人到達之前早已存在，長期以來人們

就已在新加坡進進出出。他們包括華人商旅以及種植者。由

此間論，很難說其中的任何人就是移民。在 1819 年後的新

加坡，最初幾十年中情況顯然如此，因為新加坡只不過是馬

來翠島的眾多島嶼中的一個，屬於馬來半島、蘇門答臘、遠

至爪哇和婆羅洲所組成的大馬來世界的 部分。在那個時候，

許多華人和其他民族圍繞著馬亢甲海峽、爪哇梅和南中國悔

的水域自由移動。

所不同的是，英國人把新加坡建成為自由港，它吸引了

許多厭煩齡在那j盧交付繁重而專橫的稅款的人。因此新加坡

步檳榔嶼(最早的自由港)的後塵，成了一塊磁鐵，華人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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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與當地統治者打五

官員及商人很有價官

進行貿易活動。雖是

之下，但很快就適局

第三類可能是量

來說還是比較新的

下。他們之中的大古

自說潮州話的區域，

強調他們在這個地區

這個組區已經商數才

有辛苦長期聯繫的中區

的人很有可能對此對

他們家族和商業聯要

新加坡的新環境。

因此，在英國主

人對於這個地區並三

Raffles) 和他的繼任

加坡騰飛所需要的耳



亮象巴經存在了數

新穎。其原因是會

的地方之間和他們

通常認為外出尋找

仍然要注田家鄉。

1居在外國土地上，

所理解的那樣，把

民。

下的早年新加坡很

在，長期以來人們

旅以及種植者。自

在 1819 年後的新

研加坡只不過是馬

島、蘇門答臘、連

部分。在那個時候，

爪哇海和南中國海

白白港，它吸引了

拘人。因此新加坡

呢磁鐵，華人僅僅

是被吸引到那里的許多人中的一支。這些華人來自馬來半島，

廖內一林加豪島、邦加 比利吞和蘇門答臘梅岸，迅速地響

應了另一個自由港的建立。

有三種類型的華人很快進入新加噓。第一類是那些已習

慣於英盟和荷蘭統詣的人，他們熟悉歐洲的法律和貿易安排。

這些人主要來自馬六甲和檳榔嶼，還包括其他一些在馬來擎

島各個地方與荷蘭人打過交道的人。第二類是那些在馬來和

泰盟各地生活過，懂得當地嵐俗習慣徽妙之處的人。這第二

類人(其中有許多人在這個地區已居住了數代之久)，原諸如

何與當地統治者打交道的問題，他們對於英國有l荷蘭的行政

官員及商人很有價值，後者需要他們的專門知識，協助他們

進行貿易活動。雖然在此之前他們一宜生活在當地的統治者

之下，但很快就適應了英國人在新加坡的統治。

第三類可能是最使人惡習l興趣的，因為鮑們對這個地監

來說i蠶是 ~t較新的一蟬，剛剛從中盟直接來到英盟的統治之

下。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來白閩南各縣，但是也有一些人來

自說潮州話的區域，還有一些人則說廣府話和1客家話。過分

強調他們在這個地區的“新"是錯誤的，因為他們的到來與在

這個地區已經商數十年的鄉親有關。他們來自與東南亞貿易

有著長期聯繫的中國南部鄉村和城鎮.所以這些新從中國來

的人很有可能對此地區的情況並不完全感到陌生，而且通溫

他們家族和商業聯繫的幫助，知道該期待主要!安放能i迅速適應

新加坡的新環境。

因此，在英國統治卡的最初川一年到達新加坡的大多數華

人對於這個地區並不是陌生人。拉弗爾斯爵士 (Sir Starnford 

Raffles) 和他的繼任者很快就意識到這些華人能略提供使新

加坡騰飛所需要的專門知識和技能。這些早期到達的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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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來自馬來地區內部，還是來自中國，大多是商人、商

人的接代、或與商人有關的人。佈們渴望學習，以便使自己

成為成功的商人。雖然在新來者中也有不少工匠和農民，但

他們來到此站區主要也是為了進行廣義的貿易。無論他們是

有手藝的工匠，生產和出售商品;或是種植者，為了貿易目

的栽種經濟作物，他們實際上是有抱負的具備潛質的商人。

這種東南亞華人的基本類型，作為商人或有抱負的商人，已

經存在了近 千年。當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在新

加坡的任何人都未必能預期到這種類型將要發生的重要變

化。

十九世紀問十年代以後最重要的變化是，離開中間來到

東南亞和t世界其他地方的華人數目日益增多。這是一個大規

模的行動，而且，顯然不是新加坡周園區域特有的現象。然而

它對新加坡的影響很可能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大。它導致了

大量華人前來新加坡做工，或利用新加坡作為轉赴馬來璽島

其他地方重新安頓的墓地，通過經營華人勞工的一頃新貿易，

為這個大轉口中心創造了商業和就業的可能性。應該記住，

不管怎麼說新加坡並不是特殊的或孤立的。它是華人移民的

一個主要目的地，並且由於它的卓越地理位置而具有極端的

重要性。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起的數十年裳，每年都有日益

增多的華人來到新加坡或經過新加坡前往別處。

要就此種現象加以解釋，對於寫作本主霞的目的來說是一過

於複雜 f。其中存在中罰方面“推"的因素。隨著南京條約，

割讓香港以及其他通商口岸的開闢，西方勢力的侵人，以與

過去相比完全不同的方式打開了中國南方的大門。那種“侵

人"破壞 F丟在南的經濟，並使許多低下屬華人生活困苦。這

顯然引起了動蕩不安，最終導致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多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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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多是商人、商

!學習，以便使自己

少工匠和農民，但

貿易。無論他們是

權者，為了貿易臼

具備潛質的商人。

有抱負的商人，己

和三十年代，在新

格要發生的重要變

是，離開中國來到

多。這是個大規

特有的現象。然而

都要大。它導致了

作為轉赴馬來蒙島

手工的一項新貿易，

能性。應該記住，

。它是華人移民的

位置而具有極端的

里，每年都有日益在

別處。

章的目的來說是過

。隨著南京條約，

勢力的侵人，以與

f的大門。那種“侵

華人生活困苦。這

紀五十年代的多吹

大規模叛亂，特別是太平天國的叛亂。雖然這些叛亂最後都

被平定，但它對中國南部的衝擊和造成華人從廣東、福建南

省向外移民的後果是值得注意的。至於，“拉"的國棄，則主

要來自西方勢力隨著歐洲工業革命在遠東的擴張、東南亞市

場的發展、以及錫礦和各種種植園對於勞工需求的臼益增長。

這個地區在經濟和貿易形勢方面發生的實變，導致對廉價勞

力的需求迅速增加，本地的華人能移通過大量引進他們同鄉

的方式提供這種廉價勞力。新加坡的位藍保誼使它成罵最大

數額的新來華入的接納者。道些新來華人一方面增多了勞力

棋應，並值得原已定居那辜的華人可以變得更加富裕和更有

成就;另一方面也馬新加坡揖供γ新企業家人才的儲備和下

一代的商人。原來定居在那里的華人家帳能在他們的英國對

于身旁保持經濟權力至少又有一代人之久，是對英國統治在

這個贖民地的穩定程度，尤其是對他們在新加坡經濟增長方

面的控制能力的檢驗。直到十九世紀末期，這些來自中國的

新血才得以在新加坡經濟中佔有逐漸增大的份額。

直到 1900 年前後，在新加坡的華人移民社會的性質是

由那些熟悉這個地區，或與熟悉這個地區的人有關的人所決

定的。所有這些人都很容易鳳英盟人所用。儘管在他們的經

營方式、與歐洲人的接近情況、歐洲人信任他們的程度、他

們對於中國習俗和英國法律相比的熟悉狀態等方面可能存在

差別，個事實仍然是，華人社會的存在幾乎像符合他們臼己

的華人利益一樣也符合英闊的利益。只要大部分來到新加坡

的華人以前與當地有聯繫，當地華人和英國人就明確知道該

做甚磨。只有嘗沒有任何買易聯繫的成千上萬華人大量湧來

時，這種狀況才有所改變。新來的華人作為無特殊技能的勞

工'(1裝備辛勤做工，希望多賺點錢寄問家鄉去:或者攬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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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回家，以支撐他們的家庭。這些與當地投有聯擊的新來者

自然將求助於有意組織他們並幫助他們生活下去的各種社

閣。由於他們的人數陸續增多，不僅威脅到英國人的權威，

而且威脅到當地華人領袖的權威。於是出現7一個英聞官員

和上層定居華人不得不聯合起來共同控制大批新來華人的時

期。使這種威脅受到抑制是對新加坡英閻當局的管治技巧以

及對他們從當地華人領蝕那里得到合作程度的一種檢驗。通

過這樣的合作，華人嗔導家族和聽民地的企業才能略駕取這

些新的人力資源，使之為他們的共同利益所用。作為報酬，

新來移民可以順利地向日定屑的華人學習，並從他們前輩奠

定的堅實基礎上獲益很多。截至十九世紀末，新舊華人已經

融合無間，創立了一種新的海外華人社會。

S 八 對於變遷的適應

雖然這些變化發生在十九世紀，能移歸之於華人移民的

主要特點是他們的適應能力。現在著重闡述這種i適應能力的

性質。適應是 個容易引起爭議的概念。有些人認為它代表

著變化無常和缺乏忠誠或原則，另一些人則認為它是一品種富

有彈性的方式、強烈的求生本能和應付惡劣環境的最佳防衛

攝制。確實，當我們把華人說成適應能力強時，他們真的具

有這一切特徵。 1819 年新加坡落入英聞人統治之下，最初

去到那辜的華人是很能適應的，那就是說，他們是機會主義

者，如果新的環境允許有更好的謀生機會，他們就臨時準備

更換主子。他們的適應性代表了一種對權威的現實主義觀點，

以此作為貿易的工具。

這些華人中的大部分可以與那些當檳榔嶼建立後便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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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聯擊的新來者

:!:_活下去的各種社

到英關人的權威，

現7一個英國官員

大批新來華人的時

當局的管治技巧以

度的一種檢驗。過

企業才能移駕車又這

所用。作為報酬，

並從他們前輩莫

末，新舊華人已經

皇帝之於華人移民的

述這種適應能力的

寄些人認為它代表

則認為它是種首

先、環境的最佳防衛

過時，他們真的具

人統治之下，最初

他們是機會主義

他們就臨時，準備

兒的現實主義觀點，

榔嶼建立後便i迅速

遁入該地的華人相比，那些人經受住了馬六甲管泊的改選

一一從荷蘭人改為英閹人，再改回到荷蘭人， 1824 年後又

再坎重歸英閹人。他們之中也包括另一些華人，他們無論是

在古打、古蘭丹、 I加奴，或是在廖內、傳利(棉蘭)、西婆

羅洲、文萊，都能在當她馬來統治者的管轄下興旺發達;尤

其是那些對於柔飾、雪蘭義和霹靂的蘇丹統治暸解得很清楚

的人。他們之中還將包括一些曾經生活在荷蘭統治下的爪哇

或泰閻閻王統治 F的曼谷、馬來人統治下的南部泰盟等地區

的華人。他們謹遵商人的守則，去到有錢可賺的地方，當環

境變化，別處能移提供更好的賺錢機會時，就又前往那里。

如果定屑下來在經濟上有利耳聞;或者能保誼揖高社會地位，

這種社會地位的提高轉過來又能保謹更好的經濟前景，他們

則準備定居。他們只是忠誠於貿易機會，忠誠於那些和他們

公平貿易的人，忠、說於保護他們事業的種定政權。以此厲闊

的，他們是華商，無需忠誠於任何一個政府或任何…個帝國。

他們的忠誠只是屬於和他們的家族集團及中國故鄉相連結的

工商企業。當然，當地也對他們的活動有所支持;與他們的

廟宇有闋的各個組織，各種公開或秘密的社醋，也對他們提

供了保護。此外。最重要的是地方當局，無論是馬來、泰國、

英國或荷蘭的，他們都向它們求得正式眾認。

從這種觀點來說，作為一個定居地，華人對於新加坡位

來沒有任何永久的忠誠，他們的忠融主要只是把它當作一個

繁榮的貨物轉口港和有利可圖的貿易中心。只要英國人能為

他們的貿易提供優越條件，華人就能忠誠於他們，而I許多華

人確實也是如此。因此只要新加坡是英國的，無論它是歸印

度管轄的海峽瘟民地，或是成為直接向倫敦負責的單獨瘟民

地，都沒;有甚麼不同。至於英國人和荷蘭人如何為了他們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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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意闢劃分馬來世界，甚至英國和當地馬來統治者如何治

理各偶動亂地區，這些醫於華人也設有多大觀係。確實，在

整個十九世紀，海峽瘟民地的華人能略在英國保護下自由黨

人馬來諸州，如果他們得不到英國保護，就在馬來人的保護

之下i華人，並在當地發生的爭端中支持馬來統治者。只是當

華人逐步弄清英國人有優蟬的貿易安排，能給予較好的法律

保護，在行政管理上更有效率後，他們才明確地耙效忠於當

地馬來統治者及其貴族，轉向效忠於英國官員。從而，隨著

英國的統治日漸鞏間，華人便適應英國人的需要和英國的方

式，立在旦日益不屑於當地原有的統治方式。實際上到了十九

世紀末，大多數華人已從以馬來語為基礎的貿易體系逐漸轉

換為英華體系。

老一輩定居在海峽聽民地的華人，他們原先講馬來話，

後來逐漸變得能講流利的英語，這時由於幫助英聞人進行貿

易活動而加強 F他們的優勢地位。同樣，由於英國明顯成為

在這個區域的歐洲列強中最強有力的國家，那些處齡英國統

治下的華人日益賞識這個強國以及由英國人推行的，與荷蘭

人、商班牙人、法國人相比之下較為開明寬容的施政方式。

顯然，那些出生在這悟地區被當地稱為喜害的人一一他們受

過英國教育而且和英國人密切合作一一一開始相信他們能在英

國統治下乍活是幸運的。英國的公民身分和保護變得輯來組

意義重大，他們更加重視與英闊的聯繫，甚至達到把英國的

利益誼於中國利益之上的程度，當然這妄的中國是指衰落的

滿清→代。

從華人社會本身的觀點來看，這種適應性無疑是個優點。

然而，從另外的觀點，尤其是從那些曾經賞識華人的才幹和

魅力的當地馬來統治者及貴族的觀點來看，則認為這是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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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並不在於海外華

悶。作為中國南方人

南的秘密會社及其在

但是，從他們看到衰

以及修改後的政策給



馬來統治者如何治

大關懷。確實，在

英國保護下自由遷

就在馬來人的保護

!來統治者。只是當

能給予較好的法律

明確地把效忠於當

i官員。從而，隨著

一的需要和英國的方

;。賞際上到了十九

;的貿易體系逐漸轉

:們原先講馬來語，

、幫助英國人進行貿

由於英閻明顯成為

-，那些處於英國統

i人推行的，與荷蘭

!寬容的施政方式。

1夸的人 恤們受

i始相佑他們能在英

h和保護變得越來起

甚至達到把英國的

E的中國是指衰落的

略性無疑是個優點。

2賞識華人的才幹和

f，貝Ij認為這是機會

主義。因為他們注意到這些華人背離了當地的文化和利益而

贊同異國的行為作風和經商方法會於是華人的適應性變得非

常可蜓，而且起來越直到鄙視。總之，由於貿易利益變得更

多地依賴現代權力結構，華人從此被看成是缺乏政治忠誠的

人。清不僅是就效忠於英醋的和本地的統治官員而論，也是

就妓忠於中國而論。只要清朝國勢衰傲，不能保護他們;而

且確曾在他們離開中國海岸後立即把他們拒之門外，那麼任

何對中國的忠誠其本身就是空洞的。當然，在大部分時期中

都說不到這些。 e因為中國對於東南亞的任何地區都無力施加

影響。華人和中國的唯一真正聯繫是和他們故鄉家族的聯繫，

而且為此還必須和中國官員保持良好關傲。此外，堅持說華

語也是必要的，因為這樣的文化聯繫能略使他們在有朝一日

返回中國或送他們的子女囡囡學習時應付諸如。

關於忠誠的一次主要轍驗出現在第一個中國績事(後來

是總領事)被漲到新加坡之峙。他受到了盛大歡迎，華人和

這些領擎的關係是真誠的，甚至是親密的。領事在文化方面

的活動和他們能移幫助華人在中國的家族，還j斬受到華人的

讚賞。更重要的是 1893 年(光緒十九年)後清政府對於所有

要求凹歸中闋的海外華人改變了政策，使他們不必再耽心受

到懲罰。與此相反，他們還被告知，一切過去的限制都已撤

銷，這進→步有助於增強海外華商和中國官員之間的正式聯

繫，而且還鼓勵了婦女大批移民往東南亞。當然，這一切的

關體並不在於海外華人感到中闊的滿脹統治者比以前有所不

同。作為中閩南方人，他們在精神上仍然是反滿的。這從華

甫的秘密會社及其在東南亞的分支中巴很清楚地反映出來。

但是，從他們看到衰傲的清朝改變政策以應付西方的挑戰，

以及修改後的政策給了他們地位和在中國經商的機會這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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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苦，他們認識到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歷史性轉變。他們的

基本貿易本能被中國改變對一般商人的政策所喚醒了。到了

十九世紀末期，中國商人地位的提高巳變得日益明顯。依靠

經商發家的海外華人現在被歡迎到中國的工業及其他企業投

資。他們的子女被歡逆去那襄求學，同時，任何在闡外受過

教育的人，也被歡迎參與促進中國發展的新政策。在這種氣

氛下，新加坡華人的忠誠受到了嚴重考驗。值得注意的是，

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至1911年清朝覆滅這段過渡時期中，許

多華人盡力保持對英國的忠誠，而另外一些華人則既忠、於英

國又忠於中閉，他們認為具有這種雙重忠誠並不矛盾。

不過，這是一個過渡時期，有兩項發展導致了重大變化。

第一項表明觀點上的轉變，因為在世紀交替及其接新來的華

人移民更多意識到中國的變化，從而願意積極捲人中國的事

務。第二項重要發展也反映了在中國出現的變化。新一代的

知識分子和學看正在要求改革甚至革命，這些人受西方思想

的影響並不亞於在西方學校中受過教育的新加坡年輕華人。

他們被正在遼東廣為傳播的進步思想所吸引，表現了對中國

存亡的日益關注，並希望通過引進新的思想和建立新的體制

來促使中國復興。無論他們是熟譜中文或是英文，都深信總

有一天他們對中國的依戀將不再被限制於僅僅關心他們在故

鄉的家脹，而應擴大為臼括挂數中華民脹。

因此，最大的考驗是華人將如何適應民族主義的新勢力。

一種以中國為中心的意識在華人中已經存在了數百年之久，

但是在十九世紀末期激勵著華人年輕一代關心中國命運的西

方民脹主義，旬以完全未曾料及的方式喚醒了他們。投有多

久，那些忠於英國的華人就日益被大多數華人看作是不忠於

他們的中國文化傳統。從中國來的新移民中，對於西方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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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華人則既忠於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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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導致了重大變化。

三替及其後新來的華

E積極捲人中盟的寧

主的變化。新一代的

這些人受西方思想

立新加坡年輕華人。

吸引，表現了對中國

主想和建立新的體制

史是英文，都探倍增、

台僅僅關心他們在故

長。

民族主義的新勢力。

F在了數百年之久，

t關心中盟命運的間

是醒了他們。投有多

生華人看作是不忠、於

己中，對於西方價值

觀念之缺乏興麓，逐漸變成對受英閣官員統治和服從當地法

律(這些法律他們立的丈充分理解)的一種抵制，甚至是敵棍。

當然，這並不單純是對華人的考驗，它也是對英國人的

考驗。在十九世紀更避之際，如何保持新加坡輩人對英國的

忠誠，巴經成為此在這個世紀其他時期更厲嚴重的問題。英

聞人不得不認真考慮新加坡的前途，因為那里人口的百分之

七十是華人，問且新加坡的繁榮已經變得越來臨依靠這些華

人。讓他們定居下來，並改變他們對流動性、適應性和忠誠

的觀點，是議事日程上的一個主要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戰場

之一在於教育。由於更多的中國婦女南來和更多的華人留居

新加坡，本地出生的華人人數穩步上升，於是他們的教育對

於英國人及華人社會領袖都成為一個重大問題。對新來的華

人而苔，解決教育問題的辦法在於建立更多的華人學校，通

過這樣的學校將能阻止中國文化被英盟的教育所沖跤，並能

恢種對中國的忠誠。然而英國人均把這看作一種威會，力聞

說服華人在新加坡定居，放棄過於露骨的反英民族主義。英

語教育被大力推廣，用以對抗數目越來趣多的華文學校。到

f 十九世紀末年，在塘、督史密斯爵士 (Sir Cecil Clementi 

Smith) 治理下教育變得越發受到重視。對高等教育的提倡

先是通過醫學院，然復是通過師範教育和為海峽蘊民地

培養年輕官員的教育一一開始引起了共鳴。同樣，華人社會

也力圖擴展他們的學校和提高中文教育的質量。從十九世把

末年到第工;欠世界大戰開始這段時期，是那聲主張華人社會

忠於海峽殖民端的人和那些要求所有華人，恢種以中聞自豪的

人之間的一個激烈競爭時期。它可以破描錯鳥在華人中為改

變適應觀念而作的勢力。最初的適應性是以人們能移發現的

最佳貿易環境為基髓，這使得華人樂於遷移，而不願歸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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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特定的政權。新的適應性則強調在一個地方應該對變化

的環境作出靈活的反應，它是以忠於那個地方為基礎的。華

人從一種適應性改變為另一種適應性的能力，是二十世紀最

令人感到興趣的發展。

9.2 作為定居者的華λ

確實，在十九世紀，新加坡華人的大多數並不在那里長

久定居，而是由國或前往東南亞的其他地方。正因為這樣，

華人常被認為是安土重置，所以很少在圓外定居。如果他們

在國外定居，那也是由於特定的環境所迫才這樣做的。但是，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東南亞華人的全面情況，顯然上述說法並

不完全其實。有充分的證據說明，他們曾定居在爪哇、泰國、

蘇門答臘各處及鄰近的島嶼、檳榔嶼、于加奴、西婆羅洲、

菲律賓和其他地方。我們已經注意到，當發展和就業的機會

出現時，定居在這個區域的許多人，也遷到了新加坡。那些

從鄰近恆域來到新加坡的人(他們已定居在鄰近區域如果不

是幾世紀也有幾十年) .若是他們的事業有了成就，都很願

意在新加坡定居下來。還有充分的證據說明，來自鄰近區域

的人中的大部分，司在他們到達後的幾年內就已決定在新加坡

定居。因此，迄至卜九世紀中期，我們可以說有數以百計的

定居家庭，其中包括那些來自中國，與己定居的家庭通婚的

人，或是與他們結成商業夥伴的人。對於那些熟悉東南亞的

人來說，定居下來似乎並不顯得過分勉強。所以新加坡的華

人並非都是行雖不定的移民，其中也有不少定居者，雖然這

不意味看他們永不遷出。

新加坡華人作為定居者的經歷，可以按時期先後敘述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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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地方應該對變化

i地方為基礎的。華

力，是二十世紀最

多數並不在那里長

。方。正因為這樣，

l外定居。如果他們

才這樣做的。但是，

吋顯然上述說法並

定居在爪哇、泰國、

加奴、西婆羅糊、

發展和就業的機會

到了新加坡。那些

在鄰近 i區域如果不

有 r成就，都很願

，明，來自鄰近區域

就已決定在新加坡

以說有數以百計的

且定居的家庭通婚的

那些熟悉東南亞的

:。所以新加坡的華

;少定居者，雖然這

.按時期先後敘i主於

下。首先來定居的是華商。這些人是海外華人中的中堅分子。

他們熟悉這個地區，立全且經商獲得成功，因而隨著商業活動

的需要，無論到哪里都可安家。這些人是從 1819 年到十九

世紀末年這段時期中的定居者。他們一直是定居者中{占有優

勢的一寡人，進入二十世紀後可能班是如此。

E良若是十九世紀後半期~Ji擎的華工。他們的主要意義在

於是空翠抵步，雖然其中的大部分人只是為了短期停摺，還

有許多人因找不到工作而陷入貧困，被遣送回國。可是，稍

有成就的人則帶著積蓄返鄉，幫助他們原在中國的家庭。儘

管這樣，在他們之中還是有一批人或與當地人結婚，或擺脫

了勞工身分，成功地轉向經商，從而留了下來。再者，這些

人中的大部分是依靠創業才幹而擁有財產，才一邁出了走向定

居的第一步。其中包括許多能略利用他們的技藝開設商店的

工匠。在他們之中還有一些識字或半識字的人，利用他們的

寫作能力為華人商店{故事或臼己經商。於是商業上的成功和

在當地結婚成家就成為定居的兩大原因。這第二批華人直至IJ

十九世紀末期才開胎在新加坡定居，到了二十世紀前半期他

們就大推定居了。其中的原因包括英間政策的改變，鼓勵人

們留下;還包括當時中闊的形勢動蕩不安，使他們打消 r回

國的念頭，從而促使那些有成就的人們繼續留在東南亞。

第三個時期是最難辨識，而且也令有些歷史學家難以接

受的。這就是“華僑"時期。“華僑"一詞譯成英語是“Overseas

Chinese" (海外華人) ，意思為暫時生活在國外的華人，這個

詞在十九世紀很晚時期才開始使用，到 F二十A世紀最初]十年

才廣泛使用。但因此詞是被中國政府及各個政黨為了尋求海

外華人支持他們在中國的政治活動而使用的，所以流傳很快。

結果，這個詞取代了所有其他稱呼在國外的中國人的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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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企被賦予一種以前所有詞語從未有過的政治含義。“華僑"一

謂的要害之處在於它立即被應用到每個有中國血統的人身

上，不管他們的祖先已在國外生活了許多代。從這點來說，

這個詞的使用恰恰是對定居的觀念不利的。它認為任何具有

中國血統的人蜍對中國忠誠之外不可能再有對任何其他方面

的忠誠。它對---切已獲得當地公民身分的人施加頗大壓力會

讓他們重新考慮自己的地位。比造尤有甚者的是，它使每個

具有中國血統的人都感到必須儘快尋求恢復他們的完整中國

人身分。“草稿..祠變得與一種正在擴大的情結緊密聯繫在

一起 j毒種情緒號召全體愛劉華人支持中華民族和新的共和

國。由於這個詞在新加坡和東南亞其恤地方被使用得如此有

力，所以它實際 t排除了整個十九世紀曾經發展出的忠於當

地的情緒。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隨著與中國保持一

致變得日益必要，對當地的忠誠則變得招人懷疑。確實，在

各個時期，當中國遭到外國侵略或侮痔時，華僑的愛國精神

高漲得如此強烈，以致使得所有聽民國家及本地的統治者對

於中國及其海外華人的野心產生，真正的恐懼，根深蒂固的恐

懼。就這點而論，定居被賦予了一種更為不祥的含義。 一旦

中國的民族主義建成了富強的中國，華人定居就成了最終要

受到中間勢力支持的一種華人對東南亞的瘟氏。這些不僅僅

是軒在於~f: 華人和西方蘊民政府間的恐懼，也是被一些愛國

華人本身所鼓勵的情緒。

然而，從本世紀開始直到大約五十年代的這段華僑時期

是個意義含混的時期。 方面，它似乎鼓勵所有華人最終都

返回中國，有的英至是蠢快返回中國，特別是那些對於中國

的現代化任務能移奉獻一技之長的人。另一方面，它暗示那

些已定居的人，倘若他們能為中國的工業化和投資貢獻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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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與中國保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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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的愛國精神

及本地的統治者對

，懼，根深蒂回的恐

，不祥的含義。一旦

定居就成 f最終要

叫直民。這些不僅僅

九也是被竺些愛國

代的這段華僑時期

:關J所有華人最終都

可IJ是那些對於中國

i 一方面，它暗示那

:化和投資貢獻他們

的財富與技能，那也算是做了該做的事情。截至二十世紀二

十年代，出現了一般反對瘟民主義及西方價值觀念的強大暗

流，導致一些華人支持當地的民族主義運動，把鐘民國家逐

出東南亞。還有一些華人在意識形態上是反對瘟民主義的(不

僅在那些來自中國的移民中，而且在那些曾在東南亞受過教

育的華人中) ，他們認為有必要聯合一切亞洲的反瘟民主義

力量，共同對付歐洲列強。

所以華僑時期是個非常複雜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難以

推斷出“定居"究竟意昧著甚腔的明確概念。在歷史上，華人

曾大蠱在東南亞定居下來，然而從心理上說，那種定居的真

正性質-]霆萬忠誠於當地政府和愛國主義的矛盾感情所限

制。關於華人是否會定膺，在每個人的心目中產生了疑問。

部分地是由於這種混亂狀態，就連有大批華人安家立業的新

加坡，也不能確信華人中的大多數是否已真正地永遠定居下

來了。

我們應該記住，是外界事件，尤其是二十世紀發生在

中盟的事件改變了這個地區的面貌。而國民黨的垮台和中

關共產黨的勝利又進一步為東南亞華人加深了其複雜性。

當他們自己成為共產主義和反共勢力之間的全球意識形態

門〈戶的-部分時，問外丟在人的選擇餘地大大減少了。 ]949

年後，成千 t 萬的人確實作出了選擇 ì晨四中國。但到了

1960 年，這股歸國熱潮就變成 f 涓涓細流。現在對於他

們 rñï說，值得注意的是在東南亞新興的民族國家中，士生

上長的民族主義的力壘。這裘只有新加坡是個十足的例外。

1965 年它企闢加人馬來問亞未能如願，就成為獨立的新

加坡共和國，於是在那里的華人面前展現出一幅全新的未

來景象。在東南亞華人的歷史上，第一改具備了充足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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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讓一批華人定居下來。

新加坡的顯著成就確實已使移民變成定居者，鼓且保

證它的公民中的那些具有中關血統的人都有個生死與共的

家閣。這些華人定居者和早年來到新加坡的大多數祖先不

一樣，他們決心洗脫草人作厲機會主義@.客的形象。他們

是否能略成功，現在要作出斷定仍然為時尚早。因為還難

以使得多疑的鄰人相信，他們已徹底擺脫了歷史的影響，

今後這個地區無論遇到怎樣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問題，他們

都將喝志留在新加坡。此外，他們還必讀誼明是作為“新

加坡人"而留屑的。對他們而吉，作為新加坡的大多數人口，

祖輩流傳的文化準則將僅僅是對於社交和商業有用的東

西。而且，對他們而吉，在新加坡和中國之間保持無論怎

樣的聯繫，都必須和新加坡與任何其他國家之間所保持的

聯繫，處於同樣的基聽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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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I去二十年間，東亞的企業家成了西
方世界的一個驚人發現，不論他們是日本人、華人、還是朝

鮮人。正當國際貿易在世界經濟的發展中贊揮前所未有的作

用，人們的注意力輯來組集中於這樣一輩東亞人的身上;許

多人都試圖解釋這些人何以會如l此成功。這些企業家能如此

迅速地適應現代貿易，並掌握在幾大洲建立商業帝國所需的

方法和技能，已經引起世人的敬佩。但常為人們遺忘的則是，

現代華商食業家和南亞、中束，及地中海的企業家一樣，是

從傳統商人演變而來的，而且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作為商

人，他們活躍於東亞和東南亞的時間，比臼本商人和朝鮮商

人長久得多。

這就引起了許多問題。例如，傳統的華南[與他們同時代

的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歐洲人(或習慣上稱之為法蘭克人)有

無區別?還有，他們彼此間今天是否還存在那樣的區別。他

們的成就是更大了還是較小了?他們與日本人和朝鮮人相比

如何?甚至還可以間，所有這些東亞商人與北美和西歐今天

的商人比起來又如何?這些問題是令人感到興趣的。但作者

認為，當我們還在設法理解這些華商和企業家如何從他們傳

統的有限作用演變成現在具有廣泛意義作用時，就著手進行

比較，未免為時過早。這些變化不能脫離華人與其他地方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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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北美和西歐今天

主到興趣的。但作者

三業家如何從他們傳

戶用時，就著手進行

在華人與其他地方商

人闊的相互作用，但這些作用立在不是我們關注的主要方面。

作者想要探討的問題是，儘管華商起步頗早，至少是平自十

二世組就巴閱始，他們為何未能像其他人在別處所做的那樣，

充分投入將他們的國家從一個傳統國家轉變為一個現代國家

的過程中去。

現在已蹋人們熟知的是，企業家在現代國家的經濟發展

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並且企業家活動的性質和水平也

已影響每個關家的進步。如果華商其有企業家的素質，他們

為甚麼未能作為促進中國進步的工具而取得更大的成就?近

來，人們的注意力已被吸引到東亞的儒家價值，視其為這館

主也盛大、小“龍"發展中的有力因素(參閱第十四章)。這些價

值輝、於華人，過去和現在又為華商傳往世界各地。然而迄今

仍然令人不解的是，為何華商成就不凡，甜未足以在世界商

業場上起到真正舉足輕重的力量，尤其在他們自己的國家

中國未能起到此種作用。作者本著求知的慾望，轉而研

究他們的文化價值，接究他們的文化有哪些方面使他們有別

於他人，幫助他們取得成功，但也使他們受到牽制。

本章分為兩個部分，第干部分試闢閻明華商文化在中國

國內那是一種怎樣的文化，和l它可能在過去幾個世紀中，如

何幫助 f或阻礙 F那裘的企業。第二部分將要展示這同一種

文化及其對在東南亞和其他地區經營貿易的華商的價值。當

然，這並不是 部華人商業史，也不主張文化因素能解釋古

往今來的商業成就。但是，通過概括現代史上商質文化的主

要特徵，希盟能偉事表明，在中閥關內，商質文化是難以捉摸

的和很難給出定義的，但在國外的華人中，部形成了一種鮮

明的華商文化。因此，它在國外支磋商業活動的作用就明顯

得多了。在使用“華商文化"一詞來表明中盟以外的商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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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必讀更加注意商質文化在中國國內和國外的不同

作用方式。

此處所說的商質文化是甚麼意思呢?我們大家都談論中

國文明或中華文化。我們使用這些名詞，意在識別那些使這

一文明或文化與眾不同的成分。但我們也承認在中國內部有

地域性文化，並且能移識另IJ 士大夫或精英文化與比如說農民

文化的不同。作者正是在後一種意義上，探索何種成分可能

構成商質文化，不論這些商人是華人、阿拉伯人，還是歐洲人。

在所有那些相互貿易往來的人們中間，確實可以找到南質文

化i這一事物 諸如尊重契約，不論其為口頭的還是具有法

律形式的:在經營上承擔某些風險等等。作者也願提出，來

自中國的商人E 另有其獨特的可資識到的成分。

人所共知的是，儒家思想的社會與政治哲學將商人置於

士、農、工、商這種四重社會結構的最底層。兩千年前秦漢

帝國官僚制定的法律日對此加以認可。從此商人在官方眼里

一直處於這種純 F的社會地位，在大多數中國人眼裹，也是

造樣。這種情況是ι中;十:

閻然{低氏 f. f但R從來不是J睡壓在最f底底層。在基督教和回教世界，

他們更多地受到尊重，而且甚至擁有政治權力，特別是在皇

家或帝國官員直接控制不到的貿易小域，諸如威尼斯

(Venice) 或熱那亞 (Genoa) .更是如此。

實際上，經贊成功的中關 I訶人，在 J定程度上確也克服

了他們的社會卑賤地位，特別是自宋代以後到本世紀初葉，

當時財富已成為衡量功績和成就的重要標准，但這是要付出

代價的。只是那些拋棄了他們的商人出身，並雄人士大夫的

精英文化中去的人們. :-1-取得了較高的社會地位。他們至少

是通過三種方式來做到這一點的。他們謀求官銜---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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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也願提出，來

]成分。

(治哲學將商人霞於

1層。兩千年前秦漢

:此商人在官方眼里

t中國人眼里，也是

~1t中，商人的地位

L督教和回教世界，

f權力，特別是在皇

、城，諸如威尼斯

一定程度上確也克服

l後到本世紀初葉，

R準，但這是要付出

J-.並陸人士大夫的

t會地位。他們至少

E求官銜---遇機會

就捐街買宮。他們還買進城、鄉土地，又竭力的效士紳的生

活方式，並且教育他們的子繭，指望他們考試及第，憑自身

的資格，高升為仕族中的一員。

結果，直到最近，投有任何成功的商人清楚道出他們成

功的秘訣，即有助於他們發財致富的商人價值觀的那些特質。

相反地，他們部一昧表明，他們的價值，與士大夫大同小異。

只是貧窮和缺乏教育機會，才迫使他們從貿易起家，並謙擺

地認為，也只是由於時潭、苦幹、堅毅不拔與儒家主大夫讚

許的家庭制度美德，才使他們出人頭地。於是，即使是那些

在生意上取得成功的人，也會附和士大夫的觀點，認為只有

士大夫所闡述的才稱得上是文化，等兩 F之的絕大多數中國

人就很少或根本投有文化可吉。商人還未曾察覺到，他們奉

行的一些價值，態度或行為與居於主導地位的儒家文化是並

不相悶的。

我們能移理解，為甚磨成功的商人不肯承認擁有這一文

化。在一個士大夫階層居於支配地位的達官顯貴天地裳，此

舉是缺乏深謀遠慮的。作為一個社會地位正在上升的集圈，

公開聲吉奉行與眾不同的價值來引起人們對臼己的注意，未

兔失之愚蠢。對他們來說，威脅最大的是那些屢經歷朝認定，

將他們讀於社會底層的哲學論點。儘管這個不幸IJ條件可以在

實踐中予以克服，它的心理效應，在他們的自尊心和他們的

價值的合法性上所產生的效應，則是樽為沉重的負擔。他們

對自己的成就很少感到轎做，對他們無法承認的商人階層也

很少有自豪之路，自厲事業有成的目的就在於ìB連脫離這個

階層，而真正成功與杏，是以他們的子孫後代能否贖身於士

大夫之林來鑒定的。

那末，在中國，商賈文化究竟是由主要磨構成的呢9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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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那種為它的最成功的代表所矢口否認或自我貶低的事物

應如何稱謂?作者認為可以通過與商業有聯繫的一些特點，

和商人對於貿易方法與利用財富的態度，以及通過他們與中

國其他社會集園或階層的關係，辨別出這樣一種商賈文化的

形態。這些現象在中國間內，是比較含糊的，因而比較難於

描述。在中國以外，這些特點似乎較易辨識。本主言後半部將

論述後者，現首先集中論述中國圈內那些較難辨認的特點。

10λ 圍內華商

在中國國內，個難在於許多中國人因成見對南人有不良

印象，過去如此，現在依然如故。在他們看來，商人無不奸

詐、貪婪與粗俗。即令是最有成就的商人，如果不是淪為葉

落和諷刺文章對象的話，也常常受到人們的憐憫或取笑。這

樣的看法不僅限於士大夫和知識分于ι 富裕的農民與熟練工

人或手藝工匠也與他們如出一轍，均以商人社會地位不如自

己而沾沾自墓。但是從來無人否認商人的用處。孔子和其他

學派的哲學家全都承認商人對社會的價值，承認他們能促進

必要的貿易，能移提供和輸起人們需求的商品，平衡分配上

出現的不均，甚至可以像對最有權勢者提供信貸一樣，也對

最貧窮者提供信貸。對於他們的工作，對於他們自顧承擔的

風險，應當始以適當的報償。只要他們清聲他們的地位，不

謀求改變公認的社會和政治結構，就可以允許他們培養那些

為商人需要具備的素質，以使他們能繼續對那些地位較高的

人服務。

作者的論點是，由於商人不得不在比中國圍內任何其鮑

集聞都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經營，他們就成了最為靈活，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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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心計， ì通曉如何智I

這就是中盟商λ

的白光觀察官府和主

源的農民和工匠保t~

地進行自己生產的且

是競爭者的話。實~

和城鎮的興起，巴結

要是由一些小的專業

大夫與鄉村大眾中間

三部分人組成:

1 商人家族命

2 較貧窮的監

業者的天跑

3 士族中門每

轉人商界詔

出於這樣的背至

化，就不足為奇了。

些共同的儒家價值。

單位。這一點似乎在

其來源很可能平於位

的農業社會。家庭2

的支柱，但作為一再

不是源自孔子的教哥

們的。儒家的詞藻三

業方式， 主主擴大與f

另外可舉以為官

直、倍輯、忠誠和富



i 或自我貶低的事物

聯繫的一些特點，

以及通過他們與中

L樣一種商賈文化的

1的，因而比較難於

1識。本章後半部將

j較難辨認的特點。

|成見對商人有不良

!看來，商人無不奸一

如果不是淪為莫

|的憐憫或取笑。這

裕的農民與熟練工

人社會地位不如自

用處。于L于和其他

承認他們能促進

商品，平衡分配上

供信貸一樣，也對

於他們自願承擔的

楚他們的地位，不

允許他們培養那些

對那些地位較高的

中國國內任何其他

了最為靈活，最工

於心計，通曉如何抓住獲取i機會的人。

這就是中國商人進行經營活動的框架。他們時刻用敏銳

的目光觀察官府和士大夫階層以防冒犯，但也和貿易貨物來

源的農民和工E主保持聯繫。他們知道，農民和工匠m小規模

岫進行臼己生產的產品交易，是他們潛在的合作者，如果不

是競爭者的話。實際上，自宋代至十九世紀，隨著集市中心

和城鎮的興起，已經形成了一個城市商人階層，這個階層主

要是由-些小的專業貿易商組成，這些人開始從那種居於士

大夫與鄉村大眾中間的地位得到好處。這個階層最終由至少

三部分人組成:

1 商人家脹的子繭，這是商人“階層"的核心;

2 較貧窮的匠人和農民，這些人轉而從商，並以其創

業者的天斌，助其在這一新興城市階層中成長;

3 土族中門第較低者，這些人放棄仕途或教學事業，

轉人商界謀生。

出於這樣的背景，則他們所信奉的文化之為折衷主義文

化，就不足為奇了。當然，他們與各處的中國人一樣具有某

些共同的儒家價值。例如，這一文化承認家庭是貿易的基本

單位。造一點似乎源出于L門，立t因此而為士大夫所認可，但

其來源、很可能早於儒家學說，而且深深紮根於中國帝制以前

的農業社會。家庭及與之相關的中心價值確實成為儒家道德

的支柱，但作為一項文化價值，家挂在商業上的車陸地位部

不是源自孔子的教導，也不是文人學士與士大夫所強加於他

們的。儒家的詞藻主要是用來強化 種最為實際和有效的創

業方式，並擴大與保障業務經營。

另外可舉以為例但並不專屬於商人的價值是:節位、正

直、倍賴、忠誠和勤奮。這些價值也和家庭一樣，在儒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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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中得到肯定。但是它們並不就是士大夫的價值，也並未被

視為士大夫積極灌輸的品質。當然，士大夫也受命稱許這些

品質，但孔子及其弟子對這些品質的強調，是認為它們是農

業社會中尊卑有序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都同樣適用。商人承認這些價值對其階級具有價值，並不是

意;在模仿或引伸，而是出於理性和務實。尊重這些美德的商

人並未上升為儒家門徒，而推崇這些美誰也不能謹明儒家思

想在商質文化中的重要站位。更為確切的說法應是，商人看

到他們自己與士大夫、農民和工匠具有 d種共同的文化，因

此接受了正統的教導，認為中國應保存其農業社會的遺產。

但是有些價值觀念是其他階層並不同樣具有的。僅舉幾

例可以列出的是:對追求利潤和甘冒風險的態度，對南務組

織如何業公會、同鄉會與行業聯合的態度，以及並非最不重

要的對樂善好施的態度等。這些方闊的差異反映出各種各類

問人所共同具有的價值，但在中國間內，則成了將他們與士

大夫和農民明顯分闊的界限。

當然，追求利潤和甘冒風險，顯然被人們棍為商人所贊

成的價值觀念。 士大夫強烈抵制前者，因為它是對公眾利益

的挑戰，因此是不道誨的。他們對討首風險也一點不以為然，

因為它不僅屬於投機取巧，而且也危及家庭的財富或聲譽。

至於農民和工匠，他們那種崇尚誠實苦幹、節檢與謹慎的價

值體系，並不能包容這兩項價值，因而我們認為，他們會毫

無保留地追隨士大夫對這兩項價值的責難。不過就商人而盲，

這些價值觀念對於他們所重棍的創業精神，雖不能作為充足

的條件，也是至關重要的。既然士大夫不以為然，商人果然

就收斂了追求利潤的用心，立主明智地提醒自己不要過分冒險。

但是他們非常明白，如果沒有高額_fIJ偶及實現這種利潤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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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承擔的風險，那末，

繳了。而如果沒有創

過那個踏實而受尊重!

商務組織是在域:

平和最普遍的影式是，

於投有正式的訓練或4

具有福利和其他社會

代表商人利益的代理

的偏見之深，常常極

就有了其他各種特殊

這些也會加強他們應

從這些組織中，並投

們似乎接受了這樣一

家之長並無二致，而

家庭那樣。簡宮之，

是主要為參加者提供

是，在另一層跌，其

重要性的哲學有看聯

樂善好施在中國

但在成功的商人中間

以關注是頗有理由的

他們把自己的財富看

些財富，是擠身於上

當然有些人更具有利

受了流行的佛教教義

但是使富商成為中盟

善事業成為其階層所



的價值，也並未被

夫也受命稱許這些

是認為它們是農

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具有價值，並不是

尊重造些美德的商

也不能擺明儒家息

說法應是，商人看

種共同的文化，國

農業社會的溫度。

樣真有的。僅舉幾

的態度，對葡務組

，以及並非最不重

異反映出各種各類

則成了將他們興土

人們視為商人所贊

為它是對公眾利益

友也 點不以為然，

庭的財富或聲譽。

、節蝕與謹慎的價

們認為，他們會毫

。 不過就商人而吉，

雖不能作為充足

以為然，商人果然

1 已不要過分冒險。

賞現這種利潤所必

須承搶的風險，那末，鼓舞創業精神的機會也就變得徵乎其

繳了。而如果投有創業精神，商人階層也就投有希望能啟超

過那個踏實而受尊重的手藝工匠階層了。

商務組織是在城鎮中從事經營的商人所特有的。它們最

早和最普遍的影式是行會。它們與手藝工匠行會的區別僅在

於投有正式的訓練或學徒結構來傳授專業技藝。它們更像是

其有福利和其他社會功能的互助社圈。它們也是在官府面前

代表商人利益的代理機構。商人非常暸解士大夫對商人企業

的偏見之深，常常極端需要得到積極的援助。發展的結果，

就有了其他各種特殊類型的組織，諸如同鄉會和行業聯合，

這些也會加強他們應付競爭者和敵手的力量。引人注目的是，

從這些組織中，並波有形成任何經營管理和訓練的哲學。他

們似乎接受了這樣一種觀點，那就是經營商業企業與作為一

家之長並無二致，而管理這些較大的組織也像管理擴大 r的

家庭那樣。簡吉之，這些組織並投有甚麼創新意義，而依然

是主要為參加者提供諮詢的機構，用以保衛共同的利益。但

是，在另一屆仗，其謀求福利的一面則與類似強調樂善好施

重要性的哲學看看聯繫。

樂善好施在中國是要求所有階層都要做到的多面現象，

但在成功的商人中間只IJ得到了最大規模的發展。他們對此予

以關注是頗有理由的。作為出身於社會士也位低下階層的人，

他們把自己的財富看作是贏得尊敬的唯一武器。如何運用這

些財富，是擠身於上流社會的戰略中一個必不可少的部分。

當然有些人更具有利他主義，他們的那種憐憫之惰，肯定是

受了流行的佛教教義的影響，這種教義宣揚馬來世積陰德。

但是使富商成為中國最為樂善好施的集團，並使他們那種蔥

善事業成為其階層所特有一，部是一種社會戰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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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概括了華商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亦反映出其長處

和弱點。它在家庭體系中，在聶士大夫正統觀念所認可的純

樸的農業社會價值觀念中的長處，是人所共知的。他們的行

會和他們對慈善事業的運用，是為促進自身發展所採取的防

禦性戰略。但是賦予他們用武之地，以鼓勵那些使他們得以

在現代名揚四海的企業家素質的，均是他們對利潤動機和冒

險精神的推崇。

一些學者，如Liu Kwang-chi呵， Samuel Chu, Susan 

Mann 和 Hao Yeri-p'ing 等，巴經為我們指出，華商如何在

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轉變為一個比較受人尊敬的“商紳

階層"。他們的研究誼賞，傳統華商曾付出極大的精力和資

本來追求較高的社會地位。但他們對未經士大夫階級認可的

自身的文化價值缺乏信心這兩點部起辛苦阻抑的作用。因而當

他們獲得了紳士的榮譽地位時，他們的工作得到了鼓舞，也

感到更有條件學習現代商業手法，立官司將﹒外來的體制加以變通，

向在中盟進行貿易和投資的外國資本家進行挑戰。但是招商

局、各鐵路、礦~企業與張賽在發展輕工業方面的經驗都說

明，官方的監督依舊是本國資產階級興起的一個主要障礙(譯

按:即所謂“官督商辦")。剛一開始，企業界曾經得到鼓勵

為國家和公營貿易組織致力，但在條件上…直是相反的。私

人企業家仍然受到懷攏，中國沒有一個政府憲行過自由企業

的原則。也從未有任何體制給i函中國企業界以澈勵和推動，

來創造一個成熟的現代階級，那種階級為開創商業帝國和建

立跨國企業所應有的自主權利是與根諜蒂固的傳統相對立，

這個傳統主張由官方或官僚幹部控制所有企業。整個二十世

紀中，這一傳統在南京和北京都是牢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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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圈升華商

現在再來說一吉普

然居於領先地位，前

主要的商人。到十四

百亞貿易商一起，這

未葉時，朝涯的政策

私營對外貿易。

大的可能是福建和須

根據地。有一段時間

來可能採取另一種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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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得到了鼓舞，也

長的體制抑以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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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曾經得到鼓勵

一直是相反的。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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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以澈勵和推動，

開創商業帝聞和建

圓的傳統相對立，

企業。整個二十世

10.2 雷外華商

現在再來談一談中國以外的華商。就東亞而吉，華商顯

然居於領先地位，而在十二世紀以後，他們在東南亞也成了

主要的商人。到十四世紀，他們和活躍於中國元朝的中亞和

西亞貿易商一起，達到了統治地位。接下來，在臨近該世紀

末葉時，朝短的政策有了改變。明代的開國者決定禁止一切

私營對外貿易。這一政策通用於所有邊境地區，但受打擊最

大的可能是福建和廣東沿海的商業網，這是絕大部分華商的

根據地。有一設時間，在十五世紀初，進取性的海外貿易看

來可能採取另一種形式。可以肯定的是，經官方准許的貿易

商參加了隨鄭和將軍下西洋，偉大的海上遠征結合了擴大的

貢品貿易。廣東和福建的商人都從中間沿海的頻繁活動中得

到了好處。但鄭和的艦隊在 1435 年復撤凹，禁止私營對外

貿易的法令部仍然有效。從十四世紀末到卜六世紀下半葉的

二百年間，私人從事海外貿易是受到嚴厲禁止的，當然，這

頃禁令並未能使私營貿易停頓，只不過是使其變得更加冒險

而已。

最後，由於要求海外貿易的壓力變得如此強大一一表現

為走私的泛濫和由海南至山東半島沿海 帶海盜劫掠日益猖

撒一一一明朝廷決定放寬禁令。華商得以領照到國外進行貿易，

但控制依舊存在，立主必須接受港口宮員的監督。爭取放寬禁

令的運動是由商人 華商和外商(包括日本和葡萄牙商人)

一一進行的，並與一些參與商業利益的士紳家族串通一氣。

由於士大夫階層發生分裂，爭取對外貿易的辯論得到 r成功。

但這只是不完全的勝利。自此以後，得到准許的貿易是在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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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監視下進行的，並要求丟在商對自己的地位有自知之明。

政策只是有了一些修改，而不由女大夫嗔導的農業國家的基

本哲學有甚麼變革。

i車樣叫來，有關海外華甫的中文資料來源就很有限，甚

至那些我們原以為可以從中找到更多有關他們的資料的閩、

粵地方志書也是寥寥無幾，而文人學士的著述總是貶低這些

商人的作用，甚至在禁令放寬後也是如此。幸虧在中國國外，

主要是在西方的著注中，華閱日益活躍的情況得到了證賞，

特別是在東南亞，那里來自葡萄牙和西班牙，緊接著是荷蘭

和英國的商人，控制若總大部分主要的貿易口岸。在所有這

些港口中，華商都提供了經驗、技能和動力。而西方官員和

貿易商承認，華人是該地區最富活力的集團。從他們的報導

中，我們得到了在華文資料中從未揭露的磋商形象。他們以

足智多謀雨富有冒險精神的貿易商面貌出現，具有在常常是

危險的一一如果不是實際上充滿敵意的 情況下追求利潤

和甘冒風險的非凡資質。問時，他們發現，這些貿易環境與

中國國內大不一」樣，足以讓飽們大加利用。為此目的，這些

資料指出，華商的企業才幹，往往能使這種更加開放的貿易

環境為其所用 fffî卓有成效。簡言之，他們很能適應國外的各

種不同環境。既然華人與其他民族之間存在看亞大的文化差

異，華商又是如何做到i毒品點的呢?就其自身文化傳往國外

後的情況而吉，這對於我們又能說明甚麼呢?

10.3 窗內與國外的高賈文化

西方的著迷不僅對華人的勇敢、適應能力與創業精神有

所評論，它們還證賞了那些約束其中大多數人、並賦予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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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巨大的文化差

自身文化傳往國外

呢?

:能力與創業精神有

數人、並賦予其領

袖人物以力暈和膽識的勤奮、節槍、正主主、信賴和忠誠的諸

種品質。而且最突出的是，它們都提到了華商把自己組織起

來的芳式。在這方面有各種各樣的類似行會的協會和聯盟。

有在台用廟宇周盟建立起來的活動中心。這些廟宇著名的有

祭把海神(天后)、財神(關羽，也稱武聖)、問粵諸神，以至

東南亞當地諸神的那些廟宇，還有佛寺和若干大眾供奉的菩

薩的廟宇。闊繞這些廟宇和非宗教的組織(包括那些後來更

為人知的具有手足情誼和敵血為盟的“秘、密會社") ，樹立了

防護、保安、福利、娛樂和慈善的傳統。而在那些事業有成

的商人結婚生子的地方，選出現了學塾，以達到一定的文化

水平。不過，在所有這些措施的背後，尚存在這樣的對比雪

中闊的官方政策限制對外貿易，而在那些把開展質易視為正

途的各個口岸，對蓋在商來說，則存在看更為開放的環境，雖

貝IJ開放的程度各不相同。同時，人們不可忘記，海外華商是

得不到官方任何保護的。他們確實必須臼謀生路，這就使他

們用盡心機，並要有純大的勇氣。有些來自福建和廣東的貿

易商，既可以說是蜓而走險，也可以說是極度勇敢。然而，

從海外賢易中獲取的利潤{定是相當可觀的，這才足以在中

國國內貿易機會正在擴大的時期，吸引如此眾多的人們離鄉

背井。

就文化而盲，西方的著i圭和華文、日文與一些東南亞文

字的片斷資料，大體上都諸實， 仁文概述的中國國內商質文

化情況對於現代以前的海外華人也是通用的。正如人們可以

預期的那樣，華商是一背負辛苦他們的文化外出的，他們謹其可

能保持了那些他們相佑對他們最有幫助的價值觀念。在中國

得到廣泛承認的主要文化特性中，只有兩項在描述海外商人

時極少為人們道及。一項是關於家庭的重要作用，另一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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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商人的低下地位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官府對商人的控制。

對於商賈文化的這兩項重要特色，相對來說缺少評述，這是

可以理解的。家庭的特色不太突出，是因為那些兩人與他們

的親屬是作為單身漢聯章前來的。他們之中，足以組織起在

中國(尤其是類如閩、粵兩省)那樣顯赫的大家族者幾乎投有。

至於官府權力凌駕於地位低下的商人之上，這對於曾在中國

進行貿易的外器人來說，可能是很清楚的，但是對於那些在

東南亞各港口或長崎與華商打交道的外國人來說，去fl不會有

這種印象。更為引人注目的倒是那些由公舉領袖行使相當“政

治"權力的行會、聯盟、兄弟會等秘密組織，以及這些組織

何等有效地對付不順從的成員、危險的對手，和不友善的或

是具有敵意的外國官吏。然而那些並非華人的評論家並不清

楚，這些組織的成員既有親戚或族人，也有一一如果原來投

有關係一一“結拜"兄弟，他們也不清楚，這些人，特別是到

了國外，是由 些領袖進行家長式統治，領袖人物享有一切

賦予家長的尊嚴和權力。還有改耍的一點，那就是，類似的

問活躍程度較低的心些組織，也幫助商人在中國國內對付官

府的干頓和活擾，但是這些組織到了外國，就必須升級為更

秘密，更具活力。這些商人領導的組織在中國國內取得了對

付無事生非的貪官污吏的相當總驗之後，是有充分準備來對

付那些貪婪和敲詐勒索的外國官員的一一說明這 點，也就

足矣。

作者並不捏在造里討論華商所具有的所有主要文化特

徵，而是要集中討論其中的三個方面:家旗作罵基本買易單

位的重要性，擺脫官府的控制和他們企業精神中的冒險特色。

即使這樣，目的也並非在於進行詳盡的研究， rtri不過是作為

一種手段，來說明華商在國外所必需適應的不同環境。況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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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對商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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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作為基本貿易聲

告神中的冒險特說。

究，而不過是作為

的不同環境。況且

就十九世紀晚期以後而苔，造裹的評論也同樣適用於北美、

澳大利西亞和其他各地相對來說為數不多的商人。

對於海外商人來說，家庭是至關重要的，儘管此點並不

明顯，因為只有單身漢才會遠涉重洋，而且在國外安家的人

甚屬寥寥。不過，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不管每一個單

身漢曾經是多麼富有冒險精神或企業精神，無論是越過太平

洋還是南中國海，他要是投有一定程度上的家脹支持，或是

不屬於一個家脹的、或者宛如家族經營網絡，如結義兄弟按

家族規矩進行活動，就無法開展生意。這是最根本的，儘管

在國外，他們的商業組織具有強烈的家族特點不是那麼明顯。

從直到二十世紀的所有記載來看，一切成功的海外華商，不

論其是否出身於商人家庭，開始都是為一個做生意的親戚工

作。如果他們是近親或直系親屬，就更值得信任，更有可能

很快扶搖直上。如果關係較疏，那就必須靠苦幹、正直、節

偷以及較旱地表現出主動性和才幹，才不至於一輩子都當夥

計和忠誠的催員。企業家的素質成為必不可少，並且據信還

得要靠時來運到。通常的情況是，當他們當中有些人有了顯

著的成就時，家庭成員在經營管理上的同心協力，與生庄、

單輸和銷售一樣，仍然是起關鍵作用的。投有這方面的支持，

投有一個成功的商人會感到放心。

同樣令人感到興趣的是，創業難守業更難已成定規。家

族經營的生意很少延續到三代以上。 這點---般都為外國和中

國的論述所誼賓，但又很難對此加以解釋。是 :.11 於文化上的

原因?還是結構上的原因?當然，在文化上和體制上都有延

續的方法，不過較成功的現代方法大都出自西方1世界。其中

最重要的因素之」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原則。在家族體

制中，這是不可思議的。在中間圍內，各種方法中最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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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其家鹿管身爵士紳的策略，使一兩個家庭成員人仕，不

僅是通過求學應試，而且也i通過捐貿官銜，有意識地改變生

活方式。運用這種方法，有時可以通過與擠身仕宜的親屬的

做妙關館來維持家脹的商業旁分支。造種策略在海外的華南

是無法運用的。而且他們也無需運用這種策略。更為普遍的

是，利用聯姻的方式。這種情況常見於雙邊家庭結構的地區，

即父系或母系均可傳宗接代。有些地方如泰國和菲律賓，一

種很普遍的情況是，事業有成的商人(這些人本身常常具有

部分泰國或菲律賓人血統)，將他們的子女與當地的貴族

或顯要人物的家族婚配，從而使才有他們建立商業王國。在這

里，家族同樣是重要的，但他們那種樂於適應不完全像中國

那樣的父系繼承制度，使他們當中的有些人能移擺脫中國國

內商人家脹的習慣成規，有助於他們以新的和有效的方式來

延續其商業帝國的命脈。

尤其令人感到興趣的是，商人在海外貿易時，本受官府

的控制。當然，在他們不得不在外國人當中進行交易，並受

外國法律管轄時，存在著很多非常不利的條件。學會如何應

付遠非易事。外國官員有時並不比中國官府更令人易於測度，

其貪污程度並不亞於中國官府，而i外國法律也可能與中間法

律一樣武斷。此外，種族歧視，政治陰謀和不穩定等危險總

是存在的，選為閱 }i列強在當地事務上的陰謀詭計，常常是

直接針對華商的。這樣 來，華人在商務上的成功，就不可

避兔地要依仗某種形式的庇護，不過，這種f庇護較為公開和

靈活，常常是能略在情況有變時書長新商量，其方式大大有別

於在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 F與官府的來往。例如，當華商在

泰國，或是在不屬於兩方控制的馬來翠島的幾乎任何地方，

與土著權貴打交道時，由於當地在對外貿易中的利益甚至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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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依賴的程度是如此

地位。另外，這些華，

或i通過以外商身分出

當這些商人與荷蘭或

手腕。他們需要更加

這些商人發現，聽民

府不同。西方人一心

計，其理解方式在中

巴達維亞和新加坡這

下，華商發現，按照

這些法律的官員管轄

以中國歷史上從未有

有一頭令人感到

商人受道磚上和，心理

揮霍。面對生活必須

風擺闊。購買土地和

品，大擺宴席招待官

善舉，都是無可非議

即使在樂善好施

過這些方式，商人竭

當中的些人擺脫了

層的一員。但在遠離

事業上的同樣鋪張，

地和西方的官員深有

行為。而且，在西方

地統治者而苔，完全

位所必須做到的。同



家庭成員人仕，不

，有意識地改變生

贖身仕葷的親屬的

策略在海外的華商

策略。更為普遍的

畫家庭結構的地區，

泰國和菲律賓會一

些人本身常常具有

子女與當地的貴族

立商業王國。在這

適應不完全像中國

1人能移擺脫中國國

的和有致的方式來

貿易時，不受官府

中進行交易，並受

條件。學會如何應

何更令人易於制度，

律也可能與中摺怯

和不穩定等危險璁

陰謀詭計，常常是

上的成功，就不可

種屁護較為公開初

，其方式大大街刑

。例如，當華商在

的幾乎任何地方，

易中的利益甚至對

其依賴的程度是如此巨大，華商在討價還價中就處於很強的

地位。另外，這些華人有時還能通過當地的授銜，通過婚蝠，

或通過以外商身分出任統治者的代表以平步青雲。另一方面，

當這些商人與荷蘭或英國官員打交道時，就必須採取不同的

手腕。他們需要更加注意規章制度和重要的文化差異。但是

這些商人發現，殖民地官員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與中國

府不同。西方人一心求利，他們欣賞華人在貿易上的工於心

計，其理解方式在中國盟內官府是不可思議的。因此，在{象

巴達維亞和新加坡這樣的主要港口，儡管處於西方的統治之

下，華南發現，按照鼓勵和保護貿易的法律行事，並在遵守

這些法律的官員管轄下，他們可以自由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

以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方式，拓展他們的商業帝盟。

有一項令人感到興趣的後果值得在此一提。在中國國內，

商人受道德上和心理上的約束只能以為人們容許的方式鋪張

揮霍。面對生活必須倫樸的古訓，他們只能的照士大夫的作

風擺闊。購買土地和建造豪華的樓宇庭閣，家中陳設藝街珍

品，大擺宴席招待官府，附庸風雅以及發起耗資巨大的社會

善舉，都是無可非議的。

即使在樂著好施方面做得過分，也會得到人們讚許。 i通

過這些方式，商人竭力向地位較高的人看齊，這就幫助他們

當中的一些人擺脫 f社會地位低 F的恥痺，最終成為紳士階

層的一員。但在遠離那些士大夫的國度.在生活作風和慈善

事業上的同樣鋪張，對華商來說，就不那麼有用 F。儘管當

地和西方的官員深有所感，中國式的樂善于好施依然是外來的

行為。而且，在西方領地肉，分享權力是投有可能的;對當

地統治者而盲，完全同化和否認中國文化，則是商人謀求高

位所必須做到的。同時，窮奮極慾會很快將家財耗盡，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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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更難以維持三代以上。總之，在中國國內有用的行為方式，

在國外未必有用。

更為重要的倒是培育一代接一代的企業家的能力，以保

持家農興旺。這就帶給我們甚麼是企業精神這個國難的問題。

字典給企業家下的定義是，一個管理、組織和經營商營企業，

包括承擔其全部有關風險的人物。在一個層坎上，華商曾以

其勇於承擔風險著稱。這與一種相當重視對命運的正面解釋

的觀點有闕，這種觀點認為時來運到，好運在等人爭取，落

在命中註定要交好運的人身上。在這個意義上，管風險並不

是瞎碰運氣，而是在策略上始終如一和謹慎謀劃的一部分，

這種策略要求在一個時期以後能產生可觀的利潤。然而，成

功者寥寥可數，失敗者則並不出乎意料。企業家顯然並非僅

僅是甘冒風險的人。還需要其他的各種素質:勤奮、精明、

冷酷、那種或可稱作利潤意志的素質。這些素質要求相當的

活動自由， .具有大膽想像的能力，立的拉適時適地進行冒險。

華商在海外貿易時是具有進種自由的，因為他們不再受

到那個查官僚統治，一心想偎持社會秩序盡可能不壁的農業

國家的限制。在官僚控制下奉為國敦的儒家學說，通過壓制

商人，賞際上是阻礙了商營企業的發展。從來就無人承認，

經濟發展於中國有甚麼價值，也無人承認國家可以促進這種

發展以及因此企業精神是一種寶貴的素質。然而在中國以外，

均存在著一個許多利益互相競爭的多元世界，獎勵那些學會

如何在這個世界中進行活動的人們。在這個世界中，華商具

備許多能幫助他們建立商業帝國的應有文化成分。這些商業

帝國甚至有助於他們東道國的發達和昌盛。並且，由於投有

保守的儒家官吏對他們進行抑制和阻蹺，他們學會了如何克

服歧視性的法律，適應新的經營方法，使自身更富創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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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利用外國文化身

制度實現現代化。緝

的抑制，但在國外則

這是一項驚人的轉變

與海外的商買主

到抑制和不成形的。

間的文化價值觀念力i

當之無愧的華商文1t

一文化，就可真正養

不斷地適應現代貿晏

放自己去接受新思想

問越長，這種變化勸

我們有充分的話

在此時期，海外新做

自從第二故世界大戰

對那些有助於形成企

務繼續和長久存在所

富職業特點。他們的

他們已將從西方學亦

已經傲的那樣)與鮑1

近年的成就而育，最

官府的積導，他們更

們的文化為中華文科

為中華文化的一個謝

世界大戰和歷次中僅

依然蛇立不倒。這偎

在與地位鞏固的企導



司有用的行為方式，

業家的能力，以保

申這個困難的問題。

我和經營商營企業，

層坎上，華商曾以

對命運的正面解釋

運在等人爭取會落

義上，冒風險並不

慎謀割的一部分，

1的利潤。然而，成

企業家顯然立UI=僅

質:勤奮、精明、

L些素質要求相當的

i時適地進行冒險。

J，因為他們不再賢

:盡可能不變的農業

3家學說，通過壓制

從來就無人承認，

:盟家可以促進造種

I。然而在中國以外，

f界，獎勵那些學會

三個世界中，華商其

廿七成分。這些商業

產。並且，由於投有

他們學會了如何克

臼身更富創新精神，

以及利用外國文化的有利部分來幫助他們，使自己的思想和

制度實現現代化。塘、而苦之，對於那些在國內受到精英文化

的抑制，但在國外則自己的文化價值得以自由發揮的人來說，

這是一項驚人的轉變。

與海外的商賈文化相比，中國國內的商質文化顯然是受

到抑制和不成形的。國內的商人並投有將其作為一組與眾不

同的文化價值觀念加以標榜。但在國外，各種資料則對可以

當之無'愧的華商文化多有論述。我們一旦將注意力集中於這

一文化，就可真正看到它在過去兩個世紀中是在不斷變化，

不斷地聽應現代貿易的格局和方法並作出回應。這些商人開

放臼己去接受新思想和遠離官府監督與士大夫文化支配的時

間越長，這種變化就越劇烈。

我們有充分的謹據來擺明二十世紀中的這一發展趨勢，

在此時期，海外新的商人階層己更為自佑，更有發吉權了。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他們已對自己信奉的準則，

對那些有助於形成企業精神的個人素質，以及那些為保鞋業

務繼續和長久存在所必需的 }f法，變得更加臼覺，並使其更

富職業特點。他們的地位與任何成功的專業人士是相等的。

他們已將從西方學來的東西(就像日本人、朝鮮人和其他人

已經做的那樣)與他們自承的文化遺產結合起來。對於他們

近年的成就而言，最有重要意義的是，她們認識到，沒有了

官府的種導，他們更有作為。這並不是說，海外商人否認他

們的文化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恰恰相反，他們已承認其

為中華文化的一個能動部分，歷組中華帝圓的衰亡，兩吹

世界大戰和歷坎中國內戰，以及外國的歧視和其他騷擾而

依然蛇 ÎL不倒。這個文化的應變能力，曾經幫助個別商人

在興地位鞏固的企業競爭中保持其企業家的素質。在 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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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多樣化的世界經濟中，他們中的有些人已經上升到超

過僅僅是一個商人的地位，成了資本家、金融家和工業家。

華商文化的重要性在於，它是生活於海外的華人中最能推

動現代化的力量。

然而在中國國內，情況部要複雜得多。官方意識形態與

高質文化間的緊張狀態從未得到解決。此外，士大夫向來不

尊重任何商業價值觀念，他們這種自來已久的偏見看來並末

消失，儘管表現為不同的形式。來自傳統的認為商人在社會

上低人一等以及規他們追求利潤的方式為不道德的態度，現

在形成了一種強硬的政治觀點，把商人規馬某一類盟的資本

家，因而是國家的階級敵人。這樣一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似乎強化了傳統的儒家思想。商人又退回到了最底層。有些

禁止從事商業的命令是人們所熟悉的:黨的幹部和1家屬和他

們為宮的先輩一樣，不得以任何形式擠身商營企業。 1989 年，

當幾乎任何人都可以人黨時，商人部被排擠 j毒意昧著又一

吹不准許他們在國家經濟發展中擔當任何重要的知色。造的

確表明，還存在著白條文化鴻溝，將中國國內受到壓制的商

賈文化與在關外活?發生動的華商文化分離開來。

本章無意闡明星在商文化在海外華人中的成就。不過作者設

法表明，在試圖解釋造一現象時，我們需要承認，這一華商文

化之是否得到賞識，對商人能否躇身入企業家的行列，關係至

為重大。將萬人作為人民中最恨下的階層加以對待，就現代化

與進步而吉，幾個世但以來給中國造成的損失已經皓多了。中

國的領導人是否能意識到，使其人民在國外達到如此興旺的那

些文化價值，在今後中國國內的經濟發展中，是可以起重大作

用的。對此我們將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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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干耳

力旦去幾十年間對東南亞華人的研究表

明，華人已經有了變化，而且還能經歷更多的變化。部分研

究指出， 一些人雖具有中國血統，但己不再認為自己是華人

了。另一部分研究表明，有些具有中國血統的人，本對甚麼

才算是華人知之甚少，但又重新發現了他們的華人屬性，並

一直在努力重新華化。然而其他研究提出，許多華人具有雙

重認向。他們既認同於人籍國，又仍然意識到自己是華人。

這些研究提品，人們可以接納許多不同種類的華人身分。這

類認同難以下定義，並且儘管有許多人著意推敲，常常還是

備以人們的自我認同為準。這樣說並不意味看我們無法找出

合用的定義，但認同的概念(the concept of identity) 無疑

是含糊的，需要附加更多準則。本章論述的是一，第二吹世界

大戰結束以來，學者就東南亞華人的身分認同所提出的主要

看法，並將集中討論各新興的民1族問家中的華人少數民脹。

11 八 7950年前的認同概念:歷史和中摺民族主義

華人從未有過認同這一概念，而只有華人屬性的概念&

即身為華人和變得不似華人。雖然這意味若可能有程度的不

同，可能有的人中關昧多些，有的人中國昧少些，但這故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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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 l 伸出認同的概念。

十年來會大部分是 E

中，我們可以指出自

一些身分問題:五

(national identi可)、

同 (cultural identi勾

identity) 和階級身分

的概念盤不大罵人1JI1

待其華人屬性的方式

種方式可以稱之為吽

面向過去的方式，對

看法已經有了改變，

和這個組恆的情況有

所要考察的是，這些

念何以會比其他一些

認同概念的經驗來看

今的大多數人民-t享

受多重認間，而我作!

定的各種認同全部考

變頃，很可能造成;

(norms) 的觀念 (&p f 

想標主事， 和在非華).

設法瞭解那些華人對

來進行探討。

第二吹世界大戰

簡單的問題。所有白

的家庭體系，他們的



南亞華人的研究表

多的變化。部分研

再認為自己是華人

統的人，本對甚麼

洞的華人屬性，並

，許多華人具有雙

識到自己是華人。

{額的華人身分。這

意推敲，常常還是

昧著我們無法找出

,t of identity) 無疑

.的是，第二坎世界

-認同所提出的主要

1的華人少數民族。

1中國民族主義

華人屬性的概念臥

;若可能有程度的不

l味少些，但這並未

引伸出認同的概念。因此，對於華人身分認同的研究，近幾

十年來，大部分是由社會科學家進行的。@從他們的研究當

中，我們可以指出自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特別引人輯目的

一些身分問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國家(當地)認同

(national identity) 、鄉社認同 (communal identity) 和文化認

同<Cultural identity) ，與七十年代的種族認同 (ethnic

identity) 和階級身分 (CI品s identity) 0 1950年以前，在認同

的概念還不大罵人們使用之前，作者認為華人至少有兩種看

待其華人屬性的方式，我們再以稱之聶華人的認同意識:一

種方式可以稱之高中盟民族主義認問:另一種更富於傳統和

面向過去的方式，擬稱之馬歷史認同。@顯然，有關認同的

看法已經有了改變，而且不時還有新的看法提出，因為中國

和混個地區的情況有了變化，而且華人本身班都在變。本章

所要考察的是，這些認同的概念為人們利用的方式和有些概

念{可以會比其他一些概念對人們更為有用;從我們研究這些

認同概念的經驗來看，我們發現，現代的東南亞華人，與當

今的大多數人民一樣，立t不僅有單一的認同，而是傾向於接

受多重認同，而我們如果想要瞭解他們，就必續將他們所選

定的各種認同全部考慮進去。這一多重認同的問題涉及許多

變頂，很可能造成混亂。@作者建議最好是通過提出規範

(norms) 的觀念(即他們認為作為華人所必須遵奉的一些理

想標準，和在非華人的環境中所必須接受的一些標準) .和

設法諒解那些華人對規範作出反應並予以認同的各種變化，

來進行探討。

第二故世界大戰以前，華人屬性的問題曾被認為是一個

簡單的問題。所有臼認為是華人的人都是華人。他們對臼己

的家庭體系，他們的中國籍貫(這通常決定他們所屬的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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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我們現今所稱的種族分支，像閩南、廣府、客家、潮州、

海南等等)以及他們與不論是在中國國內還是在當地各處的

其恤華人的關餘，是知道得很清楚的。@這些國家造成了一

個情感核心，可以用有關中國過去的傳說和對於或多或少有

些抽象的中華文化“大傳統"感到自豪的理由予以強化和發

揚。這就產生了一種可以恰當地稱之為“歷史"認悶，因為它

強調了傳統的家庭價值、宗族起源與種族分支的忠誠以及中

國輝煌過去的那些象徵等等共同協力保持華人屬性的方

式。@而且，由於這種“歷史"認同主要是向後看的，極少有

甚麼主張，東南亞的瘟民官員和土著上層人物都認為可以容

忍造類華人保持其華人屬性，以使他們能成功地扮演其經濟

角色。但是，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個時期，這一歷史認

悶，受到了來自中國的一種新的來勢洶洶的民接主義的攻擊，

這種民族主義是建立在舔中山的民接觀念之上。就這一時期

而盲，中國、日本和西方學者有關南洋華僑的著遠，大部分

都開始集中談論當地華人對這樣一種思想作出反應的方式，

即他們的“種族"來源應引導他們去認同中關國內的那種民族

主義。隨後出現的是，對當地華人變為自漸真實的中國民脹

主義認同，那是歸功於從中國招聘來的許多教師和報人對這

樣一種認向努力宣傳。尤其是數以百計的華人中小學的建立，

更為下一代鞏間了這種身分認悶，而日本人在中國的擴張活

動而導致的中日戰爭以及最終對東南亞的侵略，使這種身分

認間更為強烈，更富感情色彩。@

於是，大戰結束之後，東南亞華人中出現了強烈的中國

民族主義認同，使許多土著政治噴袖大為震驚。各國反應不

盡相同，取決於其人口中華人的數目和每個國家就華人對正

在形成中的新興民族國家的用處持何看法。在像菲律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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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教師和報人對這

華人中小學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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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現了強烈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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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個國家就華人對正

;。在像菲律賓、印

尼、緬甸和組南這些相對來說華人較少的關家，一般認為造

種中國民族主義的身分認同最終可予過制，而且在大多數情

況下，最後可以為當地新的國家認同所取代。不過在馬來亞

(為了符合當時實際均包括新加坡在內)，情況就有所不同。

影響著很大一部分華人居民的中盟民族主義認同，有成為一

種難以處理的問題的戚脅，需要異常謹慎地加以處理。使情

況變得更為複蟬的是，有些年紀較輕的華人民脹主義者，由

於受到戰爭的影響，成了馬來亞共產黨的成員，因而參加到

世界範圍的反種民地的門爭中去，最終是尋求獨立，而不是

和中關作為一個民族融為一體。@

最後這一點提醒我們，華人對他們自身的認間的意識是

可眼間事態的變化吉它改變的。新一代的土著上層人物似乎理

解這一點，他們有充分的理由期待華人在情況進一步變化時

再一吹改變。因之， 1950年以前的幾十年中，華人的歷史的

認伺似乎是部分地聶華人的民族主義認同所取代。但即使在

這一民脹主義認同處於高峰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也不是

所有華人都轉而贊同中盟的民脹主義。有些人曾試圖認同土

著的民族主義運動，主要是在緬甸、越南和菲律賓:他們願

意接受一種新的認悶，這種認同的基礎是反殖民主義與現代

的立國原則。這些原則本應包括從法律上保障像華人這樣的

少數民族，但有些華人即使在這一早期階段可能願意成為完

全的同化者。另外有些人則找到了一種新的身分認同，這種

認同在理論上是跨驢撞在矢甚至國家界限而著眼於經濟階級

的。它曾引導一些年輕華人在更大規模的反帝聞主義門爭中

公開主張階級認同的理想，即通過與被壓迫人民打成一片(但

括土著與移民兩者)，這些華人就可在聽民主義者被逐出以

後使其少數民脹的權利合法化。通過這種方式，如果他們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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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更進一步，還可成為真正的同化論者。不過在東南亞華人

中，這兩種對新身分認同的追尋，在五十年代以前都設有成

為學衛研究的課題。@需要、注意的是，有意識地變更他們的

身分認同是某些年輕華人已超探索的一條出路。

11.2 7950 年後的認同概念:盟蒙、村柱、文化

種族和階級

到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對華人的身分認同的幾股思

潮曾有過一些研究。最明顯的是某些政治思潮，其中包括從

民族觀念中演化出來並曾居支配地位的中國民脹主義認悶，

被迫讓位與當地新的盟家認同。就大多數新獨立的國家間吉

(到這些關家去的華人移民到1950年已經終止)，這種結局可

說是毋庸置疑的，而這個變化的進程，不論多1套困難和痛苦，

也只是個時間上的問題。作為例外的是馬來亞(包括新加坡) , 

在那襄華人幾乎佔了總人口的半數。總的說來，當地華人社

會是願意放棄中國民族主義的認同而代之以新的馬來亞閻家

認悶，但同時又形成了一-種強烈的村社認同來維護連個社會

集圍在國家中分享權力的權利。華人社會的價袖仍然保留某

些早先作為華人的歷史認悶，立主且力圖使這種認悶的文化特

色正式得到確認，成為複合的馬來亞國家認同這個整體的組

成部分。 吹口所料，這樣就在該國造成了嚴重的緊張情況。

後來出現的政治門爭曾是若干部著作的主題，但是由於馬來

亞(和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政治區貌大大有別於東南亞的其

他地區，這些研究成果就不能和東南亞其他國家的研究作有

益的比較。@尤其是為了政治目的在馬來亞形成強而有力的

華人村社認悶，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是罕見的，因為其他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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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都難以具有可與土著人民分享權力的足移規模，哪怕只

是在有限程度上分享權力。就其他東南亞華人而育，他們的

政治期望，是在各種各類社會組織和聯盟中以不同形式表達

的，不過直到七十年代的學衛著作提出種族(和種族分支)認

向的觀念，這顛顛盟才得到了令人滿意的論述。

出現在每個新興民族間家中的盟家認悶，都成為每一項

研究東南亞立聽過程的重要部分。但就華人方面而吉，他們

這種接納國家認同的事實，並不能對這種認同性質;有多少說

明。它開始時常常只是改變一下標簽，換上一個新的合法身

分，至多也不過再進而表明政治上的效忠。許多學者關心的

則是，在選定一種新的國家認同時在價值觀方面有沒有、或

能不能有甚麼根本的改變，而這方面的研究是要回難得多的。

例如，許多華人都擁護民族國家，並要求把新出現的國家地

位認同為自己的理想。他們認為這個具有排外性質的華人社

會組織已投有前途，願意適應新的國家需要。但是，他們當

中究竟有多少人願意同化而喪失他們的華人認同?另外又有

多少人寧願在政治上被融為一體並被允許保留一定程度的華

人文化認同?

這就將我們從中國民族主義認同、當地的關家認同與村

社認同的各種政治聯繫引到更為微妙得多的文化範疇(見圓

11 . 1) 。這裳所說的文化，我指的是在文化人類學仁的廣義

用法，即與社會成員學來的、遺傳的和接受的各種特徵有關

的一切事物，包括知識、信仰、道德、習俗、宗教和法律。

這些特徵在性質上與傳統的華人身分認同中可見的那些特徵

是相似的。但是這新的文化認同還不必二於此。這與前述歷史

認同不時，歷史認同主要以過去的文化價值瑪依據，並有聽

於海外華人社會對這些價值的堅持. r而草種文化上的新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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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P承認現代非華人文化的作用和用處，認為華人社會可以從

中學到保撞他們興旺和成功的法門。歷史的認同與土著政權

和種民政府已相處了若于世紀(儘管並不總是相處融洽) .但

是瞄著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問題已經不再是能否和睦相處

了。各地的華人都發現，需要在間化 (assimilaUon) 與融合

(integration) 之間作出選擇，這就需要對文化採取更為蠶

活與更高瞻遠醋的態度，亦需要一種新的華人文化認同。。

在五十年代和六卡年代對向化和融合兩種想法互相爭持

的背景卡，文化認同的觀念一個很大的優點在於過避了“種

族"認同背後富感情色彩的一些吉祠，造是第二故世界大戰

以前和大戰期問，使用“種族"一詞引起不愉快之後，大多數

學者都要規避的。取而代之的文化認同概念包含有民族國家

可與多種文化並存的意義;如果各族人民的文化受到鼓勵保

存下來，並在國家的框架中繼續發展，就可以大大豐富新的

民脹文化。就研究東南亞華人而盲，文化認同的概念，不僅

有助於研究他們如何在廣泛採納各種非華人價值觀的同時能

保持其華人認同，而且有助於研究他們當中一些人如何有可

能謀求完全同化並接受一種全新的非華人認同。憑藉這個概

念，學者就可以探究華人在多大程度上願意接受當地的國家

認祠，也可考察他們在對其他具有中關血統的當地國民方面，

或在對該間以外的華人方面，他們將在何種程度上仍以華人

臼店。通過在該地恆的西方學校和在歐洲、澳大利亞與北美

洲的高等學府接受某些現代文化價值的現象，是令人感到興

起益的。這些價值可以包拈皈依非華人的信仰(主要是基背教) • 

以捨棄華語的流利甚至是完全不過曉華文為代價掌握非華語

的語吉技能，以及接受因受非華人習俗影響的各種行為方式。

雖然這些文化成分是不屬於華人的，但並不一定都與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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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擬研究與此有關的，

認同之間的主要區別‘



3聶華人社會可以從

1的認同與土著政權

總是相處敵洽) ，但

;再是能否和睦相處

similation) 與融合

對文化採取更為靈

]華人文化認同。。

「兩種想法互相爭持

憂點在於過避了“種

是第二故世界大戰

;愉快之後，大多數

t念包含有民族閻家

:的文化受到鼓勵保

t可以大大豐富新的

;認同的概念，不僅

:人價值觀的同時能

;中一些人如何有可

‘認同。憑藉這個概

i意接受當地的國家

策的當地國民方面，

I種程度 t仍以華人

|、澳大利亞與北美

1象，是令人感到興

旬(主要是基督教).

:為代價掌握非華語

擎的各種行為方式。

不一定都與華人的

認悶不相容，甚至最後可能會作為一種新的現代的華人文化

認同為人所接受。

五十年代的研究提出文化認同的概念，在六十年代繼續

促進我們對東南亞華人文化行為的見解和壁畫富我們的認識。

這在一些新興的並且有些不種定的民族國家，華人與當地上

層人物都需要相信-種獨立的文化認同並不與政治效忠的要

求相矛盾的情況下，尤其顯得可賞。這個概念是否能使新興

問家的上層人物感到安心，尚不敢斷育。對於許多東南亞華

人來說，這一概念則肯定使其感到寬慰，立主且有助於他們對

抗那些要求完全徹鹿同化於當地國家人民的人士，維護自己

的文化認同。@

然而文化認同的概念，在用途仁是有其限度的。通過強

調文化和避開種族來源與政治競爭等富於感情色彩的寓意，

有觀文化認同的研究並投有使那些觀察六十年代末及七十年

代初東南亞的政治、種族與少數民族集團相互間關怯的人們

得到滿足。還有，在世界其他地方，種族關係已經達到了一

個新的階段。特別與此有關的是在美國居於少數的黑人和墨

問哥裔與居於多數的自人之間關係的發展。文化上的廣泛相

似並不足以消除各種影式的歧視。種族和種族特性已經重新

登 tT政治舞台，學者不得不將這些都加以考慮。出範圍廣

泛的爭辯中產生的種族認同，對於處理當代種族關係和少數

民族問題，是一個比文化認同更為精確的概念。有些學者發

現，這對研究東南亞華人與其他少數民族也是如此。。

種族特性不比文化更易於 F定義，因為從最廣的意義上

說，它包拈人種和文化，兩者都是難以理解的概念。作者並

不擬研究與此有關的所有定義，而只是提出種族認同和文化

認同之間的主要區別。文化認同的觀念避而不談生物學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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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將注意力集中於各種價值觀念，不論是在家接相傳的

還是i通過正規教育或是沉浸於異國社會的價值觀念而獲得

的。種脹認同通常的定義包括文化認同，因而避兔了很不討

好的人種油義，但在種族特性與人種識到之間，還是有若不

容否認的聯繫。@用另一種方式來說，文化認同著重的是各

集團間最終可自文化上的改變而消除隔闋;而積脹認同則強

調那些只能由長期的生物混合來減少的各種差異，這種混合

是通過不向集團成員悶的通婚而實現的。此外，種高矢認同還

揭示身分認同與處於不利地位的少數民族的有組織行動之悶

的聯繫，因而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彰。這是由於種族一詞的含

義中，指向處於受支配地位的其他數臼較少的人民。從這個

意義上說，種族認同通常指的是為爭取法律和政治權利以至

為之而戰的那些少數民胺集團的身分認同。

現在回來再說東南亞的華人。到了七十年代，他們大部

分入都已經作了幾十年的齒，組國民，並在政治上不向程度地

歸化了。中國的事態發展可能加速了造個進程。文化大革命

對有海外關館的家庭所施行的殘暴政策，使大多數東南亞華

人i疏離了中國和共產主義，即使對這個地區的老 輩，心向中

國的華人來說，這些政策也成 f使人無法忍受的最後一擊。

當地華裔國民的歸化進程導致當地政府從另-個側重面來看

待他們。多數政府(除馬來西亞外)不再把他們與某種外部威

脅聯繫在一起，而是開始承認，他們的華人少數民族也許比

有些土著少數民族的麻煩還少些，例如I緬甸的克倫人，泰國

南部的馬來人和菲律賓衛部的摩洛人，這些民族都決心要挑

戰新的民族國家的權威。@東南亞華人歡迎這種確認，即他

們可能並不構成人們想像中那麼大的威脅。許多華人長期以

來都希望，他們的政府和那些在每個國家內外對他們持壯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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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的人，能停止照

他們可蜓的政治忠誠

注意他們作為國家做

有了這個背景，

多地討論華人種族語

少的一些國家尤其當

常在談論華人的村羊

一一這種將重點轉向

族認同成罵一個比村

的用語。因而在晚近i

種故分支，意指閩南j

身分認向的趨向，用

同、村社認悶和文化

一個有用的概括。

迄今為止的論述

並不是自為學者就這

少將這種活動與華人

強調政治

L一一一一
中閻民族主義認戶

當地國家認間

(五村
(馬來

種族(人種)認同，強調歸{

民族的法律與政治權利



論是在家族相傳的

指價值觀念而獲得

因而避兔了很不討

i之間，還是有若不

化認同看葷的是各

1; 而種族認同則強

-種差異，這種混合

此外，種脹認同還

:的有組織行動之間

t由於種脹一祠的合

E少的人民。從這個

;律和政治權利以至

二十年代，他們大部

巴政治上不同程度地

冒進程。文化大革命

使大多數東南亞華

包區的老 輩，心向中

七忍受的最後一擊。

主另一個側重面來看也

旦他們與某種外部戚

度人少數民脹也許比

函甸的克倫人，泰國

主些民胺都決心要:桃

仁迎這種確認， 即{也

響。許多華人長期以

jZ內外對他們持批評

態度的人，能停止將注意力集中於諸如他們頑強的團結性、

他們可蜓的政治忠誠和他們文化上的華人屬柱等問題，轉而

注意他們作為國家的一個少數民族的權利問題。

有了這個背景，就很容易理解:為甚麼一些學衛著作更

多地討論華人種族認間的詞題。這個問題在華人人數相對較

少的一些國家尤其普遍，但是，即使在馬來西亞一一一這襄經

常在談論華人的村社認同對馬來人多數造成政治上的挑戰

一-J這種將重點轉向華人少數民族權利的法律保護，也使種

族認間成為一個 ~t村社殼、間更易於贏取同情和較少威寓意味

的用語。因而在晚近的一些著述中，出現了使用華人種脹(或

種族分支，意指閩南人、廣府人、潮州人、客家人、海南人等等)

身分認同的趨向，用以代替本主言苗頭所述的中國民族主義認

同、村社認同和文化認同。下面的圖解可能是前此所論述的

一個有用的概括。

迄今為止的論述很少提到這一地區的華人經濟活動。造

並不是因為學者就i這些經濟活動隻字不提，而是因為他們很

少將這種活動與華人的身分認同問題直接關聯起來。

強調政治

中國民族主義認|吋

當地國家認同

[」華人村社認同
(馬來西亞)

國 11.1

種族(人種)認同，強調歸化的少數

民族的法律與政治權利

強調文化

華人“歷史"認 i荷

華人文化認同對同化一一整合的

辯論尤為手王丹j

種族(文化)認同，強調文化仁的

承傳與亞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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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了有些年青華人曾探黨能跨越種族界限的階級

認同。造些鼓動曾因建立國家的興趣和華人間化抑或融合的

爭議而受到冷落，間直到七十年代，才有更多的學者直吉反對

在東南亞華人的身分認同的研究中忽略經濟和階級干IJ誼。@

這部分地是由於六十年代世界政治中有一股強大的逆流重

新喚起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分析方法的興趣，立主批判了所有

使用上層建築模式和忽視經濟基礎的學街研究。但是對經濟

活動重新發生興趣的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可能還在於東亞

和東南亞部分地區的驚人增長率，特別是朝鮮、台灣、香港、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於是引出的問題是，在東南亞經濟迅速

發展的過程中，華商企業所起的作用與華人認向有沒有甚麼

關懷，或者更厲具體地說，對華人認同有沒有甚麼影響。東

南亞華人對以日本和美國為首的恢復活力的資本主義和世界

範闊的技術與高級金融的發展所提供的新機遇作出的反應，

比預期的尤為成功。有些學者把他們的成就歸因於廣泛的種

族和文化因素，而其他學者則認為應當提出有關華人階級認

同的些更帶根本性的問題。絕大多數東南亞華人傾向擁護

西方資本主義體制和不分種族界限接納本階級的外關成員的

熱杖，是無法從種族和文化方面作滿意解釋的。@

雖然如此，各項研究表明，階級認同這一概念純不比種

族認同和文化認同更易為人們領會。超越種族甚至國家界限，

在理論上要比實際上容易。這只能在很狹窄的領域中做到，

那是要在企業(在馬來西亞還有工會)利益能確保有闋的種族

集國都相互有利才行。如果企業長期賺錢，具有不同種族背

景的國家經濟界精英的階級利茲可能壓倒一切其他利益豆，如

果齒，士也已經具備有文化仁的融合或 定程度的同化，則更有

可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可以預期，一個國家融合或同化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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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趨向於突出造，

討論， 立在將現今正

如下:

歷史認悶，跟

在已被包括在意義

內。

中閻民族主義i

亡，如果不是實際

但在目前情況下還

村杜智、同，僅



夸越種在矢界限的階級

在人同化抑或融合的

E多的學者直吉反對

徑濟和階級利益。@

一股強大的逆流重

零趣，並批判了所有

時研究。但是對經濟

思，可能還在於東亞

王朝鮮、台灣、香港、

在東南亞經濟iß連

i!E人認同有沒有甚麼

可沒有甚麼影響。東

行的資本主義和世界

封機遇作出的反應，

長就歸因於廣泛的種

是出有關華人階級認

長南亞華人傾向擁護

拉階級的外盟成員的

露轄的。@

司這一概念絕不比種

l種族甚至國家界限，

夾窄的領域中做到，

直能確保有關的種族

主具有不同種胺背

到一切其他利益，如

主度的同化，則更;高

建家融合或間化的程

度越大，對形成階級身分越有利。不過，如果融合程度輕徵會

或如果該國政府對華裔合民有歧視的表現，就會出現另-種

階級利益，誘導華裔經濟界的精英按種族路錢與其他關籍的

華人進行生意往來。這樣一來，就會出現在整個地區，甚至

是在與世界各地的來往中，突出華人種族認悶，其結果是犧

牲了當地的身分認悶，不能與土著經濟界精英打成一片。華

人企業活動的新階段現在還只是剛剛形成，要確定其究竟朝

著哪個方向發展還吉之過旱。作者的意見是，儘管在一個圖

書長之內經濟與精英形成的階級認用可能有助於削弱華入的種

族忠諧，並懿勵融合甚至同化，但如果階級認同要對這個地

盟的民脹摺家體揮長遠意義，就必須向時進行政治和社會變

革，以便攜步地削弱華人的種族認同。

探討華人身分認同問題，顯然存在若不同的途徑。作者

已經指出的是，各種學衛分析如何在不同時期攬著環境的變

化而趨向於突出這個或那個概念。現在就此概括一下前此的

討論，並將現今正在變化中的東南亞華人身分認同狀況描繪

如下:

歷史認悶，源出華人自古流傳至今的價值觀念，但是現

在已被包括在意義更為廣泛且更為有用的文化認同概念之

內。

中國民族主義認間，早已式傲，在大多數國家內正在消

亡，如果不是實際上已經滅亡的話。復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在目前情況下還是極小的。@

村社認悶，僅限於馬來亞/馬來西亞，但通過地方自治

第十一輩 東南~2華人的身份認同之研究 245 



主義取得政治影響力的道路可能越來越艱辛。在重大壓力下，

村社詔同或可為含義較中性且不太偏澈的種族認同的概念所

代替。

觀眾(當地)認悶，現在對絕大多數東南亞華人而古巴屬

平常，是他們中間現在流行的所有認間組合的一個重要部分，

但在這個階陵，仍被認為是相當於法律和政治地位，僅作為

政府或官方專用。

文化認間，已經吸收了傳統的歷史認同。它現在仍然是

所有概念中最為靈活的一個，但對那些規種族根源作為認同

觀念的決定因素的人來說，它並不那麼有用。

韓東英語、間，在種族根源遠點上修正了文化認同。它在爭

取少數民脹合法權利的門爭中，更具體地傳達了政治目標的

思想，是在當前國際輿論中更有可能博得同情的概念。

階級認間，有賴於跨越種族界限。它正在形成中，而且

從長遠看，對大多數華人來說，很可能成為必然的取向，但

是在現階段，它不能不依附華人的種族認同，雖然種族認同

正為其他要求融合或同化於新聞家的政治和社會壓力所削

弱。在其他情況下，華人就可能向跨越國界的外國人，特別

是外國華人的階級利益在尋找認悶，這就會成為許多民胺國家

的不穩定因素。

上面是用列舉的方法組述各類身分認同，可能給人以這

樣的印象，即它們當中的每一種都是各自分立的，而“正在

246 中屬與海外華人

變化中的華人認同"自

悶。事實顯然並非如

有些是如何相互重送1

代替，從而有助於學

念都輯或多或少地有

一個概念都不足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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悶。

11. 3 多重龍、肉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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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千差萬別。@因此，

性而又不損及這些社

念的結合集中在一 t

(multiple identities) 

這樣一種處理問

個時問具有一個以上

是四十年代以前的那

有雙重認間，他們在ι

那種情況只不過是名



辛。在重大壓力下，

陸族認同的概念所

詞亞華人而言已屬

「的一個重要部分，

政治地位，僅作為

同。它現在仍然是

種族根源作馬認同

用。

文化認同。它在爭

傳達了政治目標的

同情的概念。

正在形成中，而且

為必然的取向，但

同，雖然種族認同

台和社會壓力所削

界的外國人，特別

成為許多民族國家

同，可能給人以這

l 分立的，而“正在

變化中的華人認同H即意昧著從一種華人認間變為另一種認

悶。事實顯然並非如此。作者曾再三指出，這些身分認同中

有些是如何相互重逞，和有些概念為甚麼為一些新的概念所

代替，從而有助於學衛分析。現在要說明的是，所有這些概

念都曾或多或少地有助於我們對東南亞華人的理解，但任何

一個概念都不足以表達i這個地臣的華人身分認向的權雜狀

況。更接近於現實的情況是，東南亞華人具有多重的身分認

同。

11. 3 多重認同的研究方法:繞範和標準

現在應該已經清楚的是，任何東南亞華人認同的觀念都

是難以提摸的。迄今為止所使用的每一個概念，只適合於某

些民族問家的某些集團，而且只是在某段時期適用。藉助使

用不同的概念，各種學衛著作都曾力求做到更為準確，從而

大大地充實了我們對造一地區的各華人社會其複雜性分崩離

析的情形的暸解。與此同時，這些著述為我們描繪的社會面

貌也可能遠比這些社會今日和昔日的實際情形更為支離破碎

和千美萬別。@因此，有必要找出其他的方式來描述其複雜

性而又不損及這些社會的完整性。為Jlt目的，可以把不同概

念的結合集中在一起，這樣就可使我們能通過多重認同

(multîple îdentîtîes) 清個觀念來處理整個問題。

這樣一種處理問題的方式是假定任何個人或集團在!司令

個時間具有一個以上的認同是完全正常的。作者所指的救不

是四十年代以前的那幾十年的情況，當時東南亞華人似乎具

有雙重認同，他們在中國是中國國民，在國外又是外國國民。

那種情況只不過是名義上的區別，很少能說明他們自己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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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認同意識。然而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情況大大改變。

作為新成立的民族盟家的公民，大多數華人都在取得當地圓

家認同的同時，慢慢地放棄了他們的中國民族的認同。與此

同時，他們更加意識到自己作為華人的文化認悶，而且他們

之中的有些人還對自己的階級(主要是 r+'產階級)利益變得更

加散感起來。一些作為其當地國家認同一部分的階級認同開

始形成。但是由於種族的因素還無法消失，就有必要提出種

族認同的觀念來設法解釋近年的發展。這四種認同的每一種，

不論其為國家、文化、階級選是種脹，都有時被用來作為代

表華人身分認i司的一種新方式。不過一般說來，人們也都承

認，絕大多數華人可能每一種認同特徵都有一些，而這監概

念沒有一個足以表達實際上是多重認同這個混合體的全部意

義。當然，並不是所有華人都有相同程度的各種認同特徵，

我們也不可能預期這些概念在那些意識到它們存在的華人身

上都有者同樣的份量。但是我們對當今東南亞華人的暸僻，

足以使我們相信他們之同時具有 個以上的認同特徵是司空

見慣的。

我們如何能對這種取得並保持多東認同的過程加以概念

化?要探討這個問題，可以通過規範的觀念加以研究。所謂規範，

作者指的是對 個蒙體的成員都具有約束-力，當即以指導、支

配或調節他們的行為的那些標準。這樣的規範存在於迄今為止

所使用的各種認同概念之小，而以上所述的每一種認同都是以

接受一組特定規範為根據的。就作諧的目的而育，將把當今決

定東南亞華人認同的主要規範斟分為四種類現。

自然規範

就華人而盲，這些規範是經由內部通婚決定的。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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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撞車昏引起種族血撮i

不像它們聽起來那1

導的思想原則，從}

一條件是華人父親)

親為非華人的子女

婚所生第一代以後，

這些白然規範有

孤芳自賞一一一如果

度。造些影響著文

為是文化規範。@當

血緣純潔的神秘色

規範是起支配作用 I

自然規範直接{

些情況下，是決定1

想、意識上來表達時，

悶，時它們所激發t

每每個東南亞國家1

決於自然規範的標i

2 政治規範

現代的政治規J

間家建設任務的承

權理想。實際上，

悶的象徵與體制為

互相為用的君主政

上。在緬甸、印尼

居於中心地位。在



情況大大改變。

人都在取得當地盟

民族的認同。與此

化認間，而且他們

主階級)利益變得更

一部分的階級認罔聞

_.就有必要提出種

羽種認同的每一種，

:有時被用來作為代

t說來，人們也都承

l有一些，研單些概

i個混合體的全部意

:的各種認同特徵，

l它們存在的華人身

:南亞華人的瞭解，

:的認同特徵是司空

:悶的過程加以概念

J[]以研究。所謂規範，

力，並用以指導、文

見範存在於迄今為一1 1-

句每一種認同都是以

向而盲，將把當今決

{型。

通婚決定的。內部

過婚引起種族血緝純正的模糊思想。實際上，這些規範並

不像它們聽起來那樣絕對，而常常從屬於有關男性血統主

導的思想原則，從而允許異族通婚所生子女被視為華人一

一條件是華人父親所生。如果環境許可，母親聶華人、父

親為非華人的子女也同樣可被接納。不過，父母為異族通

婚所生第一代以後，按規範就需要重新聞到華人族內通婚。

這些自然規範有辛苦其他意識形態的影響:它們會引起草人

孤芳自賞一一一如果不是還有種族優越感的話一一一的偏執態

度。這些影響著文化和社會價值觀念的態度，常常被誤認

為是文化規範。@當然，文化規範能略加強思想上有關種族

血緣純潔的神秘色影，但是有必要直到一下，這里哪一組

規範是起支配作用的。

自然規範直接促成華人種族認同的敏銳意識，而且在有

些情況下，是決定種脹認同的必要因素。當這些規範是從思

想意識上來表達時，它們就能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華人文化認

間，而它們所激發的支持少數民族權利的政治活動又能影響

每一個東南亞國家中間家認同的發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取

決於自然規範的標準起悶，就屬於種族認同。

2 政治規範

現代的政治規範係指政治上效忠國家的思想，投入各項

閻家建設任務的承擔與參與，以及忠於常常是作為背景的民

權理想。實際上，這些規範是以不同的力一式表現出來，以不

同的象徵與體制為中心。例如，在泰國、馬來西亞和文萊，

互相為用的君主政體和間教(佛教或回教)凌駕於世俗規範之

上。在緬甸、印尼和驢南，革命及其象徵對於決定政治規範

居於中心地位。在這些國家中，華人與其他“外來"的少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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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雖未完全被排除於這些核心原則之外，他們承認政治規範

主要是由處於支配地位Tfô通常是土著的多數民族集團來決定

的，這些人控制著新聞家的政府。他們也明白，由於東l有亞

各國各異不同特性，這些規範一般都會受到挑戰。所以，他

們學會了不把這些規範看成是約定俗成的，而是看作實際上

是通過法律或國家的強制權力推行的政治措施。

圖1 1. 2 

經濟規純

一、1 、
|朕 I ", 
八.、

~ "、
c，一τ一- U] "8 

自然規範

一一→壓力方向

企n僅一組規範居支配地位，即為標準認同。另外亦

有代表多重認同組合的標準認同，例如，種族為B干11

C，國家為C和D，階級為D和E，文化為研悶。

A 等距，因此沒有規純的壓力，即最終的多重認同。

常見的多重重認問:

B+c，十 e，=種族及文化

C十 d】十 b，=國家及梅族

。 +c2+eZ=階級及國家

E十 d2 十 b2 =文化及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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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摺家腫定單

期望這些規範會有回

種直接威齋。第一智

力量會從內部削弱環

治勢力。造些勢力防

擠，又可宣傳超越嶺

上層精英的權力提6

上下體制的擁護。主

作者所謂的國家認戶

3 經濟規範

這些規範保指另

厲標準(遣軍與政治

與追求利潤的標準。

的影響就有些觀澀H

是支持國家認同的巨

數民族那樣強有力白

是這些規範中最為主

映階級利益的規範，

範能移直接影響階章

的國家諒同，或是拉

看， 一種對階級認F

華人的各種認同意畫

畫詞，經濟上的成就正

人種族認同的存在，

大多數東南亞國家，

上主張階級利益。:



他們承認政治規範

數民族集闡來決定

明白，由於東南亞

到挑戰。所以，俑

，而是看作實際上

措施。

)一文化規範

5標懲認同。另外亦

'倒如，種族為B和

文化為日悶。

甘多重認同。

新興國家瘟定政治規範是用來促進新的國家認同。人們

期望這些規範會有助於保護這樣的民族國家抗拒本地區的兩

種直接威脅。第-種威脅是強而有力的當地種族認同，造股

力量會從內部削弱新的國家。第二種威脅是外部的經濟與政

治勢力。這些勢力既可通過大規模的資本投資來支配國民經

濟，又可宜傳超蘊聞界的工人階級團結的思想來(ri]新興國家

上層精英的權力提出挑戰。@因此，政治規範需要得到國家

上下體制的擁護。直接以這些規範來決定的標準認同，就是

作者所謂的間家認同。

3 經濟規範

這些規範係指那些影響國民經濟實施的現代理性能的行

為標準(遣軍與政治規範有重退)以及那些調節每個集厲擇生

與追求和j潤的標準。但是在這樣廣泛地解釋時會它們對認間

的影響就有些艱澀而且不移清楚。我們需要集中注意那些或

是支持國家認同的成長的規範.或是反映像這個地矗華人少

數民族那樣強有力的經濟活動參與者的文化價值的規範。但

是這些規範中最為突出的或許就是那些與階級利益有關並反

映階級利益的規範，這些利益直是不分種族與國界的。這種規

範能移直接影響階級認同意識，但當一不一定會妨礙正在形成

的國家認同，或是削弱殘餘的華人文化認同。當然，從長遠

看， 品種對階級認同的強烈信念，能移削弱東南亞華人作為

華人的各種認同意識。但是一所抄及的還有其他可變因素。例

如，經濟上的成就口I能有賴於華人文化價值的傳承，以及華

人種族認同的存在， i1ñ這些又可能超越階級利益。而且，在

大多數東南亞國家，華人中工人階級過少，無法在這個層坎

上主張階級利益。性有一工人階級，這個地區和其他地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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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北美和澳大利亞)華人的中產階

級經濟規範就有強化華人屬性的趨向。只有內部的強大政治

壓力，和能從外部動員華人技衛力量為他們的利益服務的強

大的跨國公司組織，才能阻止這種華人認同東山再起。作者

認為，無論經濟規範的壓力趨向何方，它們將要塑造的標學

認同就是階級認同。

再 文化規範

廣義而盲，這些規範包括國家和社會中影響每個人整體

的價值系統的任何事物(包括政治和經濟規範)。在這個廣泛

的意義上，它無助於我們理解大多數的東南亞華人，這些人

還投有達到被同化到否認其華人屬性和接受新的民族國家的

全部政治和經濟規範的程度。作者倒是情願從狹義上解釋文

化，將其集中於兩類規範。第一類是華人認為作聶華人，對

他們具有約束力的華人文化規範(甚至當他們無法達到時也

是如此)。這些規範包括學習華文，維持家庭關係(特別是通

過遵從有關生育、婚、喪的規範來維持).以及對宗族、地

域及其他加強華人社會聞結的類似組織的支持。第二類是擎

人認為有用提有1必要接受的那告現代文化規範。這些規範包

括華人社會以外的教育標準和職業結構，還有非華詣的外語

技能，甚至還組括宗教皈依及所有各種反映多樣化社會複雜

性的社會習俗。

華人對這兩類規範重視的程度顯然是不同的。在大多數

東南亞社會中，華人在對這兩頓規範的倚重倚輕 f二，是有相

當自由的。如果他們想要表明自己作為華人的文化認同，他

們就會對基本的華人文化規範更加予以重視(間 1 1. 2 中之

bz ) 。如果他們自信那些最低限度的基本規範足以保持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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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但在現階段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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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實利規範則對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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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規範形成的標準言

現在回來再說三

每一種都是以上面巨

文化四種認間的混至

種多重認同的理想，

因此是不受那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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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華人的中產階

可內部的強大政治

勻的利益服務的強

司東山再起。作者

可將要塑璋的標準

h影響每個人整體

範)。在造個廣泛

局亞華人，這些人

是新的民族國家的

頁從狹義上解釋文

里寫作厲華人，對

包們無法達到時也

庭關係(特別是通

以及對宗族、地

E持。第二類是華

更範。這些規範包

蓋有非華語的外語

是多樣化社會複雜

、悶的。在大多數

E倚輕上，是有蚓

、的文化認同，他

監視(圖 11.2 中之

1範足以保持他們

的華人屬性，那麼，他們就會更加注意可能有助於他們獲得

搞改善專業職務和提高社會地位所必須具有的較高技能的那

些現代賞和j規範。無論如何，許多華人實際上都會將這些現

代規範看作是或多或少屬於華人的規範，因為對世界各地的

華人來說，它們都是可以接受的，並且可以被看作是在加強

現代中國文化，而不會對基本的華人規範造成威脅或干擾。

在最後這一點上，從長遠看，華人可能對其作用作了錯誤的

估計，但在現階段要對其結局作出預測選為時過早。

兩類文化規範在形成華人文化認同的意識上都起看-定

的作用。不過其重點之不同意昧著對於那些對自己的積宜生認

同極為自覺的華人來說，基本的華人規範更具有約束力，ffi]

現代實干IJ規範則對那些種族意識並不強烈但又急於迅速取得

社會及經濟成就的人們更具吸引力。但是，最最明顯地自文

化規範形成的標準認悶，當然就是文化認悶。

現在回來再說多重認同的觀念。常見的多重認同辛苦四種，

每一種都是以上面所解釋的作為標準的種脹、國家、階級和

文化四種認同的棍合作為基礎。從理論上說，還存在辛苦第五

種多重認i司的理想，即最終的多重認同，因為它是等距的，

因此是不受那些標準認同 (normative identity) 影響的，但

是想來這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在國 1 1. 2中試間表明的是，

這四組規範相互間的關侮，以及它們可能影響華人獲得多重

認同的方式。

從這個圖解中，顯然可以看出，標準認同這個觀念是用

來使各種多重認同具體化。這樣一來，種接認同就成為那種

主要受臼然規範影響，但也受政治和文化規範左右的各種認

同結合而成的標準認同，等等、等等。但是作者並不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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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生活中，這些認向都像圖中所顯示的那樣輕齊和具有

相等的重要性。這里所指出的是，華人可能找到自己所處的

位置， i畫是由於華人技到7對關已具有約束力的規範，雨如

果他們要改變的話，又向甚磨方向改變，以及他們如果對其

他規範一一一這些規範使他們受到華人屬性較少或非華人的各

種韶闊的約束一一作出反應，將移到主要歷新的位霞。

例如，如果我們假設所有華人在成長過程中接受以自然

規範瑪依據的種族認同，他們之後就可能在華人文化規範較

強的環境中受教育，或被送人完全不用筆語的國民學校。他

們可以保持他們的種族認悶，但這種認同究竟會因華人文化

而得到加強並反映出對政治規範(位置B) 的敵棍，還是被轉

變為以人籍間的國家為榮(位置C) .則有賴於每一華人社會

所面臨的選擇機會。對有些華人來說，存在著中間的位置，

在這樣的位置上，作為規範的種;接認同決定著一切，即這種

認同是如此強烈，或是它的種族界限是如此為其他種族集團

所規定，以致有關華人只會接受華人文化規範，並對政治規

範只作最低限度的承諾。然而對其他許多人來說，他們的生

意或職務上的利益引導他們還守不分種族和文化界限的經濟

規範。這裳，他們要選擇，就是說，恤們是通過強調自己的

華人文化認伺(沿著從位置B到位置E的路錢)來這樣做，還

是通過強調自己的政治忠誠並謀求國家的支持(沿著從位置

C到位置 D 的路錢)來這樣做。

從觀察過去二十年中東南亞華人的經歷來看，作者願意

指出上述各例如何能符合那裹的…些社會集閣。是主先從完全

沒有代表性的新國家新加坡開始。這是唯一的通個國家:其

中所有的多重認同都可在同等程度上共籽，而白干眾多的華裔

公民(佔人口的百分之七卜五以上)都口I以與來自所有規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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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量等距而向闡仁

性。它不是一個新要

以來，強有力的問4

的過激行為的干擾。

同是以強有力的規

置) o@ 

至於那些較大自

家，它的華人人口頭

遵循文化認同的路1

路錢 (C 到 D 的位置

人口中少得多的華j

它有嚴格的歸化法手

館。從那以後，情打

蘊贊成國家認同的j

直都不那麼嚴格. fí 

口多數的華裔公民列

選擇。唯-的複雜，七

像中不時泛起的無;

尼所提供的是最最主

政治規範對具有中區

極少有選擇的機會。

的水平，而標準的區

面，華人人口中的主

資格。對這些人來青

得成就仍然是他們自

這些評論只能主

適用於對東南亞華J



;的那樣整齊和具有

，能找到宿己所盟的

i束力的規範，而如

以及他們如果對其

較少或非華人的各

新的位置。

過程中接受以自然

在華人文化規範較

譜的國民學校。他

究竟會因華人文化

的敵視，還是被轉

韻於每一華人社會

在幸言，中間的位置，

定著一-切，即這種

此為其他種族集團

現範，並對政治規

人來說，他們的生

和文化界限的經濟

是通過強調自己的

綾)來這樣做，還

支持(沿著從位置

藍來看，作者願意

美國。五主先從完全

一的一個國家:其

而且眾多的華裔

趕來自所有規範的

壓力量等距而向圖中的位置A靠近。@另外，泰國也設有代表

性。它不是一個新興的民接劉家。在這個盟家中，一個世紀

以來，強有力的同化政策使其兔遭二十世紀中國的民接主義

的過激行為的干擾。對大多數泰籍華人來說，他們的多重認

向是以強有力的規範的國家認同厲指導的(即 C 和 D 的位

置) o@ 

至於那些較大的民族國家，馬來西亞是個較為突出的國

家，它的華人人口眾多，提供了作出真正的選擇機會:究竟

遵循文化認向的路錢 (B 到巨的位置) .還是遵循國家認闊的

時錢 (C 到 D 的位置) o@由於十分不闊的原因，草種賓為官

人口中少得多的華人提供了類似的選擇機會。這主要是因為

它有嚴格的歸化法律和它在1975年之前與台灣的異常緊密關

舔。從那以後，情況一直在變化，年輕一代的華人可能越來

越贊成國家認同的路錢。@就緬甸和越南而苦，種族界限一

直都不那麼嚴格，同化主義的政策較易推行。顯然，對佔人

口多數的華裔公民來說，長期以來就已接受了國家認同這一

選擇。唯一的複親情況是由這些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

館中不時泛起的無從預料的緊張狀態所引起的。@最後，印

尼所提供的是最最複雜而且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景象。 方面，

政治規範對具有中國血統的人民來說是如此重要，以致他們

極少布選擇的機會。達到華人文化規範的可能被限制在最低

的水平，而標準的國家認同成了所有人的首要標準。另-方

面，華人人口中的半數屬於異國人，因而不能取得印尼公民

資格。對這些人來說，通過文化認同的道路來維持生存和取

得成就仍然是他們的唯一選擇。@

這些評論只能是簡短的，只是為了說明這些規範如何能

適用於對東南亞華人多重認闊的研究。這一研究方法在實地

第 1戶一輩 東南亞華人的身分認同之研究 255 



研究中是否有用，還有待從實踐中加以檢驗。不過作者確信，

j通過規範這個觀念和標準認同的概念，我們是能移描繪出決

定多重認向去向的各種壓力的。希望這條理路能使得我們更

進一步理解東南亞華人身分認同的性質。

@“華人屬;性"並不比“華人的身分認同"更易於界定，所下定義也往往

是向義反薇。{旦兩者至少都含有能為人指出的具體形象，而“身分"是

抽象的，中國人在過去一二十年之前對此還沒有找到適當的用詞。 這個

專用名詞現在譯為“認肉"其意義為“認明與其相同的"但在平常談

話中尚未通用。

@社會科學的現代研究方法(包括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源出茵歐和北美，因

此可以說是“西方的"。在本文中，已將使用這些方法研究東南亞華人

的中國、日本和東南亞學者均包括在內;他們當中大多數過去三十年中

或曾在高法接受訓練，或受教於曾在i!!l方求學的人士。他們的研究成果

迅速增加，許多重大貢獻首先出自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其次出自社會

/文化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在本文中.我顯然是深受社會/文化人類

學家像弗眾德曼 (Maurîce Freedman) 和新金納仙也 Wîllîam Skînner) 

以及他們的弟乎的影響。這 傳統的最近成果有L. A. P. Goslîng and 

Lînda Y. C. Lim (ed.),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Sîngapore: 

Maruzen As îa, 1983) 書中的 些文章，特別是其卷二 Identi句，

Culture and Politics 

G)也許:“傳統華人"的認同較易為人itE 淆， f日“歷史的(認同)"則可避免

立即非要界定和J謂“傳統"與何謂“華人"的困難。“歷史的"帶有中性

盒昧，就像“文化的" →樣， fèl.強調的是過去的文化價值和象徵。

@正如下文將要表明的那樣，提出多重認同，意思並不是多種種族特性或

多重種族認同，像有蓋一泰及其他混合的種族標簽;我也不是在講誠如j種

族的種類或!替 15;:。多重認同並不是環境認同，或替換認祠，即那種人們

可以變換或可要可不要的認同。作者所說的多重認同是指同時存在的許

多種的認間，如:種族的、國家的(當地的)、文化的和階級的認同。

@我將“種族集團"一詞較廣泛地用於丟在謗、馬來語、印度話，而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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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red Blake, Ethnic C 

Toω丹 (Honolulu: Univε 

像街兩話、廣府話等一

Judith Strauch , Chines. 

bridge , Mass.: Harvard 

@我認為，這種“歷史的

和二1 世紀初這時期

最為生動的形式，在大

堅持這種認同。

Q)1920-1945年這時期，

知的。其中大部分是

Chinese in Southeast ) 

1968), pp. 586吋10所謂

該地區任何一個間家1

“Sources , Agenαes anl 

ism in Malaya, 1937心 E

@在有關中國民族主義和

了絕大多數人的注意，

(Gene Z. Hanr甜甜)、

的著作。最近一部研實

Red Star 0υerMalaya 

the Japanese OccupatJ 

Press , 1983)。

@這里將其稱之為“造有

少能說清他們到底是組

(大部分是土著)一方。

但他們的人數太少，事

Politics in Java. rev. e, 

pp.156-168. 

(均請特別參閱珀寒爾(\

Vasíl) 等人的早期著你

華人的村社認同則是I賞

。這裘我得益於斯全 i

Chinese Society in Th 

nell University Press 



驗。不過作者確信，

:們是能移描繪出決

t理路能使得我們更

界定，所下定義也往往

體形象，而“身分"是

找到適當的用詞。這個

主相問的"但在平常談

n 草草也西歐和.:lt;笑， 因

些方法研究東南亞華人

中大多數過去三十年中

人士。他們的研究成果

治學家，其吹出自社會

是深受社會/文化人類

句 (G. William Skinner) 

(f L. A. P. Gosling and 

least Asia (Singapore: 

IJ 是其卷二 Identity ，

1 史的(認詞)"貝'1'可避免

躁。“歷史的"帶有中性

文化價值和象徵。

並不是多種種族特性或

我也不是在講誠如l種

發換認闕，即那種人們

認同是指同時存在的許

色的和階級的認同。

E語、印度語，而不像

C. Fred Blake , Ethnic Groups and Social Change in a Chinese Market 

To山口 (Honolulu: University o! Hawaii Press，的81) 一書中那樣，用於

{象閩南話、廣府話等一些個知l吉普艾。對於後者，我使用“種族分文"從

Judith Strauct豆 ， Chinese ViIlage Politics in the 品1alaysian State ( Cam 

bridge ,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1), pp. 83-84。

@我認為，這種“歷史的"認同，存在於所有自稱是華人的人。十九世紀

初二十世紀初這一時期，可以在馬來亞的杏谷和爪哇僑生華人中找到其

最為生動的形式，在大部分華人特徵已經喪失的情況下，那裹的人仍在

堅持這種認同。

01920-1945年這一時期，海外華人有關民族主義的著迷卷軟浩繁是人所共

知的。其中大部分是用中文和日文寫的.兒 Victor Purcell ,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且， 2nd 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68), pp. 586-610所教 Hugh D. R. Baker 編黨的書臼。迄今為止，對

該地區任何一個國家所從事的最詳盡研究當屬 Stephen M. Y. Leong , 

“Sources , Agencies and Manifesta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

ism in Malaya, 1937-1941" (Ph. D Thesís , UCl人 1976)也縮微膠卷。

@tE有關中國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問題上，馬來亞由於明顯的原因吸引

了絕大多數人的注意，出版了許多政治研究的辛苦作，著名的有漢拉恩、

(Gene Z. Hanrahan)，臼魯偶 (Lucian W. Pye) 和i 肖特 (Anthony Short) 

的著作。最近一部研究年輕華人的魚色的論途是 Che曲 Boon 約le呵，

Red Star Over 九1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iict During and A舟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 1941-1946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CÐ這裊將其稱之為“追尋"是因為那些認同早期反鐘運動的年輕華人，很

少能說清他們到底是站在新的土著民族主義刃，還是站在受壓迫大眾

(大部分是土著)一方。印尼的民族主義也在三十年代吸引了一些華人，

但他們的人數太少，無足輕霆 Leo Suryadinata , Peranakan Chinese 

Politics in Jav且， rev. ed. (Singapore ,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1981) , 

pp.156-168 

@請特別參闊的塞爾 (Victor Purcell)、拉特曼 (K. J. Ratnam)、瓦斯 (Raj

V品il) 等人的早期著作。在這些辛苦作中，地方自治主義是關鍵名鼠，而i

華人的村社認同時j是 rtiJ 馬來人提出分享權力要求的基礎。

。這襄我得直在於斯金納 (G. William Skinner) 的著作，尤其是他的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Ithaca , N. Y. :Cor 

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126-154; 及其“Change and Pers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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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e in Chinese Culture Overseas: A Comparison of Thailand and 

Java" , Journal of the 50uth 5eas 50cíety 0訶洋學報)， 1960, pp. 

86-100。我在這襄僅用同化與融合，未汗i文化移植:技認為融合就包括

了文化移植， fE!將軍重點放在認同新興民族獨家。

。壓力最大的地方是印尼，而華人的反應也特別使人感到興趣。參閱 leo

Suryadinata (ed.), Political Thinking of the lndonesian Chinese, 1900 

1977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1979) 書中摘錄的中國

民族主義者，多元論者與同化論者的論文，見該書頁83-159。

@R. A. Schermerhorn , Comparative Ethnic Relations: A Framework for 

Theory and Rese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hoenix 

edition , 1978), pp. xiii-xxii 的新序育中，可以找到有關於穫族關係和對

政治重新發生興趣所作的簡短而有力的評論。就東南亞而言，政治在馬

來西亞(例如 Cynthia Enloe 的著作)，長久以來曾被作為村干士政治加

以研究，但政治中的種族特性在其他東南亞國家中，只是到後來才成為

該地區一個焦點來注意，著名的有 50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50口al

Science (特別是卷的，第 1 期(1 982) “ Ethnicity in South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Ethnicity and Development Newsletter (Singapore , 1977 

-81) ，和新加坡 Institute of Southea~t As ian Studies 的各種山版物。

@巴斯 (Frederick Barth) 所使用的種族界限量~J 分方法和幸的蓋達(Judith

Nagata) 有鞠環境認間的討論，在消除區別種族認同與文化認間的困難

上，是非常寶貴的。種族特性不單單依賴於人種或生物學上的遺傳.但

人種識別的表現，或“原始的情感.. (c. Geertz) 依然是穫族認同必不可

少的部分。 F.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Boston: lit

tle Brown , 1969), pp. 9-38; J. Nagata,“What is a Malay? Situational 

Selection of E出nic Identity in a Plural Society" , American Ethnologist, 

yz (1 97吐)， pp. 331-350 以及Clifford Geer缸，“The Integrative Revolu. 

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New States" , in C 

Geertz (ed.) , Old 50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O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N. Y. : Free Press , 1963)，帥. 105 一 157。雖然我並不是

在具體地描述種族集閣， f且還是受 r Charles F. Keyes,“Towards a 

New Formulation of the Concept of Ethnic Group" , Ethnicity 3 (1 976): 

pp. 202-213 文的很大影響。

@這些少數民族符合泰勒 (Robe叫 H. Taylor) 有關“種族集囡"所鍵的“那

些超出宗教、文化或民族的正統觀念草草園的人，他們沒有壁畫格分享作為

上帝選民的利益.. (“Perceptions of ethnicity in the politic of Burm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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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n of Thailand and 

詩洋學報)， 1960: pp. 

也我認為融合就包括

人感到興趣。參閱 Leo

明白ian Chinese, 1900-

19) 書中摘錄的中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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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cago Press , Phoenix 

、IJ 有關於種族關係和對

R陶亞而苔，政治在馬

E曾被作為村社政治力日

札只是到後來才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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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in Southeast As ia") , 

etter (Singapore , 1977 

lies 的各種出版物。

方法和l納蓋達 (Judith

E向與文化認同的因蓋在

立生物學上的遺傳，但

在然是種族認同必不<iT

mdaries (Boston: Lit-

a Malay? Situational 

1merican Ethnologist, 

e Integrative Revolu心

n New States" , in C 

)uest for Modernity in 

l 一 157。雖然我投不是

F. Keyes , "Towards a 

,", Ethnicity 3 (J 976): 

種族集關..所鍵的“那

Z們設有資格分享作為

he politic of Burma"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10/1 (1 982): 冊。 7-22，腳註

19) 。蓋在人在其他方面是令人煩惱的:他們習慣於城市生活.在政治中心

即各個首都，人數尤多，由於有很強的競爭能力，能對土著精英的經濟

利益構成威勢。但是他們並不是中闋的代理人:對於1955年中蠻對海外

華人在政策上的改變的作用，以及這一政策改變如何在文化大革命前十

年中為東南亞新興國家緩解了“華人問題..並未得到足侈的重視;

Stephen Fitzgerald , China and the Ouerseas Chinese: A Study of Pek

ing's Changing Policy, 1949-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2), pp. 107及其後諸頁。當然，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多數東南

亞華人都函中國國內各種過激行為而對中國日漸疏遠了。

@有關殖民時代後的東南亞 Hans-Dieter Evers 在他主編的 Moderniza

tion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3), pp. 

108-131.議慎地探討了“Group Con !lict and Class Formation in 

Southe品t Asia" 這一主題。但對馬來西更重新發生研究興趣，實際上

是在1975-1976年關始的(見B. N. Cham 的文章，我 Journal of Contem

porary Asia. 5/4 (1 975): pp.446-61，和 Michael Stenson 的文章，載

Bu/[el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古 1976年是月)。又見 Michael Sten

son, Class, Race and Colonialism in West Malaysia: The lndian Case 

(S 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0) , pp. 192-210，有關

1957-1969年這一時期，以及Loh Kok W曲，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Uni吵

吵的 Malaysia: Reform and Conflict in the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令

tlO月， 1971-1973 (Singapore: Maruzen As泊， 1982)。

。將種族特性與經濟活動聯繫在一起的可貴努力，見於Linda Y. C Lim 

and L. A. P. Gosling (eds.) ,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且， Vo l.l (Sing

apore: Maruzen Asia, 1983) 中的幾篇有獨立見僻的文章;尤其值得一

闋的是 Linda Lim 的傑出序言，見頁1-29。

@關於這些“現J兒"的比較，兒我1979年的評論，“China and the Region 

in Relation to Chinese Minorities" , in Wang Gungwu ,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ínese (Sydney: George 

Allen & Unwin , 1981), pp. 274-285; 及我 1984 年的評論 "External

China as a New Policy Area" , Pacific Affai月， Spring 1985，及本書第十

二章。我認為在當前以市場為導向推行經濟現代化在中國已居於最為優

先地位的情況下，中詞與東南亞華人的關係可能變得更為複雜微妙，但

是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可使在中國已不再合法的中國民族主義在東南亞有

復活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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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種族分文的問個最近的例子是 Wolfgang Moese. Gottfried Reink

necht and Eva Schmitz-Seisser 的詳鑫敘述 Chínese Regíona的m tn 

West Malaysía and Síngapore (Hamburg. 1979)。與之形成對照的是

Judith Strauch. 的/lage Politícs. pp. 99. 153-159及 169-1汀，和 Loh Koh 

W曲 . Chínese Uní吵. pp 鈞一吐4及 71-82. 他們認為政治上的種族特性現

在已超越“地區性的"或種族分文的差異。由於其他社會的和經濟的原

因，這在新加坡也是一樣 Cheng Lim-keak. Socíal Change and the 

Chínese ín Síngapore: A Socíoeconomíc Geography ωíth Special Refer 

ence (0 Bang Structu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íty Press. 1985). 

pp. 166 一 200。

@這些態度明顯地來自種族血緣純潔的概念，在這莫屬於自然規範。它們

與出於文化成熟和修養概念的態度不同，後者應列為文化規純。

@表面上看來，這意味若資本主義威脅緬甸和越南等國家的生存與共產主

義威脅東盟六國每個國家的生存。但以關家主權利非屬生存問題而苔，

前者同樣可以受到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取國和敵闋的威脅，而後者同樣

可以受到資本主義友邦和較大的跨國公司的威脅。

@“Why Should a Chinese Look for Chinese Identification in Singapore?" 

(Sharon A. Carstons. Chínese Assocíatíons ín Singapore Socíe紗.ISEAS

Occasional Paper. No. 37. 1975. pp. 17). 這個問題可在幾個層次上作

的回答。在 個層次上的答案是.新加坡不是 個華人國家，只是在“馬

來"世界中具有華人多數的城邦。在另 個層坎上，新加坡籍華人過於

接近馬來商亞絡華人(還有 些印尼籍華人)，以致不能不作為一個華人

認同受到攻擊的人民與馬籍業人具有同樣的關注。在又是 個層坎上，

新加坡的“多種族主義"玫策(與英國的殖民主義相似?)不允許華人忘

掉其華人屬性 (Geoffrey Benjamin,“The Cultural Logic of Singapore's 

Multiracialism" , in Riaz Hassan (ed.) , Singapore: Society ín Transítíon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6) , pp. 115-133。而且另

有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有關加強華人認同的政府政策，以作為“反對社

會反常的提蜂" (John Clamm肘，“Chinese Ethnicity and Political Cul

ture in Singapore" , in Gosling and Lim (ed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悶. Vol.刊， pp. 266-284) 。儘管如此，我還是要指出，如果新加坡的非

正在人鄰國允許其繁榮成長並感到放心，它的華街公民將趨向不偏不倚的

位簣，問時具有所有四樣認同。那些朝A的位置移動的人，在種族上將

仍是華人，在政治 t是忠誠不二的國民，關心他們的階級利益，並具有

一種混合了基本和實用的共|司文化價值。最近的一篇文章頗有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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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位霞上的小資ì1i階級著

@說他們的選擇機會是真t

in Southeast Asía 一書哥哥

章中看出，其主要作者

Koh W曲， Donald Nonin 

最近的一次研究. H: 

Malaysía: Politícs in a D 

1983)，對馬來西亞政府

大加批評，但它證實多重

路，是從 B的位最到 E 自

第八孽，頁15。一 194。

@John T. Omohund悶， C, 
and Kin in a Central PI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inese Pro{íle: Essays ( 

Go 與 Robe前 O. Tilman 

華人與華商) (台北， .ìE 片

以及頁535-564也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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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University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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裳屬於自然規範。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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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路家的生存與共產主

和1非屬生存問題隔一言，

濁的威脅，而後者同樣

ication in Singapore?" 

Igapore Society, ISEAS 

司題可在幾個厚重坎上作

i華人國家，只是在“馬

ι 新加坡籍華人過於

聖不能不作為 個華人

在又是~♂個!高坎上，

長相似。)不允許華人忘

1 Logic 01 Singapore's 

Society in Transition 

pp. 115-133。而且另

玫策，以作為“反對社

city and Political Cul 

Chinese in Southeast 

話 H1. 如果新加坡的非

法民將趨向不偏不倚的

多動的人，在種族上將

門的階級利益主，並具有

3 一篇文章頗有啟發:

Chiew Seen Kong，“Ethnicity 甜ld National lntegration: The Evolution 

of a Multi-Ethnic Society", in Peter S. J. Chen (ed.), Singapore De 

velopment Policies and Trend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3) , pp‘ 29-64。

@我贊成新金納所著 Chinese Socíety 一套頁380-382中的預測，但不認為

這些預測應解釋為最終所有華人都將被全部同化(即達到 D 的位置)。我

臼己的理解楚，多數華喬泰草草人將達到IJD 的位置， f旦許多人還將在今後

一段長時間內停留在 C 的位置，前總會有一些人在日和巴的位霞，

Christina Blanc Szanton,“Thai and Sino-Thai in Small Town Thailand 

Changing Pattems 01 Interethnic Relations" , in Gosling and Lim (ed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Vo l. 11，呻吟 99-125，該文述及處於我所稱的

C 位置上的小資ifti.階級泰孽。

@說他們的選擇機會是真實的，可以從 Gosling and Lim (eds.), Chinese 

的 Southeast Asia 一套兩卷中所收採的十幾篇評述馬來西亞籍華人的文

章中看出，其主要作辛苦有 Sharon Carstens，陳志明， Moli Siow , Loh 

Koh Wah, Donald Nonini , Lim Mah H凶， Pat是 1 Chan 和 Judith Strauch。

最近的-Ij;_研究，即 Hua Wu Yin , Class and Communalism in 

Malaysia: Politics in a Dependent Capitalist State (London: Zed Books , 

1983)，對馬來商亞政府的有織當地國家認同與村址(種族)認同的政策

大加批評，但它證實多數華人仍有真正的選擇機會以決定他們想定的道

路，是從 B的位置到IJE 的位置，還是從C 的位置~IJD 的位置，見第七及

第八重重. 頁150-194。

@John T. Omohundro , Chinese Merchant Families in Iloilo: Commerce 

。nd Kin in a Central Philippine City (Quezon ci句，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 1981) 及 Charles J. McCar出y (ed.) , Philippine

Chinese Pro{ile: Essays and Studies (McCarthy , Robert Ts缸， Bernard C 

Go 與 Robe此 O. Tilman 的文章)尤為有劑。陳弄~!甫著〈東南亞洲的華僑、

華人與華商) (台北， 正 g二十3 書局， 1979年)反241-250 ， 455-460 , 508-511 

以及頁535 一 564也以中圓人的觀點提出 F獨到的兒辦。

@對在緬甸和在統一後越南的丟在筒，最近沒有研究發表。僅街的一些 瞥

之兒，都來自與中國的麻煩:緬甸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麻煩 [Ralph

Pe ttman , China in Burma's Foreign Policy (Canberra: Austral也H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1973)]. 越南是自 1978年以來的麻煩 [(Chang

Pao-min , Beijing, Hanoi,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Berkerley: South 

As ian Studies Institute , 1982) 和“The Sino-Vietnamese Dispute Over 

第十♂章 東南亞華人的身分認同之研究 261 



the E出口ic Chinese", The China Quarter紗， 90 (June 1982): pp. 

195 一 2300 ]

@最近有三份研究揭示了印尼情況的複雜性:它們是 J. A. C. Mackie 

(ed.), The Chinese in lndonesia (Melbourne: Nelso日， 1976), pp. 19-76 

and 77 - 138 , Charles A. Coppel 與 J. A. C. Mackie 的文章; Leo 

Suryadinata, Pribumi fndonesians , the Chinese Minority and Chir閱

(Kuala Lumpur: Heinemann, 1978), pp. 138-164; 以及 Charles A. Cop

pel , fndonesian Chinese in Crisi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3)，尤其是其第四及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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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外華新政策領域@



本文力求闢明 最近中恃華人
的菜些摹態發展，標誌著一個可以稱之為“外譚" (Exter

nal China) 的新政策舖域(外華政策)@的出現。這個政策

頓域主要著眼於那些屬於這種或那種居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之外的中國攝民，以及中國國內那些與國外華族有親戚關館

和認同的人們。造就意昧著，它既不單單是與對外政策或中

國以外的事務有關，也不僅僅是涉及傳統意義上的海外華人

或華僑(僑居在外的中國人) .即一般理解為包拈所有在中國

之外具有中間血統的任何人。這一新的政策領域尚將中國國

內的人民和各種問題包括在內，因此也關係到內政的若干方

面。它涉及中國國內外的大批人民，與對內對外政策均有關

聯，立主且還是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官員必須對有關問題協力

處理的職責所在。目前看來，這個領域的範間是模糊不清和

界限不明的。此外，由於其範間看來是如此廣大和界限不明，

這個頓域似乎還在擴充，其頭緒紛繁，較關係所有海外華人

的舊政策領域尤為徵妙複雜。@

新政策領域最好是通過分析其所包括的各類人員集聞來

加以理解。顧然，生活在中國的絕大多數中國人是不包括在

內的。如果說“外萃"涉及所有現屆國外、具有中國血統的

人，尤其是那些已經加人外國國籍、與中國毫不相干的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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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未必妥當。先輩

置疑的中闊人，另一

人。概括吉之，第一

和澳門同胞;歸僑(

類人，則可將東南旦

12.1 華僑

先鼓掌僑似乎討

問題是由對待中國接

些問題實際上肇始按

出生的華人獲得外留

政府的官方保護。寸

政策對被稱為華僑自

國籍條例〉予以正式

華民間的統治下，朮

時期，華僑問題變稿

與之相同的問題和項

“華僑"一詞的臼益

一詞現在的定義，只

民。@按照這一定義，

人。文化大革命期價

除了中國國內外一妓

年以來，在撞車起一時

人員的族風中，華個

問題看來又能回復致

志(1 908-1983) @領



近中華人民共和由

這 “夕卡華" (Exter岫

均出現。這個政策

在中華人民共和閻

外華族有親戚關像

是與對外政策或中

意義上的海外華人

為包括所有在中國

策領域尚將中國國

係到內政的若干方

內對外政策均有關

須對有關問題協力

範間是模糊不清和

七廣大和界限不明，

關係所有海外華人

的各類人員集團來

中國人是不包括在

具有中國血統的

2毫不相干的華人，

那也未必妥當。先對兩類人加以區分患有用的:一類是毋庸

置疑的中由人，另一類是河以稱之為華族但卸是外盟國民的

人。概括玄之，第一類人由三部分組成:華僑;台灣、香港

和澳門同胞;歸僑(歸國華僑)和僑眷(華僑家屬)。至於第二

類人，則可將東南亞的華裔與定居於他處的華人加以區分。

12.1 華僑

先說華僑似乎比較適宜。從某些方面看，整個“外萃"

問題是由對待中國境外華人的一些政策問題演化而來的。這

些問題實際上肇始於十九世紀下半葉。“外萃"問題始於國外

出生的華人獲得外國公民身分實和移居盟外的勞工需要中國

政府的官方保護。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隨著各項新的

政策對被稱為華僑的一類人提供保護，並按照的09年《大靖

國籍條例〉予以正式法律承認，問題遂發展到了高潮。在中

華民齒的統治下，尤其是在1928年至19是9年國民黨南京政府

時期，華僑問題變得日益重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未襲了眾多

與之相同的問題和政策，但自從五十年代後期以來，出於對

“華僑"一詞的日益審慎使用，已創立了一些新政策。“華僑"

詞現在的定義，只指那些在國外生活的中華人民共和閻公

民。@拉照這-定義，現在華僑古司不可泛用於所有海外華

人。文化大革命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走得更遠，實際上廢

除了中國割內外一切有鷗華僑事務的部門和機構。{旦臼 1977

年以來，在颺起一陣“帳復"文化大革命前的機構及其工作

人員的疾風中，華僑問題重又處於顯著的位置。一時間僑務

問題看來又能回復到原來的突出地位，特別是在巴故的廖承

志(1 908-1983) (3)頓導期間。但是，激動心情平靜之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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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又變得十分清楚:華僑政策並投有出現任何根本性的改變。

“華僑"一諦，至少在官方範闊內，仍有其嚴格的定義，即

只眼於在國外生活的中國公民。

可是，在中國相對孤立的二十年中，發生了許多重要的

變化。這些變化影響了華僑一詞的使用。在此期間，又有大

批華人從台灣、香港和澳門移居國外，特別是移居美洲、西

歐和澳大利亞。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己所下的定義。這些

從中國領土遷移出去的人，從概念上說，都是中國公民。因

此，當他們在海外居住但尚未加人外國盟籍時，就可稱之為

華稿。由世台灣政府肯定把他們都看作是華僑，造一點就更

好理解。事實上，台灣政府甚至把香港和澳門的華人也算作

華僑，這就在許多方面，為我們使用和理解這一名詞增加了

相當大的混亂。@如果事情僅限於美洲、獻洲和澳大利亞各

國的話，對誰是華僑或誰不是華僑含糊其詞，可能還無關緊

要。但出自東南亞各國政府的壓力，去jJ容不得半點混淆。五

十年代，像印尼等一些國家，就在中國對華僑…詞採用嚴格

定義一事上，起.ìê關鍵作用。其他各國也同樣堅決主張，華

僑一詞不能用於它們本國具有中圓血統的公民。而且外交關

僚，特別是七十年代中期與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的外交

關係，也足以確認造種範間較窄而意義更為精確的用法。@

同樣具有重大意義的是一.在第二吹世界大戰後的一代海

外華人中聞發生的劇烈變化一一這與他們對中國自 1957年以

來，尤其是1966-1976年間，各項政策的看法不無關館一一他

們現在想方設法成為外國公民。他們與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

不同，而且現在還常常受到這些長擎的鼓勵，想方設法在國

外定居，完全投有回歸中國或老子E於中國的想法。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似乎已經料到會有這種變化，因而公開鼓勵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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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從表面上:



任何根本性的改變。

「其嚴格的定義，即

發生了許多重要的

在此期間，又有大

均可是移居美洲、西

:所下的定義。這些

都是中國公民。因

1籍峙，就可稱之為

;華僑，這一點就更

!澳門的華人也算作

!解這一名詞增加了

歐洲和澳大利亞各

:詞，可能還無關緊

:不得半點混淆。五

令華僑一詞採用嚴格

洞樣堅決主張，望在

公民。而且外交關

國和菲律賓的外交

克精確的用法。@

界大戰後的一代海

對中國臼 1957年以

法不無關係一一他

們的父母和祖父母

勵，想方設法在闊

的想法。中華人民

因而公開鼓勵這些

華人定居留外，並成為人籍間的忠誠公民。因此，現在對哪

種人應稱為華僑，官方已不存在誤解:華僑即暫時在國外生

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民，包括持有香港和澳門韓照的人，

而且也可以將中華民盟(台灣)公民包括在內。@

即使按這一狹隘的法律定義，華僑仍可在世界各處找到，

但數量則與以往不同。我們不再像許多粗心大意的著作那樣，

仍然習以為常地談論有華僑兩千萬。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似

乎認為華僑人數大約在四百萬左右。@這一數字如何得出尚

不清楚，也許還包括在圈外的所有持台灣護照或香港英籍護

照而具有中國血統的人，以及那些正等待以這種或那種形式

入籍的無國籍者。較為謹慎的估計數字是接近二百五十萬，

其中大部分在印尼、北美和日本(越南方面的數字很難處

理) o@不論是四百萬人獨是二百五十萬人，這些華僑的靈要

性對中華人民共和曲來說尚不明確。現在，絕大多數印尼華

僑肯定希望成為印尼公民，而大多數最近從台灣或游澳去北

美的華僑，貝1J都在伺機申請外國公民身分。儘管如此，他們

同時還是“外萃"的一部分。

12.2 台灣、香港和澳門向鮑

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不把這些中國人視為華僑。他們是

向飽 一生來就是中國人，從理論上說，他們具有與每一個

中華人民共和閻公民間等的權利。可以說他們屬於“外萃 .. 

因為他們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範圍之外。但是最種率直

聲明是毫無意義的。這方面的情況非常複雜，有必要將台灣

同胞與港澳同胞加以區別。

首先，從表面上看，在這里將台灣伺胞包括在內並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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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適宜。@台灣問題非同一般，並且完全是另一個問題，中讓

人民共和間有理由主張這主要是一個內政問題。這在19哇9年

肯定是如此，整個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也肯定如此。但是，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進人聯合國以來，尤其是自從1976年後

中間重新向西方問放以來(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也許是最佳

的象徵) ，情況就起了變化。中國的重新統一不再像過去曾有

一度那樣，是壓倒一切和耗費心機的問題了。現在它與香港

和澳門的前途密切相關;它引發了關於仍身在國外的華僑的

身分問題:有些問題涉及原居台灣的歸僑，和作為僑眷對待

的台屬，還有台灣的現代化經驗和它處理外籍華族的前例。

當然，台灣當局的存在，仍是中聞有待解決的特殊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決這個問題，不會像它解決港英政府，和

(在它願意的時候)解決澳葡政府問題那樣輕而易舉。只要台

灣當局宣稱自己是中國的合法政府，台灣人民在事實上就絕

對不是處於外部。不然的話，從台灣當局的觀點看，就可以

這樣論誼，即大陸上的十億中國人，乃是它的“外萃"的錢

個部分;而這不會有助於作出令人容易理解的分析。儘管如

此，中華人民共和間政策上的新近發展，已將台灣問聽納入

一個新的政策範圈，這個政策範閣將其他不屬於中華人民共

和國管轄的華人車行包括在肉。現在已經到了承認台灣同胞

已成為一個更大問題一一一“外華"問題 一的一部分的時饋

了。

至於港澳同胞，他們在“外萃"中的地位是無可懷疑的。

就香港同鮑而吉，他們生活於英帝國的姐民地，因而是英國

的二等公民和英聯邦的故要成員，他們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或

台灣的中國人顯然不同。唯-的問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稱

他們為同胞對，還是台灣當局將其算作華僑對。意見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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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因而是英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或

中華人民共和國稱

僑對。意見的分歧

就在於兩個釋義:究竟香港是不是暫時為外閣人佔攘的中國

土地，和華僑的“僑"字是否指在任何地方(甚至在中國盟內)

的暫時居留，還是現在應僅指在中國本主二以外的居留。按照

早期一一即 1858年以前一一的用法，“僑"字曾被用來指在中

國內部的移民。只是大約在上個世紀，這個字才改為主要指

移居中盟以外的人。。而自五十年代中期以後，中華人民共

和國把它限定為指在國外暫時居留，因此就不適用於香港。

然而，儘管香港同胞不是華僑，他們肯定已在中聞控制範圍

之外，因此顯然是“外華"的一部分。當然，奎IJ71997年，

香港就將在法律上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續士的一部分。不過，

為1997年後五十年設想的安持則暗示，香港人民仍將以這種

或那種方式繼續作為“外華"的一部分。@果真如此，那麼

連同台灣和澳門人民在內，他們將為新政策領域增加兩千五

百萬人，其中台灣的為一千九百萬人，香港和澳門共的六百

萬人。

將台灣與港澳截然分闕，規台灣同胞為一個獨特集團是

可以做到的。但是，倘若強調他們所表現的外部性質，那麼

就有理由把這三類同胞歸為一類。簡吉之，關鍵並不在於這

三個地區都是中國國士的一部分，或者所有這三個地區的人

民都是不容置疑的中間人，而是在於他們對中華人民共和聞

所略成的共罔聞囂的種類，和他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能作

出的貢獻的性質。特別是香港，它對中國的現代化可以作出

不少直接貢獻:資本、技衛和經營管理技能，以及在相當程

度上它向王業化世界的牢聞聯繫。台灣也能以一種不同的方

式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出很大貢獻。由於它是獨立的，是資

本主義的，而且是成功的，所以對於後者的社會主義制度就

形成了一種挑戰。然而，台灣同時又體現出中國人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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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許多人來說，無疑也是一種鼓舞。況

且，中華人民共和國還可號召許多巴在發達國家中立身揚名

的前台灣公民為祖國服務。總而吉之，在未來的歲月里，台

灣的持續成功仍然可從外部為中國的現代化作出重大貢獻。

從中閣終有一日重新統一的前景來看，人們總可期望台灣成

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強烈刺激，直至它的所有潛力都成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的一部分。在此層意義上，台灣推動中

華人民共和國進步富強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97年前後在

香港能取得多大成就，在世人的眼里將會佔有特殊地位。@

12.3 歸倍、僑眷及其家屬。

歸僑的前身是海外華人，他們大多於1949年後返回中國。

大多數歸僑是五十年代從東南亞囡囡的，但從那以後，又大

有增加， 主要是六十年代從印尼回國的一-些人和] 978年以來

大批從越南回國的人。有些人是白願回國的， {旦大多數是出

於非其所能控制的原因被迫回國的，能瞎說是受了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感召而罔聞的人為數極少，但他們令都受到不同程

度的熱情歡迎。大多數歸僑似乎都在某些方面享有優惠待遇。

這一類人的成分很雜，從學有所長的專業者，到貧困的無專

長的勞動者都有。現在，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已老邁，甚至當

初他們帶回國的子女也都已經是一中年人了。@

至於僑眷，或華僑眷屬，下定義是比較困難的。顧名思

義，他們在法律意義上是華僑的近親，但那只是在不嚴格地

將華僑古司用來泛指所有在海外的華人時方適用。既然現在

華僑極少，僑眷就是 個使用不當的名詞，因為現在這一名

詞可用於任何與海外華人一一包括那些已成為外國公民而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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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已在邁，甚至當

,@ 

較間難的。顧名忠、

那只是在不嚴格地

方適用。既然現在

因為現在這一名

吭為外國公民而水

久定居於國外的人←一有親屬關館的人。當國外親屬腫款阻

國時，僑眷可以稱得優惠，而這些優惠!可那些在港澳同胞中

有親屬的中國人所得的優惠幾乎毫無區別，這就更增加了複

雜性。此外，最i丘還鼓勵那些有親屬於1949年隨國民黨政府

潭台的人亮明身分，享受類似以前僑眷的待遇。於是，這一

名詞又被錯用，因為移居台獨無論如何也投有使這些中國人

變成華僑。另一方面，這些在台灣的中國人，有許多已將其

子女送往美國讀書p 因而現在他們自己成了華僑或者甚至是

僑眷-類的人物。這樣一來，他們在大陸的親屬也就可以被

看成是僑眷了。@

這里的問題是，馬什麼應將歸僑和僑眷但括在“外華"

之內。今天，他們都扭住在中國;其中大多數人與其他中屆

人無從分辨，也很少有人會離開中國。將他們包括在“外萃"

之內的原因既有歷史的， t包有現實的。能歷史上看，人們可

以追述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的事態發展，但把他們歸人

“外萃"的唯一最重要的歷史原因就是他們在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遭遇。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因早年享有

為數不多的特殊權利而受到衝擊。不少人一一和差不多每♂

個在19是9年前曾居住國外的人一一都被指責有“海外關係"。

他們的特殊權利，儘管為數不多，全被剝奪，來自國外親屬

的匯款以及與盟外親屬的任何其他聯繫亦均遭到阻攔。許多

人的遭遇悲慘，特別是在他們回歸祖國的愛國動機橫遭責難，

回國後的一舉一動均受到懷疑的時候。儘管歸僑和倍眷並未

被選作不公正待遇的對象，但他們身受的一切均給他們留 F

了恐怖的創傷，而且還對其海外的親友產生了完全消極的影

響。有鑒於此， 自 1977年以來政府竭力為一些歸僑和僑在平

反昭雪。@昭雪的最有效方式就是讓他們恢復他們的海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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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這還有其現實的一苗。由於政府對外國的經濟和技街勢

力實行開放，而且需要表明其有關秩序和進步的閻明新政策，

因此，不僅為歸僑和倍眷恢復過去的一切特殊權利，而且還

對他們慶幸重獲與外面世界交往機會所表露的興奮和熱情持

默許態度，這是很自然和符合人惰的。政府認識到，大多數

歸僑和僑眷所在的華南地區，不滿情緒極大，因此鼓勵諸如

福建和廣東等省，特別是其較大的城鎮和眾多的僑鄉(從前

與華僑有廣泛聯擎的鄉村) .恢復一切海外聯繫和接觸。@造

就在很大程度上將歸僑和1僑眷置於“外萃"政策領域。

當然，並非歸僑和僑眷的一切都與“外華"有關。他們

的日常事務，有許多顯然是內政事務，與涉及所有其他中國

人生活的事務並無差別。但是，某些關韓特色 如海外華

人對家鄉省市城鎮的投資，海外親屬對各級教育的財政捐助，

甚至單純為了協助歸僑和僑眷解決住房和生活問題的匯款

一一部是直接關係到“外華"的事務，這是毋庸贅述的。這

些都有其歷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末葉，而目4 直被

認為是華南沿海地區人民的貢獻。@

如前所述，存在著嚴重的定義問題。如果我們要確定目

前究竟有多少歸僑，甚至更為困難的是，要確定被官方承認

的僑眷有多少時，這個問題的嚴重程度就很明顯了。可靠的

數字是投有的。據處理歸僑事務的官方機構估計，目前的有

歸僑一百萬人，但他們又承認，許多歸僑僅僅是從周圍關係

J~可看出其為以前的華僑，另有許多人則乾脆放棄了歸僑身

分，遠在他們已被完全同化，且在海外已無殘存關係時尤其

如此。缺乏可靠數字的其他原因中，包括有些官方機構有擴

大權限和擴大歸僑含義的傾向，而另一一些則限制較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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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的經濟和技術勢

三步的開明新故策，

特殊權利，而且還

露的興奮和熱情持

府認識到，大多數

犬，因此鼓勵諸如

-眾多的僑鄉(從前

卡聯繫和接觸。@造

，政策頓域。

外華"有關。他們

涉及所有其恤中國

恃色 如海外華

i教育的財政捐助，

刊生活問題的匯款

是毋庸贅述的。這

t:葉，而且一直被

一 11 果我們要確定目

要確定接官方承認

良明顯了。可靠的

詩估計， 目前約有

望僅是從周間關係

吃跪放棄了歸僑身

煎殘存闢係時尤其

可些官方機構有擴

‘則限制較嚴。@至

於僑眷，幾乎設有人敢於猜測，雖然有時引用的數字多達三

千萬人。@造方面的困難在於，不是所有的僑眷都主動地自

認是僑眷。有時，只有當海外有人資詢或在有海外腫款時，

人們才會承認這一身分。但是，毫無疑問，在過去大約六年

悶，歸僑和僑眷的活動復興得頗為引人注目。中國圈內對這

種復興的全面反響如何尚不清楚，本文亦不擬在此深人討論

這一複體現象的所有方面。這襄並不是說，作為一種政策領

域，“外華H 應將全部二千一百萬歸僑和僑眷都包括在內，而

只是說他們向屬於一個必須有意識地將對內對外政策混合在

一起的續域，以及倘若他們之中的任何人能將他們的海外關

保調動起來，貝IJj莖些關像中的每一種關係都能在中間圈內對

地方一一即使未必能對全中國一一的發展和福利產生影

響。@

如此說來，“外華"的第一類人就是那些毋庸置疑的中

國人，他們未必都居住在中國之外。第二類是那些外聞聞民。

巖格地講，他們是外摺人，不能成罵“外華"的一部分。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不以任何方式主張他們屬於中國。華僑

一詞曾將所有生活在國外的華裔子頭都包括在內。五卜年代

為辦棄這一舊定義，中華人民共和團正式否認同外籍華人有

任何特殊聯繫。今天它仍奉行這一政策。@然而，儘管如此，

這樣的外籍華人中，有許多人的活動仍然觸及中華人民共和

國有關上述三個集團的政策(對內和對外的)以及其他許多政

策。在考察這第J類人峙，應該在東南亞的外籍華人與世界

各地的其他外籍華人之間作些比較。

所有外籍華人大多已在東南亞安家落戶，這是人所共知

的。事實仁，正是五十年代來白他們新的國家政府的壓力，

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意識到必須放棄將華僑一詞輕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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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所有海外華人的這種不正確作法，過去三十年事態的主

要發展是，除新加坡外，所有東南亞各國的華族已不如己往

那樣明顯地看得出是華人。其部分原因是由於三十多年來已

設有新的中國移民進人這一地區，另一部分原因則是由於各

國政府都在一心一意將盡可能多的華人融入其民族共同體。

繪的看來，由於事實上移民日瀕於絕跡，上述的接 種作法

就事半功倍了。今天，絕大多數東南亞華人已不再用華語閱

讀和寫作，許多人只能勉強講一兩種方吉，有些人幾乎已看

不出是華人，甚至更有一些人可能日不承認自己是華人了。@

當然，在這方面p 新加坡是個明顯的例外。而在馬來西

亞的數量較多的華人則似乎已實現了一種不穩間的均勢，其

中一方商聶華人還步與當地人融為一體，另一方面為官方尊

重具有中國血統的人，保留其種族特償的權利。這些權利在

新加坡甚至更受保障，那里的華人是多數民脹，政府基本上

由具有中間血統的公民掌管，此外，絕大多數華族都能講、

能讀和能寫中文，儘管禾必很好。在這一方面，以及在新加

坡領導人顯示出遠見卓識和在財政、經濟上的才幹等其他方

面。新加坡受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住意，然而，如同對東

南亞其他國家…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與中國的關係實

際上是一個政治上敏感的禁忌問題，不管華人的種族意識多

麼強烈，也是一個會令新加坡感到為難的問題。@東南亞的

形勢既然如此，又如何才能使該地區的華族同“外萃"聯繫

起來呢?

表面上，答案很簡單。這些華人無論如何不能是制外華"

的 部分。中華人民共和關並未改變其置外籍華人一一一特別

是東南亞的那些外籍華人 於不顧的政策。但是，最近的

些事態發展，也許是出於無意，似乎使情況變得有些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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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然而，如同對來;

1，與中國的關係實

華人的種族意識多

持問題。@東南亞的

t脹同“外萃"聯繫

如何不能是“外華H

f外籍華人一一一特別

〔策。但是，最近的

1情況變得有些模糊

不清。這些發展是由於中國決定~步對外開放前引起的。整

餌西方工業世界(包括日本在內)由社廬生的興奮情緒正方興

未艾，許多華轎(特別是在美盟和日本的華僑)和港澳同胞也

同樣感到興奮。甚至台灣同胞對這一形勢的轉折也不能無動

於衷，儘管他們很少能直接有所作為。一些外籍華人，特別

是美籍華人企業界所表現的興趣，已經引起人們注意。隨著

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保的改善和各種對華貿易來往禁令

的解除，一些美籍華人已公開在中關投資，主要是投資於陳

館業和旅透支業。另一些人則在各經濟部門現代化方面，提出

了寶貴的建議，在科研和高等教育方面，提出的建議也不少。

在此，背景情況是很重要的:美國與台灣的密切關舔已經建

立起一種格局，使美籍華人得以多種身分為台灣服務，如在

貿易與工業、教育與培訓方面，甚至直接到政府機關任職。

因此，在美盟與中華人民共和團建立外交關係後，其他美籍

華人就完全可依同樣的方式來對待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會有

多大困難。當這些外籍華人來到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毫不

猶豫地表示歡迎，甚至還選擇其中一些人聘請到研究所和大

學里去工作。@

這些聘約之得以順利地訂立和接績，無疑是得力於美盟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整體政策及其前此的對台政策。其他工

業化國家的外籍華人接躍而至，即使不是直接到中國，肯定

也是通過香港。只要人們認為他們可以得到超過其他外國企

業家的優惠待遇，他們的活動就在國外成為詳審細察的對象。

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許多東南亞的外籍華人都願盤中國的

貿易和投資更加開放，從中獲取一些好處。他們雖然難以向

來自南北美洲的入競爭，因為那些人在北京、上海和國營企

業中有一家屬和其他關係，但有許多人願意對未曾為其他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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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所顧及的一些華南地區(福建和廣東的某些地區)的發展

需要作出反應。值得注意的是，投資的意願極少出於情感和

善心，而是出於追求和j潤。@但東南亞各國的政策與美洲國

家的政策顯著不同。北英籍華人對中國現代化作出貢獻並不

構成對其所屬國的威脅，荷大多數東南亞國家政府對華脹的

看法就不是這樣了。因此東南亞華人捲入的程度就比較棍，

方式也就鞍馬間接。就大多數東南亞外籍華人而言，他們的

貢獻一一如果有的話一一大概也不會超過偶爾盟款給華南的

親屬。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向華僑、同胞(特別是香港同胞)

以及歸僑和僑眷都有牽扯，而這三者都屬於“外華..範圈。

這些關係要比那些美籍華人的關係更加傲抄和種密，但在具

有牢固宗族紐帶及送人出洋去東南亞經商作工悠久歷史的僑

鄉(鄉村)一級，特別是在福建及廣東兩省，這種關龍也立重，非

不緊密和不重要的。@如果造些關罷不能使所有的外籍華人

都成罵“外華"的一部分，肯定也會使有學這樣的華人接近

於“外萃"，並使他們對罵“外華"制定的政策異常做感。

但是，還有 個便問題變得更為含糊不清的領域。這就

是常見於華僑歷史中的華人共有的種族意識禎域。隨悶在現

代化和開放方面的興奮情緒，華僑史的編寫已在中國激起 f

強烈的感情。@這在過去也一向扭此，而今天公眾對i直向課

題重新感到興趣，則又賦予它以新的激情。負責當局現在已

經意識到，五十年代以前華僑史上的某些沙文主義特做有復

蘇的危險，特別針對某些傳統的主題提出了警告。例如，當

局認為恰當的寫法是強調華僑是移民間不是前民者，對“朝

貫制度"不應引以為榮，中國在東南亞的宗主國形象是完全

會令人誤解的。尤其不應沙文主義式地炫耀昔日中國在該地

區的軍事武功。今天，文化上的優越性已不可再提。相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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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史應著重提一些

對中摺民族革命的主

東南亞民族主義者后

濟發展和技衛與教F

這些警告是一必重

大華僑一詞的使用筆

內，從而為一個將用

提供了論據。如果草

種華僑史就會將“夕

樣一種局面:外籍建

華人對其定居國的J

使今天在中間之外多

義越來越大的問題。

要說出外籍華j

似乎耙這一一數字定案

千萬人，其中百分之

顯然只是新加坡、黑

南非的一部分地僅三

計數字尚可接受，位

的數字。於大陸束語

字相距過大，以致?

我們考慮到許多具乎

不希望被認作是華舉

鞍馬切合實際的數弓

之間。@但是形勢仍

三十年中變動很大，

華族分布的粗略估賣



3某些地監)的發展

願極少出於情感和

蜜的政策與美制闢

代化作出貫獻並不

國家政府對華族的

的程度就比較{跤，

華人而盲，他們的

偶爾臨款給華甫的

(特別是香港同胞)

於“外華"範圈。

妙和穩密，但在具

作工悠久歷史的僑

，這種關館也並非

吏所有的外籍華人

些道樣的華人接近

政策異常離感。

不清的領域。這就

識領域。隨同在現

寫已在中國激起了

?天公眾對這一課

3 負責當局現在巴

沙文支義特徵有復

了警告。例如，當

是殖民者，對“朝

宗主國形象是完全

耀昔口中國在該地

FpJ再提。相反地，

華僑史應著重提一些積極的貢獻:一方面，著重齡愛國華人

對中國民族革命的支援，另一方面，著重於其他華人對各類

東南亞昆在矢主義者反撞民主義獨立運動的支授及對該地區經

濟發展和技衛與教育進步所作的重大貢獻。@

這些警告是必要的。許多本世紀上半葉的華借史都為擴

大華僑一祠的使用範圈，將所有在國外居住的華人都組括在

內，從雨為一個將所有外籍華人都租括在內的“外華"概念

提供了論據。如果聽任感情用事的沙文主義者編寫的話，那

種華僑史就會將“外萃"的範閩擴展得更大。它可能導致這

樣一種局面:外籍華人的種族觀念不斷加強，最終導致這些

華人對其定居闊的忠誠在外國再度引起懷疑。@這無疑將會

使今天在中閻之外究竟有多少華族的問題，成為一個政治意

義越來臨大的問題。

要說出外籍華人確實有多少實非易事。中華人民共和國

似乎把這一數字定為大的一千六百萬，即海外華人至少有二

千萬人，其中百分之二十仍為中國公民。@若加以仔細考查，

顯然只是新加坡、馬來西亞、北美、臼本、朝鮮以及西歐和

南非的一部分地區才有準確的數字。對印尼和澳大利亞的估

計數字尚可接受，但對拉丁美洲、蘇聯和東歐，則投有可靠

的數字。於大陸東南亞和菲律賓，官方數字與非官方估計數

字相距過大，以致實難確定誰是華脹，誰不是華族。@如果

我們考聽到許多具有中國血統的人不希望被認作華人，甚至

不希望被認作是華族，那末一千六百萬這個數字也許過高。

鞍馬切合實際的數字可能是在一千二百萬到大大恨於一千萬

之間。@但是形勢仍在變化。考慮到海外華人的數字在過去

三十年中變動很大，那末現在的這些數字也不過是對於一個

華族分布的粗略估計而已。這個分布的一端是正在完全被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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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華族，他們希望不在考慮之內。可是在另一端，夭夭都

有新的外籍華人出現，包括那些由華僑轉為外籍華人的人士。

這是否意味看到本世紀末全球的華族數字將保持大致不變，

或是否還必須在現有估計上大最增加，在現階段還很難推測。

與這裹的論注有關的是，遠些華族(不管是一千六百萬人還

是不到一千萬人)實際上不是“外華"的一部分。但是，有

關“外華"的一聲闢內外政策都涉及許多華脹的生活，特別

是涉及那些在中屆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有華備親屬的人，

以及那些有足略的這樣或那樣的資格，為其自身的利益，或

馬其入籍間的利益，使中國對他們發生興趣，或是使他們自

己對中國發生興趣的人。@在這些政策正日益擴大並取得成

功的範闊內，更多的華族會深深捲人“外萃"事務。

適用於海外華人(廣義的海外華人一度稱為華僑)的舊政

策領域，可以說在五十年代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放棄(但未

為台灣當局放棄)。其本意在於想把政策領域縮小到只要求中

華人民共和國以國際合認的正常方式對真正的華僑. I:!P中國

在關外的公民，提供保護。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古老的華

僑問題作為內政事務處理得極為不賞，以致不得不語言j定新的

政策領域。恢復掌管海外華人事務的行政機構，與渴望恢彼

一切海外華人的聯繫，是新政策最初的特徵。但是，隨著“四

個現代化"政策的發展，顯然又出現了一大堆密切相關而且

需要一併考慮的新問題。這個新政策領域並不是用以替代表

的海外蒙人政策。儘管對華僑一詞所 F的較為挾笨的定義曾

使中華人民共和國考慮到應當用甚麼來取代宙。關鑼問題是

港澳同胞對中閩現代化的重要性。同樣重要的是願黨對台灣

的經濟成就，因而也對台灣同胞，抱有積極想法。加上新的

歸僑和在更廣義上的僑眷，對撞三類人都需加以更集中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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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閣成，把他們歹!

但是i豈不大能肯定自

人也一起包括進去。

可能的。但此項政策

如果它證明是一個f

以允許他們參加(不

以上所勾畫的:

儘管重要的是他們i

酹身為外間國民的i

不足道的是，已經

對外政策分開是何:

國盟內外的人們都4

名其妙，甚至國惑

很多官員正在

策領域留有含混和

“外華"，但不管他

意和解釋。只要它

誤解為它仍是舊的

因而對中間的鄰閻

並且它原是出於中

而不是出於干涉到

要是那些混淆“外

錯覺，最終在華脹

，慎地加以解釋，才

體制前不越出範區

更好地理解，而且

以更有效地發揮作



在另一端，天天都

惡外籍華人的人士。

持保持大致不變，

在階度還很難推測。

是一千六百萬人還

一部分。但是，有

華脹的生活，特別

可有華儒親屬的人，

其自身的利益，或

趣，建是使他們自

1 益擴大並取得成

萃"事務。

f稱為華僑)的舊政

t共和簡放棄(但未

或縮小到只要求中

正的華僑，即中國

前期間，古老的華

投不得不制定新的

幾構，與渴單恢復

史。但是，隨著“間

文堆密切相關而且

主不是用以替代老

交為狹傘的定義曾

℃它。關鍵問題是

藍的是顧意對台灣

重想法。加上新的

書加以更集中的考

慮。閣成，把他們列入新的“外華"政策續域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道不大能肯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打算招外籍華

人也一起但括進去。從審慎的官方政策觀點來看，這是不大

可能的。但此項政策將以日益增多的不同方式吸引外籍華人費

如果它體明是一個簡化複體問題的成功方法，並且靈活到足

以允許他們參加(不管程度多揖)的話，則尤為如此。

以上所勾畫的新政策領域，已將中國圈內人民包括在內，

儘管重要的是他們的對外聯繫。另外還提到與之密切相關的

丹紅身為外國國民的華族包括進來的一些問題。而且，並非微

不足道的是，已經指出，要把涉及新政策領域的國內政策與

對外政策分間是何等困難。因此，似乎不難理解，為甚腔中

國國內外的人們都被有些新政策的許多含糊不清之處弄得莫

名其秒，甚至困惑不解。

很多官員正在試圖澄清這些含糊不清之處，不使這個政

策噴域留有含混和定義不明的餘地。他們也許不把它看作是

“外孽"但不管他們怎樣稱呼它，他們承認需要對它加以注

意和解釋。只要它是不明確的和幾乎無所不包的，就會被人

誤解為它仍是舊的海外華人政策，只不過是改頭換面而已，

因而對中國的鄰國構成戚脅。遠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本意，

並且它原是出於中國自身的間內人道主義和現代化的需要，

而不是出怯于涉別胡事務的願望。看來這是很清楚的。但是，

要是那些混淆“外華"與海外華人的人濫施熱情，就會導鼓

錯覺，最終在華旅眾多的國家引起新的恐懼和猜疑。只有謹

慎地加以解釋，才能給這個新政策續磁明確界限，並使其具

體細節不越出範閣。這不僅有助於使這個新政策嗔域為人們

更好地理解，而且其本身還會使攪雜在一起的問內外政策得

以更有效地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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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室內容曾於] 984年 1 月在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 (University ot ßritish 

Columbia) 作為講稿，又曾於1984年5月在阿德萊德 (Adelaide) 澳大利

亞亞洲學會作為論文提出。

@“外萃"一詞首吹用於 ß. Hook (ed.),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2), pp. 104-110, 

作為我的文章的標題。該文作於1980年，文中主主將華僑、香港與澳門的

中國人、中國和台灣以外的華族均包括在內， IIT禾包括台灣的中關人。

制後，我曾四次訪問中國，逐漸隊解到一餾新的政策領域已經出現。“外

華"一詞在中關尚未使用 p 荷中譯“外有主政策"則來白與北京大學、中

國社會科學院和北京外吉普學院的中國學者的討論。雖曾考慮以“域外華

人"一詞部分代替“海外華人"這一舊祠，但這會將是音譯重點偏離此…政

策領域而轉為強調實際上處於中國以外的個人或社會集閣。那將會使人

產生誤解，因而仍保留了“外萃"一詞。

@現在“Overseas Chinese" 不再立fJ以往那樣譯作“華僑"而是有時宣言畢

成中文“海外華人"。它正慢慢地為“誰族"所取代，意為“中國國外任

何可以按則為華人的人。"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直至 1970年為止的政策兒 Stephen Fitzgerald , Chi 

月a and the Ouerseas Chinese: A Study of Peking's Changing Poli句，

1949-19月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2)，特別是內中

第八章“非婚民化的試驗。"有關“華僑" 祠月; uJ 參閱該書序言及頁

155。

@廖出生於東京，JJ;父廖{中愷(1878-1920，)出生於當金山。廖母(於

1949-1959) 及廖本人(自 19日 9始)曾當之無愧地先後出任華僑事務委員會

主任。自文化大革命結束以來該機憐稱為華僑事務辦公室，l[屬國務

院領導;關於廖逝世的報導，兒 Oavid ßonavia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uie凶， 1983年6月 23 日，貞 15 一 16。

@練烈甫丹東南亞洲的華僑，華人與華商} (台北， 1979年)，頁 17-26，頁

88-91 0 

(t)強調中國臼 1975年以來如何支持東盟 (ASEAN)，和似乎打算向東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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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程度的保蔽，並急

中國在意識形態上作H

聯繫的決定，可能有3

放棄其與丟在族的密切理

保持其自身在意識形克

@流行的用法則是另一E

仍以自稱華僑為榮， j 

移民，均都拒絕對華有

@陳烈甫， 頁 17吋凹， 拉

包括香港/澳門在內，

使用的數字為至少20，

國國民)，其中有約百王

的幾個問題趴載{僑.'Í

1.頁 2 。

@如果練烈甫ffr引台北{

越南，華族有 155 萬J

的主要原由，另一方:

境的話，那麼對這一I

s;;:和新加坡將近50萬 1

關/台灣/香港護照/

。不包括在 The Camb, 
內(兒註@)。

。王雇主武: “A Note 0 

Nation: Essays on So 

pp.122-123。

。此處無法說得確切。 I

律上歸入中國公民之;

特權。

。在中國國內外，論及i

坡散經的著作日漸兩

James C. Hsiung an< 

(2nd edition) (New 

1983)，特別是此書的

(頁119-217) 。

@關於這一課題的背景



(University 01 British 

E德 (Adelaide) 澳大利

)ridge Encyclopedia of 

1982), pp. 104-110, 

梅華僑、香港與澳門的

未包括台灣的中齒人。

攻策領域已經出現。“外

llj來自與北京大學、中

i 雖曾考慮以“域外華在

會將辛苦重點偏離此 政

主會集團。那將會使人

..華僑"而是有將豆豆蓋章

弋，意為“中國圈外任

ephen Fitzgerald , Chi

R宮 's Changing Policy, 

酒， 1972)，特別是內中

'ì~月參閱該書序育及&

於舊金山。廖iij:(於

鞋也任竟要僑事務委員會

醫務辦公萃，直屬閱務

Far Eastern Economic 

1979年)，頁 17-26，頁

11似乎打算向東盟提供

多大程度的保鐘，主主試國把這些國家爭取到中留一邊來，是很重要的。

中國在意誠形態上作出的僅同該地區蓋過去的共產主義保持最低限度同志式

聯繁的決定，可能有其令人放心的一函，但很少為人們理解。中函寧願

放棄其與華族的密切聯繫，並允許他們與當地人同樣表示忠心，以此來

保持其自身在意識形態上和對黨的忠誠。

@流行的用法則是另一回事。許多上了年紀的人雖已不再是中國公民，但

仍以自稱華僑為榮，而新近不論來自中國、台灣還是香港/澳門的許多

移民，部都拒絕對華僑一詞作出響應。

@陳烈商，頁 17 時，絞台北慣例，使用泣， 000 ， 00。這個數字，但此數字

包括香港/澳門在內，他並旦承認這是廣義的“華僑"。中華人民共和鐘

使用的數字為至少20， 000, 000海外華人(包括華僑及具有中國血統的外

囡囡民)，其中有約百分之二十是中密關民;洪絲絲: (華僑歷史研究工作

的幾個問題)，載〈僑史)(泉州晉江華僑事務辦公室出版) 1983年1月，卷

1.頁 2 。

@如果陳烈商所引台北僑務委員會1975年數字是正確的話，那未統一後的

越南，華族有 155 萬人:這可能就是台北和北京兩種數字相差200萬人

的主要原由，另一方面，如果自 1975年以後，越南華族已有數十萬人離

境的話，那麼對這一出人的解釋，可能還必須從泰國、菲律賓、馬來西

豆豆和新加坡將近50萬(1975年估計數)的無閱籍者，或持有中華人民共和

國/台灣/香港護照人員的數字中去找。

。不包站在 The Cambridge Encyc/opedia of China 中的“外萃"一詞之

內(見註@)。

@3: 廣武: “A Note on the Origins 01 Hua-ch'iao ," in Communi妙。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 1981), 

pp. 122-123。

。此處無法說得確切。t!Pi吏達成有關關籍的協議，便絕大多數替港人在法

律上歸入中閻公民之列，這些公民仍將享有大大超過普通中國人的國外

特權。

@在中間閣內外，論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 I古]台灣、南朝鮮、香港和新加

坡取經的辛苦作日漸增多。關於台灣，新近有 本極為有用的概述:

James C. Hsiung and others eds. The Taiwan Experience, 1950-1980 

(2nd edition) (New York: American Association lor Chinese Studies , 

1983)，特別是此書的前育(頁 1-7) 、引吉(頁 9-(8) 和有關經濟發展部分

(頁 119-217) 。

@關於這一課題的背景，見 Fitzgerald ，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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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第四章“Domestic Overse品 Chinese Policy 1949-1966"，頁52-73。

@1980年9月， 1983年7-8月和 198是年3月在福建、廣東和北京與歸國華僑

座談。

@來白 1983年和 1984年與地方和中央的歸國華僑聯合會負責人的座談。他

們對歸僑和偽眷仍保有的特殊權利只是輕描淡寫，但承認對這兩個名詞

的含義有新的弓 i 仲，但從台灣區]皇帝的人(通常是經由香港、日本或美國)

或在台灣有家屬關係的人包括進去。

@有關這一問題的文獻甚多，最常兒的載於香港的各種雜誌，如{爭鳴}、〈研

報月刊}和{七十年代) (現為〈九十年代))。作者在中國的訪問證賞了有關

歸僑和某些僑眷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經歷和其後進行的補救工作之描述

的準確性。關於這一問題的新近討論事例，見?寺港〈蒙人月刊> ( Life 

Ouerseas) 第 5 ， 6期(1 984年6月及7月)。

@遠在福建省表現得特別富於戲劇性。福建不像廣東大部分地區那樣比較

容易進人香港和澳門，在 1980年以前.與對外的聯繫基本上被切斷了

(1 980年和 1983年在福州和廈門同政府官員和學者的談話)01980年，在

廈門設立經濟特霞的決定引起了極大的烘動。 1983年次在廈門時，正值

國際機場啟用，歡慶的喜悅情景極為感人。

@廣東和福建的省市日報對可些較大的捐助均有報導，特別是報導那些具

有一支持當地教育傳統遺風的慈吾吾行為。有幾家僑務日報已經恢復出版發

行，經常報導同海外華人關係的消息。地方出版的其他報刊提供了更多

的細節.典型的 份是福建會江出版的〈溫陵) (我以前尚未兒過，它在

六卡年代出版了凶卡斯)於 1982年復刊。對兩所供海外華人就穎的大學

(廣州的暨南大學和l泉州的奪僑大學)提供資助的消息，進-步一鼓勵了這

種善舉。同樣重主要的是對慈手等行為的紀念，最著名的是紀念陳嘉庚對廈

門大學和集美學校的苦學:如七十周年紀念集，(練嘉庚先生創辦集美學

校七十周年紀念刊) (廈門， 1983年)以及〈集美學校七十年} (福州，福建

人民出版社， 1983年)和{間億陳嘉庚) (北京，文史皇室料， 1984 年)。

@198吐年與歸倒華僑聯合會吋3央高級正作人員的腔談。

@1983年和 1984年與歸國華僑聯合會的中央和地方高級工作人員的座談。

@這是一個值得加以更充分地研究的竟要課題。詳盡的官方記錄尚付閥如，

但在中國地方有l省級報紙上以及香港的報刊雜誌上則不乏充分的事例，

足以表明德 歸僑和僑眷與他們親蹋的聯繫，能為地方福利和經濟增長

作出何等貢獻。

@遠方面嚴重要的例子是 1980年的國籍法，余文載淤1980年 10月 6 臼〈北京

周報}第吐0期(參閱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條)。第九條明確規定，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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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本人自頓取得外函i

@Wang Gungwu , The C 

Chopmen , (978), pp. 3 時

@這一點可在中國對1975

月華光輝先生訪華作也

頁5-6; 1976年5 月 1哇臼

Economic Reuieω)， 19í 

@對這 敏感的課題尚無l

常見的有〈七十年代)(草

〈海外生活})和{明報月

作出的直接貢獻是有限!

作用。不過在東盟各國，

使該地區在經濟上緊密j

Roy Hofheinz, Jr. and 

Basic Books , 1982), pp. 

@在傳統的中關消費品質

The Po/itica/ Economy 

Asia (London: Macmilla 

如新加坡、菲律賓及泰l

是種制約力量 (19821

考慮的因素是多種多

Edge, pp. 212) 。

@在福建和廣東方函尤主

China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Studies, no. 13 

@“Southeast As ian hua

Southeast Asian Studie! 

書第二章。

@歸國華僑聯合會副主席

月，載〈僑史)(見註@)ζ

@這類疑問的最新例子是，

出的反應 [K. Das 的報

Reuiew ) 1984年3 月 15

一遍刊的報導則強調了i

@見註@。



1949-1966"，真52一 73。

賣東和北京與歸國華僑

合會負責人的座談。他

{旦承認對這兩個名詞

Ub香港、口本或美國)

F種學在誌，如〈爭鳴〉、〈明

中闋的訪問證賞了有鷗

進行的補救工作之描述

持港{華人月刊> ( Lífe 

來大部分地區那樣比較

3聯繫基本上被切斷了

奇的談話) 01980年，在

;3年我在廈門時，正值

孽，特別是報導那些具

努日報已經恢復出版發

向其他報刊提供了更多

立以前尚未見過，它在

建海外華人就諧的大學

肖息，進一步鼓勵了這

泣的是紀念陳嘉庚對廈

東嘉庚先生創辦集美學

交七 1 年} (福州，福建

主資料， 1984 年)。

長。

5級工作人員的座談。

的官方紀錄尚付闕如，

l:則不乏充分的事例，

草地 Ji福利和經濟增長

:?-1980年 10月 6 日〈北京

之九條明確規定，任和1

出於本人自顧取得外國國籍的中爾人自動喪失其中密組籍。

@Wang Gungwu , The Chinese Minority in Southeast As閱 (Singapore:

Chopme口， 1978) , pp. 3-8。

@這一點可在中國對1975年3月拉賈拉高 (S. Rajaratnam) 先生和 1976年5

月李光輝先生訪華作出的反應中得到設實[(北京開報1975年3月 21 日，

頁小6; 1976年5 月 14 臼，頁 3，頁 7-8; (遼東經濟評論) ( Far Eastem 

Economic Review ), 1976年5月 14 日，頁22-24 ， 1976年6月 4 日，頁 14) 。

@對這一敏感的課題尚無可靠的研究。我的主要材料來自香港的報刊雜誌，

常見的有{七十年代) (現為〈九十年代))、〈爭鳴}、〈地f-錢雙月刊) (現為

〈海外生活))和〈研報月刊}。從中國的需要這個觀點來看，外籍華人能移

作出的直接貢獻是有限的。日本、美國和歐洲的跨國公司必將起更大的

作用。不過在東盟各國，重要的均是廣泛的家族和商業聯繁，這種關係

使該地區在經濟上緊密結合，間接地也有利於中國同這偽地區的貿易;

Roy Hofheinz , Jr. and Kent E. Ca1der, The Eastasia Edge (New York 

B的c Books , 1982)，帥.200.

@在傳統的中屋里消費品貿易和重要的機膠業中都是如此，兒 John Wo呵，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且 '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L且ndon: Macmillan , 1984), pp. 100-113 一至於在中國投資，即使諸

如新加坡、菲律賓及泰國等政府並不禁止，難於保責監足侈的利潤也-直

是一種制約力量 (1982及 1984年與新加坡肉l會會員的時談)。另 他需要

考慮的因家是多種多樣的風險惘。fheinz and Ca1der, The Eastasia 

Edge , pp. 212) 。

@在福建和廣東方面尤其如此。參君主我 198:3 年 7-8月訪問報告“South

China Perspectives 00 ()verseas Chinese" , in Australian Joumal of 

Chinese Studies , no. 13 (1 985) ，反本書第十三章。

@ ‘“‘'So∞ut趴he站 t A郎sla剖甜n hu叫a-ch'圳l'吭'i悶ao in Chin肥E阻es扭e Hi咕st切or句y

Sout的heast As別ta月 St仙udi間e但s， Vo l. XIl, no. 1 (恥Mar忱ch 1981竹)， pp.I-14，及本

書第二章。

@歸函華僑聯合會副主席洪絲絲在北京華僑史討論會仁的發言， 1981 年 12

月， 載〈僑史) (見主主(珍)。

@這類疑問的最新例乎是馬來問亞政府對馬來兩位華人私下訪問中國所作

出的反應[K. Das 的報導，裁《遼東經濟評論)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 1984年 3 月 15 日， 貞 48-49]。更早一些的 Rodney Tasker 在同

一遍刊的報導則強調了這 根深蒂闊的問題 (1983年5 丹 5 行，頁21 一 26) 。

@兒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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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China, p. 106。但這要隨時予以更新，

而且它末將重要做不大的西歐、南非、蘇聯和東歐的數字包括進去。

@這種“切合實際的"數字不僅考慮到一餾眾所周知的現象， ElP具有中鐵

血統的菲律賓、泰鐵和越南公民拒絕承認他們是擎人，也顧及新加坡、

馬來商益和印度尼西亞那些父母是華人的青年人，這些青年人力闢確立

其完全的新加坡人、馬來西亞人和印尼人身分。有關菲律賓的例子(這

已不再是例外)見 Wo呵， The Political Economy， 其中說到毒草族“按概

括的估計.少則十寓人，多則可達八十萬人" (頁 145) 。

@自從1983年初以來，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前途的會談已經把外界的注意力

從外籍華人如何對中閣的需要作出反應轉移鬧去。於是，原來可以從中

找到有聽華僑和丟在族活動較為可靠資料的一些著名的香港出版物，憊的

說來，串串於香港問題研佔的篇幅遠比有關“外萃"這一範函較大的問題

為多。除註@所述的華在誌外，我這里還引述{遼東經濟評論} (Far East

ern Economic Review ) 和〈亞洲選刊) ( Asiaweek ) 以及〈大公報〉、〈亞

洲華爾街日報) ( Asian Wall Stree( Journal ) 和(海擎字報)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等報刊。 1984年 12月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現在可

能消除績單遠 新政策領域的一些不安情緒，而且對下一步如何進行或

許能激發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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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南前



fflj這要隨時予以更新，

t的數字包括進去。

目的現象，即具有中國

主人，也顧及新加坡、

這些青年人力簡確立

有關菲律賓的例子(這

其中說到j丟在族“按概

l 是 5) 。

但已經把外界的注意力

於是，原來可以從中

;的香港也版物，憊的

這範圈較大的問題

經濟評論> (Far East可

)以及〈大公報〉、〈亞

I(陶毒草早報) ( South 

中英聯合聲明現在可

L對下一步如何進行或

立
早

一
二

十卅
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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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 7 月和 8 月，我到中國南
部四省旅行，立主於福建的廈門、泉州及福州和廣東省的廣州

停留。在與負責華僑事務的官員談論中，以及在與這四個城

市中各 所大學(分別為廈門大學、華僑大學、福建師範大

學和監南大學)的學者的談論中，我看到了對華僑問題，或

總的說，對海外華人@問題的濃厚興趣，或更確切地說是恢

復了興趣。而且我深為正在進行的大量工作和官員及學者們

進行此項工作的條件之困難所感動。一些和我談話的人送給

我他們自己有關這個問題的著作，其中包括他們的學校機關

或各種學會所出版的刊物。@

對海外華人問題的新的興趣包括區分“華僑..與“華裔H

(中國人的後代)及“華族.. (血毓華人)的各種嘗試一 這裘

只不過是舉出可用於過去常被稱為“華僑"的幾個替換詞語。

根據官方正式聲明和公開發表的文章及評論，以及與學街界

同仁及當地專家的討論，重新對海外華人發生興趣的月山口J

歸納為以 F五點。

第一，海外華人對“四個現代化"的價宙。可以鼓勵他

們提供科學技衛、專門知識或投資於現代 L業企業。這是眾

所周知、不需再贅述的。海外華人可以對較快的經濟增長作

出軍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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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可以說j

重大問題上贏得海f

中國解決香港前途{

第三，糾正在J

外華人)及其在中圍

很大爭議的問題 r

一一一大多數海外華/

萬人理解的。從現司

最不合理的政策，已

盟促進“四個現代f

有必要對在那場針望

受到不去正對待的一

第四，處理撞車

去工十年間，絕大三

函數字是不精確的。

不可靠的估計。看殊

的百分之二十(即四

護照的中國公民。@

國籍的人仍然自認、果

說是出於政治上的民

間。中閻願意熱情響

值管中國堅定地承認

同時也承認有責任牽

最後一點是，華

人本身相互間爭論轟

張。一個學派想把是

一部史詩式故事，在



月，我到中盟南

﹒|、i 和廣東省的廣州

J_及在與這四個域

文學、福建師範大

「對華僑問題，或

長更確切地說是恢

乍和官員及學者們

怕我說話的人送給

舌他們的學校機關

“華僑"與“華商H

年種嘗試…一這裂

的幾個替換詞語。

銜，以及與學術界

發生興趣的理由可

實誼。可以鼓勵他

i二業企業。這是眾

安快的經濟增長作

第二，可以說成是統一戰爐工作。這主要關僚、到在一些

重大問題上贏得海外華人的同情，諸如與台灣的最終統一，

中圈解決香港前途的努力，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面成就等。

第三，糾正在所謂“文化革命"期間對歸倍(由闊的海

外華人)及其在中國盟內外的親屬的錯誤政策。這是一個有

很大爭議的問題，而且我相信，這個問題在華甫的兩三個省

一一大多數海外華人來自這兩三個省一一一之外，是並不完全

為人理解的。從現在來看，那些政策屬於1966至1976十年間

最不合理的政策，而且對中國現代化造成極大的災難。在希

望但進“四個現代化"和統一戰錢工作的情況下，現在認為

有必要對在那場針對回國海外華人及其家屬的災難性運動中

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一切受害者，予以補償。

第間，處理種族關保這個更厲微妙的問窟。這是指在過

去二十年間，絕大多數海外華人己組取得了外國國籍。造方

面數字惡不精確的。關於全球海外華人的確切數字，有許多

不可靠的估計。看來，中閣官員所用的數字是兩千萬，其中

的百分之二 t- (即四百萬)仍聶華僑，也就是有資格持有中國

護照的中國公民。@然而問題在於那些絕大多數已取得外國

國籍的人仍然自認為或被別人認為在種脹仁是華人一一與其

說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不如說是出於文化上和情感仁的原

因。中國願意熱情響應這種種故情感的表達，而且願意表明，

儘管中開堅定地承認這些華人作為外國公民的權利義務，但

同時也承認有責任鼓勵這種情感。

最後一點是，對撰寫海外擎入歷史的關心。這是在中國

人本身相互間爭論最多的問題。這方面存在有若干學派的主

張。一個學派想把這個歷史表現馬上溯一千年甚至兩千年的

心部史詩式故事，但只限於那些前往海外的中國人，因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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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那些廣東人和福建人，他們先是前往東南亞各地，使則

遠達南北美洲、澳大利亞及其他各地。另一些學振比較廣注

地看待華僑，用以指越過中國邊境並暫時居住在國外的所有

中國人。因此書華僑的歷史就應當包括經由陸路前往朝鮮、

越南、蘇聯、蒙古、緬甸和老值的那些人。但從歷史上來看會

就會出現一個嚴重問題，不同時代的中窩邊境如何確定?麻

續接睡而來，產生出在進行界定方面的其他回難。涉及到海

外華人問題，把中國目前的邊境(包括台灣、香港和澳門)套

用於古往今來一切時間，這種想法是一種時代錯誤，而且在

此時此刻，決不是所有人都會對此感到心安理得。@

有些人寧願把華僑歷史統統;忘掉。他們願意傾全力於當

前的問題。他們認為，對中國現代化及其投資計劃來說，和

在相當重要的程度上，對中國外交政策以及對必須面臨在海

外華人問題上無法緩和的敵意和根深蒂固的猜疑一一東南亞

各地尤為如此。對於貫徹這些政策的外交官員來說，這些當

前的問題已經移植雜了。造種想法很可能只是那些煩惱的官

僚以及那些本來也投有過多少海外華人的省份一一特別是中

國北部及商部各省一一一的人們的共識。他們無法理解為甚麼

華僑會形成一個特殊問題，為甚磨他們的家屬應當享受優惠，

以及為甚麼他們的歷史應當分別對待。很難估計在華僑問題

上持懷疑論觀點的程度，抑或只是不關心而立t~p在中國國內

真正敵視華僑。然而有必要提醒 氏並不是在中國的所有

中國人都闕，心華僑，甚至也不是所有中國人都知道華僑是甚

麼人和是做甚磨的。@

儘管如此，官方的政策是有的，在那些產生許多海外華

人的省份對華僑問題已經重新發生興趣。造個問題引人注目

的程度大大出人意料。 1978年復興 F兩所華僑大學，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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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各地，接則

-些學派比較廣泛

;住在盟外的所有

i陸路前往朝鮮、

且從歷史上來看，

t境如何確定?蘇

L困難。涉及到梅

香港和澳門)套

z代錯誤，而且在

:理得。@

j願意傾全力於當

t資計費j來說，和

(主主必須面臨在海

]猜疑一一一東南亞

-員來說，這些當

、是那些煩惱的宮

f份一一特別是中

1無法理解馮主要麼

萄應當享受優惠，

七估計在華僑問題

j並非在中國國內

J是在中國的所有

、都知道華僑是甚

2產生許多海外華

:個問題引人注目

E僑大學， 乎所在

泉州，就叫華僑大學，另一所是廣州的暨南大學。毫不足怪，

璋兩所大學，和廈門大學、中山大學、雲臨大學及其他站方

的一些大學一樣，都對海外華人的歷史十分關心。

13λ 華種及其政治涵義

很明顯，海外華人問題依然被許多因素弄得一團糟。有

些因素顯然是政治上的。其他因素有經濟方面的，技街方面

的，教育方面的，甚至有道德和感情方面的。然而在所有這

些因蒙的背後，有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在“華僑"一詞

使用上的混亂，以及許多與此有闋的中間人在承認有必要準

確地解釋這個詞語芳醋，表王竟出可以理解的不積極態度。通

俗的用法把道個詞語弄得卸此模糊不清，以致出現了認可當

前在其含義土的極大差異，而這是現代語古學家習以為常的。

然而這正是問題之所在。中國政府和多數外國政府以及多數

已經取得外盟國籍的中國人一一特別是在:東南亞的那些人

一一都投有清楚地把“華僑"一詞假定為僅指那些保留中國

國籍的人。在中國之外，正在越來趣多地按照這個有限的意

義使用“華僑"一詞。總之，這個詞語現被認為具有政治意

義。這個事實，即這個詞語具有政治意義，仍然需要加以強

調。

“華僑"一詞的使用始於十九世紀末葉，而且由於與民

胺主義及革命相聯繫，很快便具有政治意義。@在這個詞語

具有五十年以上的政治含義的情況下，對如何使用這個詞語

以及可以準確地應用於哪些歷史時期，有必要十分謹慎。然

而中國人認為，“華僑"一詞到十九世紀後期才出現這一事實，

並不意昧著在那個時期以前就不存在海外華人。關於造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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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用怯和意義這一點，遭到了，智、棍，或者也許是沒有被

理解。但是既然現在對華僑問題和華僑歷史璋麼活躍會規避

這個謂的正確使用就可能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問題或單純的

學衛問題了。當前在這個詞語上的混淆不清和感情用事是如

此嚴重，長此以往勢必使中國人永遠也弄不清這個謂的意

義。@反過來，在國外的具有中間血統的那些人中間，以及

在中國人已成為國民的那些國家的人民中間，就算不造成混

亂的話，也會招來誤解和猜疑。

關於政治意義這一點，需要加以重新陳述。爭論是圈繞

“僑"這個詞的使用進行的。這是一個古老的詞語，其主要

意義是“僑居或暫時離家居住在外"。第一坎明確地把“僑"

這個詞用於指居住在國外，即在一個外國的中國人，見於

1858年(咸鹽八年)的一份官方文件。那是天津的中法條約，

其中在提到相互在對方閻家建立外交使團之盧使用了這個

詞。@到那時為止，曾有過一系列詞語被用來描述居住在海

外的中國人，其中有些詞語極具貶義。筒中主要原因是，在

明清兩代的大部分期悶，中國人被禁止前往海外;如有往海

外者，貝IJ 回歸時就有受到嚴厲懲罰之虞。那時，僑居或暫時

居住海外的意思是通過其他詞語表達的。“僑"這個詞從來不

曾用上。看來，其他詞語足以滿足當時語吉上的需要。那麼，

採用“僑"這個詞以及後來進而採用“華僑"這個詞作為名

祠的，意義何在呢?

其意義主要是政治上的。 1858年正式使用“橋"這個詞

時，僅適用於在國外任職的官員。但當東南亞當商開始通過

向皇朝捐資購買官銜時，就有必要對他們使用比較文雅的詞

語以承認他們的官位。此後，相繼向歐洲、美洲和日本派遣

了外交官員，其中包括1877年(光緒三年)任命胡磁澤一一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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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富商開始通過

用比較文雅的詞

美洲和日本派遣

命胡磁澤一一一更

以Whampoa 而聞名一一一為新加坡頓事。他在被任命之前，

已經購買了官衝:如果在此以前，有人曾被正式稱為“僑居"

的話，胡氏當時也應當被記述為“僑居"新加坡了。@但是

直到 1885年，一份官方文件才把一切暫時居住在體外的中盟

人承認為“僑居"。這份官芳文件是另一個中法條約，其中把

這樣的中國人稱聶“僑居"於法屬印玄。0至於“華僑"可

能是在1882至1883年(光緒八年一九年)資i護黨第 改用組合

謂“華僑"稱謂海外華人。當時他在舊金山任總領事，敘注

的是平民而不是官員。據說此詞兒於他致他的上司一一中國

駐美國公使鄭藻姐的信中，但現今所保存的信件其真實性如

何，尚不能肯定。無論如何，這封佑在他生前從未公開，而

且似乎也不曾影響其他任何作者。廈門大學的莊國土曾指出，

鄭觀應在1883及1884年(光緒九年及十年)的兩個奏章中使用

過這個詞， 1884年(光緒十年)的《光緒帝實錄》中也曾簡短地

提及鄭的奏章。令人遺憾的是這兩個奏章於1909年(宣統元

年)才公布，而實錄中的簡短說明則公布得更晚。因而這些

都很少可能影響同時代的著作。也有可能這些文本並非原文，

而是在公布前經過修改或技勘的。@

因此，將“華僑"詞首次作為名詞使用是表示中國官員

和知議分子的政治覺醒過程已達致頂點，而這種覺醒在華南

各階層中間人中尤為接出。既然如此， 1比詞確於何時首改為

人使用或究為何人所首:欠使用，並無關緊要。如果說，在十

九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到十九世紹九 t年代中期之間，“華僑"

一詞曾不知不覺地被不時使用，也就不足為奇了。那是一個

預備期，在此期間， 一種必須對前赴海外的中國南方人做些

事情的政治認識正在形成。那時，這些來自中國南部的華人

正在要求得到關注，而且提出這樣要求的並不僅僅是富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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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在那個時期，對於中國官員來說，一個目不識丁的中國

窮人在國外受人欺侮，和一個文化程度較高、經濟境況較好

的中國人在國外受人歧棍，同樣是蒙受恥搏。@

因此，對官員而吉， 1893年(光錯十九年)撤銷對海外蔽

行的禁令是意味深長的。@取消禁令使他們得以自由考慮怎

樣利用在國外的華南人的資金、技衛和精力來使中國富強。

雖說此填禁令在實踐中只是 紙空文，但我們不應低估禁令

的撤銷對各種各類中國人的重要意義;對福建和廣東的婦女，

意義也不小，她們現在可以比較容易地到閻外和丈夫及家人

團聚或外出與那些不準備在當地娶妻的人結婚。一旦錢財可

以容易地流目中國，婦女可以出園，中國南部與海外華人之

間的聯繫就不可估量地加強了。這比領事代表所涉及的技研

性問題和國籍法所能起到的作用要大得多。這種聯繫越是加

強，對實際保護工作的需求也就越大;而且清証和海外華人

福利的牽連越多，政府在那些期望日漸高升的人看來就必定

越發不能令人滿意。官員發現，他們不得不更為積極地響應

發自中國南部的要求保護兔受歧規的呼聲。 f也們這時較好地

瞭解了西方各國政府保護其全部國民的方法，而且由於到

1895年(光緒二卡→年)為止，至少有三個與列強簽訂的條約

已經把“僑"字用作對獲准在國外居住的官方用語，他們就

不難在1893年取消官方禁令之後立即把這個詞應用於全部海

外華人。總之，到了這伯時候，“僑"字被廣泛使用，個括全

部華人，就是很自然的了。但是不可只是因為其時機已到而

低估其廣泛使用的政治意義，以及加上“萃"而構成一個新

的普通名祠的政治意義。@

另 個重要之點是“華僑" ;司一旦開始應用後的力量。

一旦對獲准在國外居住有了政治土的承認，要求官方保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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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應用後的力量。

要求官方保護的

顱盟臼益增長，更加強罰。但當所得到的保護誼明是軟弱無

力時，就激起7其他政治情緒。一推持不同政見的人要求推

翻政府，並以反滿反清的惜詞(寓有強烈的種族主義色彩)表

瑋7這種要求。這些吉訶引起了華甫的中盟入一一大部分國

外華人的故鄉一一一的同情。在這方面，一首粗俗而措詞有力

的 1命歌曲"一一看來是專門寫給爪哇華僑的一一曾於

1903年作為附錄刊印於鄒容的影響極大的《革命軍〉肉。@這

首歌曲不會引起東南亞富裕而成功的中國頭家的多大同情，

但其政治寓意是清楚的。它提高了這些中國南部華人的政治

作用，嘲弄了那些很可能既支持西方聽民統治又支持滿清政

府的成功富人，而且是第一狀直接號召海外華人投身於中聞

政治。它又是若干年後據中山的名吉“華僑乃革命之母"的

直接預示。@不論是否當之無愧，海外華人從那時起就義無

反顱，並於1苓後五十年間，在國外保持了鮮明的政治形象。

今天，正如中國闡釋他們的那樣，他們的身分只是普遍的外

僑，其本身並不其政治意義。那個把全部華人稱為華僑而且

具有政治意義的時期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終止 F。那個

時期不妨稱為華僑的五十年。

應當強調的是，華僑的年代不可予以上潮。把“華僑"

這個詞用於更早的時期，那是不顧史賞。那是違反明清兩代

的政策的，是違反它們對寓居海外的中國人的見解的，甚至

是違反它們的政治觀念的。@漫不經心地甚至滿不在乎地把

“華僑"應用於歷史上曾經去國外幾年或更長時間的每個中

國人，那是在嘲弄迄至今日為了理解中國現代史的一些主要

變遷和為了以正確的歷史眼光觀察這些變道而做出的種種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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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比較東海亞與北美及澳大利亞

在有1現今的中國官員及學者的討論中，常常把前往東南

亞的中國人和前往諸如美制及澳大利亞等其他地方的中崗人

加以區分。眾所周知，所有這些人幾乎都來自中國南部。我

曾和中國南部的一一些人交談。在他們看來，各地區之間有幾

點可資比較。

中國與東南拒之間的關係可追溯到很久以前;如果把現

代的越南北部包括在內，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以前。東南亞

各港口之有中國移民，至少己一千年;而那個地區甚至以西

地區的人之移居於中國，則時間更久遠。@最初，他們的人

數決非很多，但是他們可能已成為華南與那個地區之問健康

的共生關係基礎。然而這種早期的關係被西方的擴張破壞了。

西方的擴張從1511年葡萄牙侵佔滿刺加國起，直到本世紀上

個年代前後為止。@在過去這450年期間，十九世紀中葉前

的主要交往是通過貿易，同時帶有一些“海盜行為"和走私，

也有一點i玫治活動，特別是中國國內動亂中的一些政治蟬難

者。@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大規模的勞工移動才把北美和澳

洲地區帶到這個領域中來。

然而就北美和澳洲地回TM吉，其構成成分則完全不同。

最初仍然是和華南聯繫，但是從非熟練勞工開始，其後在美

閻則繼之以學生。極少數工人可能開展了倪水平的貿易，但

貿易從來也不是這 A聯繫的主要特色。即使是勞工，在限制

性的勞工立法直接歧視華人後，也就成為無關緊要 L@然

而到了1900年，隨著中國南方的政治領袖一一如聽中山及其

支持者和康有厲的保皇會的支持者等一一在他們所到之處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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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擴大影響，東南亞

民脹主義感情的傳拉

人向情在其他地方官

越多地捲人中國政訂

另一個因素。@

但是其闋的不F

南亞士也區經濟方高E

望著儒"的形象。這

行到東南亞的行動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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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表現為經濟上的

洋既是財富與機遇l

地方到處都是或扭

1941年以前，

人而盲，顯然比其

當局和泰盟對外來

北美和澳大利亞那

育的控制往往敏生

動從來也設有像美

律上的系統規模。

方。那時外的一種

而且大多前往美自

那里去教書。然而

弄個外閻學位來f

一個極為重要的刁

後將日益增加。



E 

常常耙前往東南

E他地方的中國人

:自中國南部。我

各地區之間有幾

‘以前:如果把現

;年以前。東南亞

;個地區甚至以間

最初，他們的人

個地區之間幢康

守的擴張破壞了。

'直到本世紀上

十九世紀中棄前

ZE行為"和走私'

的一些政治避難

動才把北美和澳

分則完全不同。

謂始，其後在美

水平的貿易，但

皂勞工，在限制

t關緊耍了。@然

一如孫中山及其

也們所到之處競

相擴大影響，東南亞與其他地區之間有了表面上的相似之處。

民族主義感情的傳播也是共同的，這特別是因為東南亞的華

人同情在其他地方的明顯地渡到歧視的同胞。國外華人越來

起多地捲人中國政治活動是使這種地區間的比較成為可能的

另一個因家。@

但是其闊的不同之處更為重要得多。歷經聽個世紀在東

南亞地區經濟方面取得相當成就之後，本世紀產生7 “南洋

華僑"的形象。 這一形象是由華南的中國人自己以其向南航

行到東南亞的行動為其表現，立史以人數眾多，和中國經紀人、

企業家以至資本家的無數成功故事，以及華僑教育的驚人成

就為其特徵。對西方瘟民大國和當地政治頓袖來說，這一形

象表現為經濟上的支配地位。對中閩南部的民眾來說，則南

洋既是財富與機遇的樂土，又是富於浪漫色彰的地方，這個

地方到處都是或粗野或可愛而又隨和的人們。@

1941年以前，南洋地區對中國南部有意移居外國的任何

人而盲，顯然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具有吸引力。雖然植民地

當局和泰國對外來移民的控制 H 益加強，但是從來也投有像

北美和澳大利亞那樣實行嚴格的限制。對華僑子女的華文教

育的控制往往被生動地描述為揖華措施的事例，但是排華行

動從來也投有像美國幾十年前那樣激烈，也投有美間那種法

律上的系統規模。除7一種人之外，南洋是最令人嚮往的地

方。那除外的一種人就是學生。學生不服於中國擎南部的人，

而且大多前往美國。投有人到南洋去留學，但是有許多人到

那襄去教書。然而作為獲得新知識的地方，以及/或者為了

弄個外國學位來抬高身價，則美國僅改於日本。@這確實是

一個極為重要的不同之處，而且這個不同之處的重要性，今

後將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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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個最重要的不同之處當時在中國南部並未得到

普遍承認。美國是一個獨立國家，擁有先進的技街，而在南

洋，當時除了那小小的友善的泰國外，投有任何部分是獨立

的，更談不到強大和先進。南洋可使海外華人獲利，是因為

那里的瘟民統治和 些統治當地的精英認為他們可貸利用。

統治美國的精英在任何可比的方面都不需要讓人。因此，第

二故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兩組政治事件完全改變了南洋和北

美地區的相對地位。海外華人對這兩者都未曾料到。

第一組政治事件是民接主義在東南亞各餾殖民地盛的興

起。一般而吉野來自中國南部的海外華人在理解i這一事態發

展的意義方面是遲鈍的。他們大多數人都過份忙於賺錢或竭

力維持生計以致無暇他顧。其他人則把他們的政治觸為轉向

他們在福建和廣東的村鎮，而不是轉向東南亞事務。在多年

之內，“南洋"被攪為神話。@實際上並非像有的人盲目輕信

那樣，有這麼一個海外華人的福地。那是為宣傳和癡心妄想

所詩大的短暫性現象。很快便清楚的是，每-個新興國家都

繼承了處理華人問題的不同方式，因為華人問題在每個地區

從來都不是一樣的。現在每個新國家都制定了限制性法規，

這些法規往往是直接針對它們人口中具有中國血統的那些人

的。這些法律在試圓約束某類華人活動的程度方面各不相悶，

但是看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具有法律上的系統規模

To@ 

隨著“南洋華僑"形象的消失，東南亞各華人社會的發

展也就告終了。大多數社會社團轉而採取守勢，有些目前實

際上巴經瓦解不成其為社會集團了:在有些地方，小得多的

社會或親緣關係的組成則在掙扎求存。這種轉變並不是突如

其來的，但是與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的華人相比，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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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現已完成。

第二組政治事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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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人來說是錯誤自

函，對北美來說，豆

到連那聾，而那裳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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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南部並未得到

逢的技備，而在南

有任何部分是獨立

學人獲利，是因為

克他們可資利用。

耍筆人。因此，第

Ê:改變了南洋和北

長曾料到。

5個殖民地區的興

主理解這 事態發

荳份忙於賺錢或竭

句的政治觸角轉向

海亞事務。在多年

1有的人盲目輕信

吉宣傳和癡心妄想

至一個新興國家都

、問題在每個地區

三了限制性法規，

3國血統的那些人

度方面各不相同，

簿上的系統規模

1各華人社會的發

=勢，有些白前賞

?地方，小得多的

[轉變並不是突如

:人相比，可以說

轉變現已完成。

第二，祖政治事件也衝擊了“南洋華僑..但對北美華人社

會的性實具有更為深刻的影響。中盟共鹿黨在中國的勝利和

間民黨政府運台給英國的對華以及對整個草樹的傳統政策帶

來了出乎意料的變化。由i比給北摸華人一一一主要的為華甫的

中國人一一帶來7另一種轉變:政治上典文化上的聯釁擴大

7。有政治避難者，但更重要的是學生。這些學生大多數來

自台灣，其中許多人滯留在美國或者又回去定居。移民政策

也修改了。對香港和廣東的聯繫加強了。三十年間，那兒的

華人人口增加到原來的六倍以上。現在，與老“南洋"形成

鮮明對比的是，對新的海外華人具有吸引力的是北美(程度

差一些的是澳大利亞}o@

總之，就海外華人問題而宮，近來的事態發展導致了東

南亞與北美情況之間的強烈對比。這個問題至少有三個主要

方面。第一個可稱為國際方面，第三個可稱為民族方面p 第

三值可稱為中國方面。

第一，北美及澳大利亞各國政府對中間比較友好，而且

立宜不感到查中國血統公民存在的威脅。而對東南亞的多數政

府而言，越南及酷聯所作關於海外華人是中閻派駐該地區的

奸細的宣傳對一些人依然是縈迴耳際，由而對中國方面有關

國外華人一一不論是否中國公民一一的一宮一舉，都當成一

個“離感的"問題。這對使用“華僑"一詞是有影響的。東

南亞國家聯盟的華人絕不使用這個詞語，因為這個詞對他們

多數人來說是錯誤的，而且會冒犯他們各自的政府。另一方

面，對北美來說，新近有許多華人從台灣、香港及其他地方

到達那里.而那里的各國政府對“華僑"這個詞似乎不那麼

敏感，因而就可以比較普遍地和比較隨便地使用，而不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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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犯任何人。@

民族方茁就更厲徵妙，而且除了別的以外還涉及政治上

的忠誠問題和種族特性問題。前一個問題是相當主觀的，而

且人們很少希望予以全面考查。現在可以預期，在多數情況

下，對接納和對待那些具有中盟血統的人將不致有明顯的歧

視。歷史表明，與歸化的社會融為一體是公認燒範，華人在

這方面並非例外。但是更加深奧的根本問題是種族特性問題，

也就是那種個人的和文化的認同觀念。這種觀念比盟籍觀念

深刻，人們即使在選定一個新聞籍之後，甚至也可以保存這

種觀念。雖然這是一個古老的問題，但其在現代和在國際上

產生的後果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嚴重得多和複雜得多。種族特

性是與個人人權、民主權利和少數民族權利相關聯的。它引

起權力的問題，人道力量的使用，以及通過各族人民文化上

的百花齊放來豐富國家的問題。遠在一個日益縮小和資訊發

達的世界尤為如此。如果種族特性被完全承認為一種權利

一一北美洲和澳大利亞在這方面可能帶頭一一那麼，就關係

到華人而盲，可能發生兩件事情。他們的種族特性將通過諸

如某人、華裔以至至在脹等中性詞予以適當的表達:這些謂“J

本身都不合法律上和政治上的意義。現代的開明政府在處理

種接特性問題中，知道強制地完全同化少數民族是不人道的，

而且是很不必要的。因此，就丟在人的種族特性而吉，這些政

府對上述詞語的這種用法不應有任何疑難。而在國外定居並

日選定了定居國國籍的華人，一定會而且也應當滿足於

此。@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保留華僑這個詞彙，用以準確

地稱謂那些暫時在關外居住的具有中關國籍的人，這對於其

原來的字面意義也最為貼切。

最後，中圓方面，也就是與中國本身有闋的方面。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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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過多地攝大頭



èÁ外還涉及政治上

是相當主觀的，時

í{期，在多數情況

等不致有明顯的歧

士認規範，華人在

是種脹特性問題，

萱觀念比國籍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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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的人，這對於其

f關的方面。中華

人民共和國通過其1980年的輯錯法@正譯求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尚有一個聯繫經濟、社會和文龍的廣大網絡把中國以外

的聲人和他們在中盟的家屬結合在一起。隨著時間的消逝，

這些聯繫會進一步自IJ弱嗎?根據中囡囡內外過去五年重新發

生的興趣和重新出現的活動情況看，這樣說顯然選為時過早。

摺外有些年畏的華人不喜歡聽到他們現在不是華僑的說法。

有些人感到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正在被“剝奪繼承權"極少數

人則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台灣政府準備把他們叫做華僑。

這可能給中國政府及其國外機構帶來一些壓力。但是長遠看

這也許不會構成一個重大問題的。@

更為嚴重的是“僑"這個詞在中國圈內的廣泛應用。有

一位學者列舉了 H僑"的大量用法，包括用於人，用於組織、

協會和工作單位，用於地方，用於經濟，甚至用於閱本世紀

中閻麗風政府重棍華僑聯繫而引起的非常獨特的專門術語。

這些用法的形成，是由於厲處理華僑事務而設立了大量機構。

事實上，由於中閻政府各級機構承擔了對華僑和他們在中國

的家屬以及其他聯繫的各種責任，事實上已經出現了這方面

的專責工作。@

華人本身已經提出了這樣的問題:這種情況將持續多久?

從國外的事態發展來看，可以合法的叫做華僑的人逐漸減少。

同時，早年的歸僑，年紀越來越大了，而且他們的家屬現在

幾乎在各方面都已基本上適應了中國的生活方式。在這種情

況下，答案似乎是顯而易見的。然而龐大的機構還在. I而且

有許多人正在為華僑而認真 l二作。由於官僚體制的性質一一一

一切國家莫不如此一一，有關華僑的廣泛活動很可能會長時

問繼續下去。但是如果它主要是關係到中國國內的活動，而

且不過多地擴大到有外交含義的工作，這就不會有甚麼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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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還有些好處。這項工作具有許多福利事業的和人道主義

的特徵，而且可以有助於某些中關建設和現代化的領域。然

而確有必要對官進行細心監督，以不使外盟政府或國外的外

籍華人產生錯覺。@

中國出現一種頗有前途的事態發展，此處特別j信得一提。

它是與中間許多學者很想撰寫的中國以外的華人歷史有關

的。如前所述，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中國商人、船員和難民前往東南亞地區至少比前往美洲和澳

洲沿岸早八百年，而且遠在這批中國人可以正確地被叫做華

僑以前。當前存在著這樣一種可以理解的強烈願盟9 就是把

所有這些很久以前的情況都叫做華僑史的一部分，而不理會

這個祠的現代政治意義。如果歷史學家照此辦理，貝。東南亞

必將成為華僑歷史的核心。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中國現代史而苔，為現代科

學技知、為教育發展以及為代表中國執行外交任務而前往北

美、日本和歐洲的比較不多的華人，旬在總體上對中國產生

了更深刻的影響。被派往國外學習技權而在國外工作三年或

三年以上的中國學者，接正式列入華僑的定義之內。有很多

實例說明這些人對中國的科學發展做出了明顯的貢獻。如果

把他們看作是歸國華僑，那麼，學識與科學的資歷具有的重

要性是來自南洋的金錢數量無可比擬的。就東南亞的大多數

而盲，其歷史作用主要單純是一個財富的問題，也就是開發

諸如福建及廣東等省所需的錢財問題，而在中央政府那些高

瞻遠醋的官員看來，這設不是 種給人印象特別深刻的貢

獻。@

在i鐘表五年間，出現了無異於實際貶依東南亞華僑史的

重要性的極大諷刺。例如，由於華僑對有種族意識的北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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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一個構成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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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義的研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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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東南亞地區爭取

本身的歷史知識水

質是，有關東南亞4

有當時的聽民地國

。只用中文資料或者

料，翻譯質量往住

人的歷史。一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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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很清楚的

些變化。撰寫那些

很容易，因為在那

怡因為歷史學家毋



事業的和人道主義

亮代化的領域。然

還政府或國外的外

盧特別值得一提。

、的華人歷史有觀

主溯到很久以前o

p比前往美洲和澳

i正確地被叫做華

已烈願望，就是把

-部分，而不理會

二辦理，則東南亞

!而育，為現代科

.、交任務而前往北

1體上對中國產生

國外工作三年或

義之內。有很多

顯的貢獻。如果

的資歷具有的重

東南亞的大多數

題，也就是開發

中央政府那些高

設特別深刻的貢

東南亞華僑史的

族意識的北美人

並不是一個構成威脅的概念，因此研究北美華人的歷史就得

到鼓勵。許多譴責過去政府政策的書籍出現了。美國學者和

中國學者的共同協作研究成為可能了。但是由於北美華人大

部分來臼廣東省操廣州、|話的地區，並且由於幾乎全部其{也在

國外的華人一一一特別是那些來自潮州、海南和福建南部的人

一一都南下東南亞，可能進行的研究在質量上的差距越來越

大了。考慮到東南亞各盟政府對其中國血統公民的敏感，來

自中國的學者現在幾乎不可能對今天的東南亞華人進行任何

有意義的研究。因而，廣州各縣的學者享有其他地區學者只

能望洋興嘆的機會。

但是，儘管有這種環境方面的差異， ♂些有建設性的事

物已經出現了。中國正在出現一種覺醒，意識到有關東南亞

華人的研究是和東南亞歷史本身的研究不可分的，意識到東

南亞華人的歷史最好理解為東南亞歷史必不可少的組成部

分。遠不僅表明中國學者已開始尊重東南亞各國人民的歷史

和東南亞地鹿爭取獨立和現代化的勢力，而且還提高了他們

本身的歷史知識水平，從而適應當今的現代學街的要求。事

實是，有關東南亞地區華人的大部分文獻都不是中文，不僅

有當時的殖民地關家的文字，而且有東南亞各地的本地語吉。

只用中文資料或看不時再加仁少數殘缺不全的外文翻譯資

料，翻譯質量往往很差，小足以客觀jM科學地研究東南亞華

人的歷史。一些中間學者開始承認，研究海外華人的歷史學

家有必要深入到這些海外華人所去的國家的歷史研究中去。

看來很清楚的是，對在國外的華族的看法，正在發生一

些變化。撰寫那些前往北美或澳大利亞的華僑的歷史，可能

很容易，因為在那些地方對此役有很大的敏感性。但是，恰

恰因為歷史學家毋謂對別人的感情敏感，他們所寫的歷史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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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可以保持傳統的、種族中心的若望式。另一方面，正如近

年來發生的事件所充分鐘明的那樣，在東南亞是需要敏感的，

這就要求更高水平的理解和更大的努力，以便敘述南下的華

人時做到科學問精確。可能還需要很長時間這個努力才能產

生效果，但現在至少這樣的時機日來臨:從十九世紀中葉起

南飛的大多數華人將成為歷史寫作的對象，而且寫作上的歷

史綜合性水平將超過中國歷史學家以往達到的水平。

litt flf 

@這篇論文的原稿曾於1983年作為講積在香港大學和多倫多大學(加拿大

東南亞研究協會 [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South-east As ian Studies]) 

提出。

@“Overseas Chinese" (海外華人)是通行的中文名詞“華僑"的英譯詞語。

兩者通常都隨便用來表示住在海外的任何中國人。但是近年來，各屆政

府(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把華僑的含義縮小為僅指生活在外國的中國國

民。對於外國籍的華商人士，現在另有一用語:比較普通的是“外籍華人"

或者在識別間籍時， WJ用“緬萃"(緬旬華人)、“馬萃" (馬來間草叢人)

等等。豆豆於英文章母語“Overseas Chinese" (或類似的“the Chinese 

Overse笛"、“the Chinese abroad" 等其他英文詞語)，現在不 γ定譯為

“華僑..而是按照字義巾譯為“海外華人"。這是避免“誰三僑"這個祠的

政治和法律涵義的一種方法。這草童對這個英文詞語是依種族的中性意義

使娟的，即“中關國外的任何可以識別的車人"。

@主要有1981 至 1983年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的〈華僑史論文集) (五卷)及〈華

僑教育); 1983年泉州出版的《僑史)1982年第 期;各大學社會科學學線;

和陳碧笙教投及絲;金枝教授的著作。

@洪絲絲、於1981 年 12月在北京舉行的華僑史討論會上的發苔，題為〈華僑

歷史研究工作中的幾個問題)，載〈僑史}， 1982年，第一~期，頁2 (但亦發

表於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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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一方面，正如近

亞是需要敏感的，

1便敘述南下的華

;可這個努力才能產

注重十九世紀中葉起

而且寫作上的歷

司的水平。

和多倫多大學(加拿大

l-east As ian Studies]) 

司..華僑"的英譯詞語。

但是近年來，各屆政

自生活在外國的中國國

得過的是“外籍男主人"

已萃"(!馬來內亞華人)

支似的“the Chinese 

H). 現在不定譯為

兔“華僑"這個詣的

是依種族的中性意義

!論文集) (三卷)及{華

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上的發育，題為{華僑

第一期. 頁 2 (f同亦發

@陸上邊境尤其難於確定。如果中闊的所有少數民族過去一直是中國人民

的一部分，那就不可能有華僑住在藏族人、蒙族人、突厥語及通古斯語

諸民族的故土了，也不可能有住在雲商的華僑了。

@這方蘭的逸閱頗多。一則流行的笑話稱，一位中國青年詢問華僑是哪個

國家。另一則笑話是敘述一位北京的中盟會年的故事:當有人向他打聽

去華倍事務委員會怎、自堅定時，他說，“啊1 你是說華僑大使館吧。"

也) Wang Gung.叫，“A note on the origins 01 Hua-ch'陷。"， first published 

in Masalahmasalah lnternational Masakíni , no. 7 , 1977，頁 7 至 18

(Jakarta)，又錄於 Wang Gung.肉 ， Community and Nation (ASAA, S-E 

Asia Publication Series , Singapore and Sydney , 1981). 真 118至 127。關

於1比問題的評訣，又見〈華人、華僑與東南亞史〉一文， J比文係 1976年3

月 3 日在新加坡商會的演講，戰《南洋商報}，並轉載於接責強及古鴻廷編

著:的〈東南亞華人問題之研究) (新加坡遼東圖書公司， 1978年)，頁 27至

32。又兌 Wang Gung.叫，“Southeast As ian Hua ch'iao in Chinese his 

tory writing" , Joum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pecial (ssue edited 

by C. F. Yong) , XII:1 (M盯ch (983)，頁 1 至 14及本書第二章。

@關於“華僑"、“歸僑"以及與之有蹋的其他華人的新的困難，見 Wang

Gungwu ,“External China as a New Policy Area" , Pacific Affai月. Spring 

1985，及本書第十二章。

@ Huang Yuebo 等編〈中外條約彙編} (商務印書館， 仁海， 1935年)，頁76。

@關於這個時期的背景，見 Yen Ching-hwang (顏清煌).“(Chi呵's Sale 

o( Honours and 甘le Chinese Leadership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 

1877-1912)" Joum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vo l. 1, no. 2 (Sept 

1970)，頁20支泣。莊儲土在其尚未發表的《“華僑"一詞名稱考〉…文中稱，

“僑寓"第一改用以稱謂暫居圈外的中國人大概是一在1878年(光緒三年)。

此點兒於駐美國、西班牙及秘魯公使傲自首彬的一篇奏尊重。他在奏章中建

主義對當時新到美國的中閻人予以領事保護。在整個|九世紀八十年代，

提及“僑居"之處似乎均在涉及官方保護的場合。

。〈中外條約彙編)，頁的。姑不論中倒清代何時確實視安街 (!!jJ 現代的越 1萬)

為非中闊的、因而為外國的國士，這是第一次把“僑"合法使用於在明

白無族的外關國土上就饋的中國人;同番，頁 151 。

@貫道惜的〈先兄公度先生實事疏略〉為主主兄的舊金山來信的口在一資料來

源。吳天任的〈賞公度先竺傳稿) (香港中文大學1972年).頁 106引用了這

些來信。或不能確定原文未經潤色。我感謝莊先生提及鄭觀應和〈實錄);

〈“華僑"一詞名稱考)，頁 7至8。鄭觀應的兩個奏:意見〈盛世危盲{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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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09年首吹刊印， 1969年台北大東書局影印)10.1158及5.6330 {實錄}

中提及最早之處為光緒十年乙禾(1884年)，第 188章，頁8a。莊先生本人

深知這些文本刊印於二十餘年之後， f.且認為大概是可靠的。但鄭觀應在

其1909年前多次出版的著作中，一律使用“華人"或“華民"這一事實，

又使上述看法不無可疑:晃〈鄭觀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卷一，

這是一本極有價值的文集。

。這一認織的最好說明是黃遵憲的名詩〈逐客篇)，作於1882 (光緒八年)年

前後; (人境廠詩草簧注)(上海古典文學出版辛1:1957年修訂版)，頁126至

130。

@關於這個問題的最近研究，見 Ying Ching-hwang (顏清 f曼)， Coolies 

and Mandarins: China is Prote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 (185/-19/1) (Singapo間 University Press , Singapore , 

1985)，第七章。

@1984年3月，我曾有機會利用北京國家第一檔案館的資料， f旦時間過於

短暫，未能確定“華僑"作為名詞何時始兒於官方文件。在我能移雄í:E

之前，我堅持我在“Origins of Hua-ch'ia昕一文中頁13或真 123 至 124的

觀點。

@我在“Origins of Hua-ch'iao" 中翻譯了此詩的一部分，見該文頁ln至 18

或頁 126至 127 。

@張永福 (Teo Eng Hock) 著〈南洋與創立民國) (上海， 1933年)。

@例如，在十七世紀，當中國人在馬尼拉被大批屠殺時，明延不聞不問。

在 1八世紀，當更多的中國人在巴達維亞被殘殺時，清廷一聲不響。對

於不在小國風土上且違法前往國外的人，沒釘責任為他們做任何事情。

。我說的“以肉"是指許多印度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這些人在頭 1 個

世紀中跟隨東南亞土著來到中國定屑。我說的中關移民，包括在十世紀

越南獨立之後移居越南的人。

砂~F煎民1t主要是二1 世紀 ti十年代的 種特殊現象，但是也可以說，最

後一伙反種民主義戰爭到1975年西貢及金邊被攻下才結束。

<:，_Ì)3' IJ 卜 li 世紀小葉，自/l葡萄牙人到來前的半個多世紀，政治(包括學i貢)關

係就沒fj. 真正的重要性了。然而在十七世紀、 「九世紀、以及:十世紀

的部分時期，政治避難者去蚓很重要。

@ Jack Chen 的最近辛辛作 The Chinese of America (Harper & Row , 

1981)，第:部分詳述了這個情況。

@這是一個有待以比較方法進1f研究的課題。若于值得注意的研究項目表

l呀，對華人在不 '''1飼家的政治活動進行比較的力法，可能很值得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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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很值得肘。

例如， l且a E. Williams ,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genesis of 

the Pan-Chin臼e Movement in lndon白的， 1900-凹的 (The free Press , 

Glencoe , 1960); An tonio S. Tan ,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

1935: A Study of their National Aωakening (n.p., Quezon City, 1972); C. 

f. Yong , The New Gold 且1ountain: the Chinese in Australi白， 1901-1921 

( Raphael Arts P丸， Ríchmond , S. Au仗， 1977); 顏清漫 (Yen Ching 

Hwa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月，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uala 

Lumpur , 1976); L. Eve Arτnent.rout-Ma，“Chinese Politics in the West 

ern Hemisphere , 1893-1911: Rivalry between Reformers and Revolu 

tionaries i日出e Americas"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 University 01 

Calîfornia, Darîs , 1977); Edgar Wickberg (ed.), From China to Canada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nada (Toronto , 1982)，第

一及第二部分。

@以“南洋"指東南亞是現代的用法。在十九世紀後期，“南洋"所指涉的

範闊比較厚實。只是在本世紀頭十年之後，其意義才固定下來:這時候，“南

洋華僑"開始專指東南亞的幾百萬海外華人，而且使人聽起來就好像這

些華人備成了♂個公認的統一社會，這個社會很可能將在一塊富裕的土

地上興旺起來。兒 Wang Gung-.間 ， A Short Histo吵。f the Nanyang 

Chines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 Singapore , 1959)，貞 33至34。

@主要是美國各大專院校發揮作用的遠方面情況有待詳述。有關雅麗協會

(Yale -in -China)，哈佛 無京學校 (Harvard-Yenchîng)、美國在清華大

學、壁畫約翰大學和教兩大學的權益等， 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論文已經開

始出現。有一篇論文試國作出全面研究，那就是 Y.C. Wa峙，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 Univ. 01 North Carolina Press , 

Chapel Hill , 1966)。但是波為任何 衛問問文撰寫的研究論文比得上日

本學者實藤蔥秀關於中國留日學生的研究，特別是他的〈在臼本的中訟

留學生) (東京， 1969年) (1 970年修訂版)。

@“南洋"一詞在南洋大學沿用主今，而且仍用於廈門大學從事東南亞研

究的研究所名稱。 1958 年， .ft 曾就其使用提出質疑(見 Nanyang

Chinese ， 頁 42) ，而í fl.JQ B'J 書 "f能是在書名中用“南洋華人"這個短語

的最後→本用西文撰寫的著作。

@這些法律並~Io~堅部都是新的。西班牙人和l荷蘭人從 開始也就是在 1 六

世紀後朔和卡七1:1電紀初]斯就提出 f限制性法律。不 liil之處在於燈民地的

法律幾乎毫不掩飾法律照顧道民統的者而對抗外來的華人，而新法律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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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民族主義精神，看來往往是照顧本土公民而反對源於移居的公民

不管這些移居者已經在該國住了多久。

@這是 個正在引起認真研究的領域，例如 Wu Yuan-li (ed.), The Eco心

nomic Condi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 (Pacific As ian American Mental 

Health Research Center, Chicago , 1980, Monograph no. 3)，這華主編擎的

都是引人人勝的文章。

@1983至198是年，我曾訪問北美六個月。在此期問.我發覺在講廣州詣的

華人一 不管是美國公民還是新近從香港或中國來的人一一一之間，“華

僑"這個詣譜是常用的。另一方面，那些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起來自中

國大陸的華人或是那些從台灣來的華人.似乎不大喜歡這個詞語;他們

主要用“華僑"來指那些早期移民的後裔，或是指現代的、與他們相當

的、講廣州話的那些人。

@隨著新的幾代人在當地出生和受教育，丟在族特性越來越成為一種微妙的

現象。可能不用多久，諸如華人、哥華族以至華裔等詞就不實用以稱謂他

們和他們的子女了。

@全文載1980年 10月 6 日《北京周報}第40期。

@這並不是說今後不再有[華僑了。相反，只要中國人繼續從中國、台灣和

香港移居外留(或者從 個中續以外的國家移居到另一個詞家)，就總會

有在法律上是華僑的人或者舉止像華僑的人。 ffl.華僑是否將繼續成為對

中國和對其他政府的 倘重大問題則是另 4件事。

@關於中國臼前使用漢字“僑"的規範複合詞表，見陳存廣〈“僑"字採源

及有關“丟在一僑..概念的研討}，栽〈僑史)， 1982年第 期，頁25至29。

@我與福建和廣東的地方歸僑官員代表的談話表明，對這倒問題目詬病了

坤一解，但由於牽連到感情因素，很容易因為助關外華人以貨單是現代化或

建立有利可國的生意這個聰明想法而沖昏頭腦。

@己放的廖承志先生強烈主張把一切曾在國外工作三年或三年以上的人

(包括海外學生在學業之後繼續逗留工作三年或三年以上者)均列為歸

僑。華僑的這 引申意義的後果是不一的，但是歸僑中釘第一流的科學

家和工程師。這一事實肯定使歸僑即使不是有多大影響，也是值得敬重

的。最近.歸僑數字似乎有所增加，主要是由於從越南皇帝國的哥華人。這

是一個冷酷的提示，說明歸僑數字往往取決於東南亞各國政策上突如其

來的變化。

306 中國與海外華人

儒家庭



:對盟軍、於移居的公民，

uan-ii (ed.) , The Eco 

õian American Mental 

,h no. 3)，這里繃著藍的

我發覺在講廣州話的

來的人一一之間，“華

:紀問 1 年代起來自中

;喜歡這個詞語，他們

f現代的、與他們相當

:來越成為一種微妙的

詞就不疫局以稱謂他

繼續從中國、台灣和

另 個國家)，就總會

僑是否將繼續成為對

a陳存廣〈“僑"字探源、

一期， 頁25至29。

對這個問題日益有了

華人以實現現代化或

三年或三年以上的人

:年以上者)均列為歸

僑中有第一流的科學

影響，也是值得敏重

越南歸國的華人。這

亞各國政策上突如其

第十四章

儒家思想邊陸上的小龍



有一種新的慣常說法是應當把南韓
台灣、香港和新加坡歸為一額，因為它們有共同的特徵。在

過去卜年間它們的明顯共同之處是經濟上都表現得很成功。

更為突出的是，它們都屬於東亞的這樣一部分:這部分 tt世

界的其它發展中地區對旨在提高經濟增長的措施更為迅速地

作出了反應。它們在發展速度方面處於頓先地位。這在全世

界察覺到二十世紀七卡年代日本的經濟奇臨之後不久就成了

明顯的事實。如果說， 日本是工業繁榮的巨龍，那麼，這四

個地方就是小龍。

如果日本是典範，這四個地方和日本有甚麼共同之處呢?

如果日本是因為掌握了西方所教的東西而達到頂盔的，這些

小龍學到 r甚麼呢?它們直接從西方學到的東西與它們通過

日本間接學到的東西相比，是問樣重要還是前者比後者更重

要呢?抑或是一些別的甚麼東西一一些它們都與口本共有

的東問使它們能啟立Ll此迅速士也學習日本以及幫助它們如此成

功地消化和適應西方的組濟運作和體制?

這一系列問題太複雜了，不可能在這里討論。我只準備

討論的問題是，在幫助這五個國家用資本主義模式來但進現

代經濟發展方面，傳統的儒家價值觀念是否可能是一個決定

性因素。把注意力特別集中於儒家價值觀念的傳統，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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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措施更為迅速地

主地位。這;在全世

F之後不久就成了

i龍，那麼，這四

甚麼共同之處呢。

三到頂盔的，這些

J東西與它們通過

L前者比使者更重

:們都與日本共有

i幫助它們如此成

E討論。我只準備

:義模式來但進現

?可能是一個決定

:的傳統，是因為

它被認為是日本人、朝鮮人和中國人共同的獨一無二的最重

要因素，實際上也是整個東亞以及東亞人(特別是海外華人)

最活躍的那些東南亞組瘟所共有的。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問

題，對近來的學衛研究是有益的，同時也是當爭論性的，但

是現在很清楚的是，對儒家學說的作用曾經有些過分的說法。

這個儒家價值觀念傳統也許是造成東亞不用於其他地區

的因素一一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這個關係東亞各國的

論題還有一個弔詭。這個弔詭是，儒家價值觀念在中國最強，

在日本最弱，然而工業化部在日本生根，資本主義發展最迅

連的也是日本。兩且就那幾條小龍而吉，它們都盧於中國的

邊陣地區，其中距儒家思想中心最遠者為新加坡。另一方面，

中間本身(大陸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去四十年的大部分

時問內部選擇了抵制以資本主義道路達到經濟的沮速增長。

意味深長的是，與中國陸地接壤的北韓和組南北方也都同樣

取社會主義道路而捨資本主義道路。這種弔詭還表明，雖然

儒家價值觀念或許曾有助於資本主義式工業化，但是過多地

相信儒家學說或者j&於接近儒家思想中心或許是這種發展的

一個障礙。

在1912年清朝結束前的一千年，官方的儒家學說屑於中

國文化的核心地位。這是由在文化上一統而且接近中央權力

的士大夫制定的正統觀念。在這些士大夫之下，農、工、商

三者構成一個文化的邊睡(cultural periphery令供養而且通

常都支持這些士大夫。在中華帝國以外的鄰國，大都擁有受

儒家思想感化的精英:朝鮮盛行儒家思想，越南差一些， 日

本則幾乎、沒有儒家思想，它們處在一個具有堅強意識形態中

心的大國的聞外的最睡(external periphery)。而有另IJ於中國

域內的文化的邊障和非漢族構成的國外邊陣，近代又逐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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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稱為分離的i星星睡(detached periphery)的地區。它包括

這樣一些值域:它們在中聞之外，在中央控制之外，而華人

則佔人口的多數。所有這三種都是邊障，都是通過與儒家思

想中心這樣一種觀念的關係而形成的邊障。

14. 1 文化的邊聽

讓我從于是所說的文化的邊陸開始。在這方面，重要的是

值分儒家價值觀念的類別與層次。至少有三類是顯而易見的，

而且是重要的。第一類是孔子、孟子和他們的(門人)弟子傳

人視為儒家思想價值核心的那些價值觀念。這可以從他們的

著作中提煉出來，甚至可以從註解和充實他們著作的無數坎

嘗試中提煉出來，這種嘗試歷經中華帝閏的千百年漫長時期。

不管儒家學說為了適應齡這個龐大帝國的情況有過多大改

動，我們決不可忘記:採求真理與智慧的真正儒家思想，一

直存在至今，但是這種無止境的探索對於這里的論點不是主

要的。

第二，從儒家思想引惜的那些價值觀念使歷朝歷代的帝

王及其政治體關合法化了。早在約兩千年前的西漢中葉，那

些價值觀念便引人以過合於一個特定的帝國結構。它們為官

僚層所接受和運用，又反過來改變了那個官僚層的性質，賦

予它一套持久的華麗詞藻以及-整套指導官吏行為的標準，

甚至還不時過制帝王作出過度專制的衍禹。這些儒家價值觀

念每當有必要時也不斷被她棄、修訂和重新使用。經過“段

長時間之後，它們有l士大夫體制水乳交融，以致可以說帝國

官吏的權力已經和lE銳的儒家政治價值觀念形成 A件無鏈的

天衣。肯定的說，到了宋代 (96。一 1276) .已經幾乎不可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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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件無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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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吾國制度的哪一部分是儒家的，和哪一部分不是儒家的。

儒家學說已經使其本身在一個權力結構內部相得益彰而且強

大有力，而這個權力結構已不再能否認它源於儒家立在以儒家

為基礎。一個格外成功的合成體出現了一一而且儘管有過許

多折衷和曲餌，以致有損於這種公眾和國家提倡的儒家學說，

但絕不能說真正的儒家價值觀念已經喪失了。 i這些價值觀念

仍然出一些人堅持看，這些人為他們自己，為他們的家庭，

有時也為他們當地的社會集團，努力保持孔孟倫理中比較優

秀的部分。

儒家價值觀念的第三類是儒家學說的那些實用部分和歪

理名言。實際上所有中國人在長時間中都已跑道部分視罵他

們幸福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它們是關於家鹿和社會關餘的價

值觀念;這些價值觀念很可能甚至在孔孟時代之前就已深深

紮根於中國社會，而其基本要素則由這兩位大師及其傳人明

確地表達出來。關聽之點在於它們始終具有廣泛的社會性，

對其他價值觀念和其他信仰體系總是願意兼容並蓄的。這樣

的價值觀念並非一向被認為是儒家所僅有:倒如，把尊敵甚

至崇拜祖先視為維護家庭體系的主要支柱，就可以和道教與

佛教的宗教習俗並行不悼。宋代以前的大多數人並不著重淤

把這些價值觀念稱為儒家學說。只是在宋代新儒家學派為他

們的時代重新解釋和充實儒家價值觀念之後，這一類儒家學

說才在平民百姓中得到表達。關於一些精選的士大夫價值觀

念的本上化和通俗化過程，我們尚不主要暸解。但由於它是處

於盟家或官方的儒家學說的邊陣地帶，而且已輝在那些與士

大夫集團無緣的各階層中國人中間取得 f獨立的生命力，因

此對於我們暸解儒家價值觀念在過去幾個世紀中的作用來

說，它是特別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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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這個第三類是處於第一類和第二類的邊障。它

處在第一類的邊睡上，因為它並不著重儒家學說中具有普遍

性的道德標準，這些標準是為曾經仔細攻議經典著作而且明

確堅持其中的中心價值觀念的那些人所信奉的。在士大夫以

外的階層中，能哲學觀點看，沒有任何東西是權威性的。必

須使儒家倫理適應實際需要，適應其他宗教組織，以及適應

中國不同地區神道設教的要求。它之所以被接受，是因為它

給那些在地方社會中往往是不定形的、缺乏明確範闊的、甚

至互相矛盾的一切提供了主要支柱。而它又聶士大夫和學者

所推崇和強化，確保它的受人尊敬地位，它的權威不亞於皇

帝，但地方上的教師也竭力支持它，這些教師根據基髓的經

典著作的原文來啟導學生，而這些原文至少從明代(1368-

16哇哇)起就毫不例外地依據正統的儒家學說予以解釋。

但是由於精通主要經典著作原文的人是比較少的，因而

這類儒家倫理標準也處於國家的或士大夫的儒家學說的邊

障。那些被灌輪這些標準的人認讀到，朝廷是堅決要求信奉

儒家學說的，而且他們如果打算發跡，就必須遵照，但同時

他們也認識對只要不公開反對國家的正統觀念，就可以隨意

使用其他標準以滿足其物質土及精神上的需求。在地方上，

他們必須表現順從，以便當地的士人和縣衛門里的官員相信

他們不是潛在的持不同意見者或叛逆。他們所需暸解儒家價

值觀念的程度取決於他們和這些士人及下級官員交往的多

寡。很明顯，農與工和官吏的關係最淺。他們是否信奉儒家

價位觀念通常很少有人關注，在太平盛世士時尤為如此。然而

在亂世時，地方官吏就指望對諸如忠孝等儒家基本價值觀念

的信奉會約束農與工不參加秘密會柱和反對作亂。

商則不悶，那些有能力在較大城市之間、跨越省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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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暸解儒家領

級官員交往的多

已們是否信奉儒家

尤為如此。然而

家基本價值觀念

作亂。

、跨越省界，和

到帝國邊遠角落進行長程貿易的商人，以及那些到國外進行

貿易的商人尤為不同。宋代以後，儘管儒家的正統說法仍然

把他們排位於工、農之下，但他們已不再是一個被定為地位

永遠低下而備受壓抑的階層了。他們已經見到了在長安、洛

陽、揚州和廣州的富有洋商能享受較高的地位，而且就在宋

代他們逐漸取代了這些外國商人。新的商人階層出現了，其

中有些與士大夫、地主士紳及軍界有看來往，有些與權貴在

資金、開創企業方面有辛苦聯繫，甚至與權貴有家族關鏢，這

些權貴可以保撞他們的經商活動得到官方的保護。反過來，

這些商人又通過讀書識字和熟悉儒家組典著作來追求受人尊

敬的地位一一一至少是為了他們的子舔後代。運氣好而在這方

面最為成功的臨人，由於本家本族有人應試及第而使本人得

到士紳的禮遍。但就大多數商人而盲，由於致力於鞏固他們

的商營企業，使他們無暇成為儒家學者或加人士大夫集闊的

行列。而且由於他們需要和商業生產者一一一不管是工還是農

一一一緊密合作，就不得不保持平易近人。因此，商人不管多

磨成功，只要他們需要經商，就依然是處於瑋陣的一個中間

集團。他們堅持看一些儒家的觀點，但儒家學說的負擔並不

過量。

處身於儒家學者和士大夫的連時，有利於商人階層，因

為這一方面值商人在某種程度上不必由於嚴格的行馬規範，

而與此同時又使他們與官場有適當的接觸以表明他們對帝國

有用。在俗話所說的“天高皇帝遠"的情況 1 與朝廷的儒家

中心保持距離也是頗符人意的。可以肯定，遠離官僚控制的

機構，就可以使人得以進行企業活動，而這種活動是嚴格的

儒家思想所不贊成或不允許的。從對中國商人階層的大量研

究中看，有 -J點很清楚，那就是，如果商人有得到官府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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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而其活動又通遠得足以使他們自由和自主經營，這

樣的商人就更有作為。儘管如此，同樣清楚的是，他們無論

在甚麼時候都容易落人官方的控制2 在專斷的政治制度下，

應用儒家價值觀念助長了揖帶關保、貪污腐化、朝令夕改、

以及無益的官府干預。到了明清兩代，隨著更為嚴格的行政

管理和更加致力於思想、灌輸，中心價值觀念就更為有效地擴

大到邊障，從而也就更加難以擺脫朝廷儒家學說中心{賈偉觀

念的向心作用。

但是許多商人在國外經營，而且有時是中國政府無法控

制的。遺樣，他們的工作就鹿於中間磁內的文化的邊障和中

間域外的那個分離的邊睡一分子之間的中間增位。特別令人

感興趣的是那些專門從事與外國貿易的商人，從十六世紀起

尤為如此，那時明清兩代的政策與歐洲人向東南亞的擴張二

者一起，導致了新型華商的興起。十六至十八世紀期間海外

華商在東南亞的豐功偉績應當予以更加仔細的研究，但這方

面的詳盡研究不屬本文的範圈。這裳只指出一些有關華人小

集團的事實就可以了:這些小型的華人集團當時正在各個不

同的外國口岸謀求在非儒家統治者及官員之下討生活。

首先，這些商人的大多數來自中國東南沿海三省一一一廣

東、福建和瓶江一一一主要是來自文化的邊蟬的人。值管幾乎

設有當時留 F來的直接證據，但是可以設想這些商人帶去了

儒家文化的要素。他們也許曾公開崇奉流行的佛教和道教，

但是那些出身於商人家庭的人很可能是有文化的，而他們的

文化知識別諒必來自萃於儒家鱷典著作的問答式教科書。

第二，這些華人的人數很少能達到足以形成穩定的社會

集團的地步，而當人數不多時，就或者依賴他們與諸如在馬

尼拉、巴達維亞及曼谷的那些較大華人社會的聯繫，或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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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各自的當地社會同化。但是有跡象表明，在較大的社會

集團內，他們重棍他們的華人屬性，並且把傳統價值觀念

一一包括儒家有鸝家庭的價值觀念一一世代相傳，特別是有

賴家族和鄉親經營的企業。

第三，他們大部分是不得不在非中國統治者及非儒家文

化價值觀念之下求生的萬人和工眶。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

是脫離中國官府的商人，既設有中國官府的保護，也兔於中

國官府的勒索和干預，他們不得不迎合另一類官吏，而且一

般說來，不得不與外國的精英及貿易制度打交道，後者並不

醜棍商業和商人階層。與此同時，他們開始瞭解支持貿易的

葡萄牙和西班牙官員，扭任官員的荷蘭和英國商人，以及積

極從事貿易的當地統拾者和貴族。這是一個與中國不同的貿

易天地，而且是一種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進行高度競爭的貿易

天地。這種商蔽生涯很可能和在中閣官府管轄之下同樣前途

末卡，但是外國不同口岸之間的貿易是公開的，而且在一個

多元化的環境中對商人是甚為寬容的:這些條件都是在中國

找不到的。

華商本身的文化傳繞必須包括有漢、唐及宋代曾在中圖

從事貿易的外國(中亞細亞、波斯、或印度)特權商人的經驗，

也必然包括比較晚近的元代回教能商人的經驗。許多外閩南

人曾在東南亞從事貿易，丟在商諒必探懂中國以外的商人是在

甚麼條件下發財致富的。如果這樣，華商一定會注意到在明

朝時期，外國商人曾被作為貢便來對待，而以前歷代著稱於

中國的外國貿易商聚居地則實際上在十五1世紀就消失了。連

中國人也被阻止從事任何類型的海外貿易。他們必定明白這

樣一個嘲弄人的情況，即他們在中國外直比在中國沿海能略

更自由地、更成功地和其他外國商人進行貿易。如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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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儒家之邦的士大夫和情圓的儒家哲學比一些“蠻夷的"貿易

制度更加不利於他們的貿易機遇，他們會不會感對驚奇呢?

不管在中國外面有甚麼樣的比較優勢，事實是國外的華

商人數是比較少的，海外華商從來也投有達到足以支配任何

一個口岸的人數，而且他們從來也不曾獲得任何一屆中國政

府的政治及軍事支持，而這種支持是歐洲商人和亞洲一些其

他問家的商人都曾獲得的。事實上，一直到十九世紀，這些

海外華人不只是生活在儒家天地的邊睡;他們所依賴的是外

國的好感，甚至更多地依靠他們自己練就的本領，以使他們

本身成為外國統治者所不可或缺的。然而儘管如此，還是有

可能論語:在使他們成功和使他們在其他人心目中被看作是

非常寶貴的諸因素中，就有若以儒家的倫理及社會關僚、為最

優秀代表的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

在這個階段的早期，其邊陸的一個部分，說明了最終成

為分離的邊陸的一{固範例。這就是中國人從十六世紀起在台

灣定居後。諸如鄭芝龍及其先輩與後人等華商對開發台灣所

起的作用，在中國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部分為荷蘭利用台

灣進行對華及對臼貿易的努力所激勵，部分迫於中國的政治

動亂，鄭芝龍及其子鄭成功(歐洲著作中稱為“國姓爺")的商

船船隊奠定了一個以台灣為墓地的海上帝國的基礎。儘管這

個“帝國"最後失敗了，台灣自 168是年後為滿清所統治，但它

仍然是一個邊陣地區，作為福建省的海外一隅管理較鬆。在

早期的中國移民中，必有儒家文化的蹤跡，但是在一個多世

紀的時間內這些人形成一個社會，不用受中央任命的官吏管

治，直到十八世紀中葉，才形成本地的儒士階層。可以說，

台灣起初是分離的邊睡，後來又重新歸依。

十九及二十世紀期間，中國沿海的迅速而根本的變化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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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為荷蘭利用台

包於中闊的政治

..國姓爺")的商

9基髓。儷管這

守所統治，但它

再管理較鬆。在

1是在→個多世

主任命的官吏管

f層。可以說，

1根本的變化開

始滲入儒教中國的中心。但是值管在軍事上和外交上節節敗

退，中國卸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成功地捍衛了它的核心價值觀

念。即使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一一當時中國許多知識分子公

開抗制儒家學說一一一之後，大部分核心價值觀念也繼續保存

下來，而且一直到1949年，還不時有人組織復興儒家學說的

活動。不過這些復興活動取得多大成功則是無法肯定的。中

國經歷了約四十年的持續動亂、外來侵略和內戰。由中央的

士大夫集團管泊的儒家秩序肯定一去不值退了。相反， 1840 

年後，沿海地觀及人民遭遇了許多新的挑戰，其中包括部分

的與全部的領土分離。從割讓香港到建立諸如上海、天津、

寧故及廈門等外國人享有治外法權的通商口岸，都在這些挑

戰範圈之內。最後， 日本的野心導致了割讓台灣，繼而又強

佔了滿洲。頗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成了一個華人佔多數的

城市，這些華人的生活是完全不受中國政府控制的。

在整個二十世紀前半葉，分離的邊陣擴展了，中央則削

弱于。這種情況使中國的政治領袖焦慮不安，而且生活在分

離地區的那些人要求開放和多元化的強烈呼聲與要求在一個

強有力的中樞之于賞現統一和穩定的同樣強烈的呼聲互相祇

觸，後者認為強有力的中樞可以保衛國家不受外國帝國主義

者和資本家的侵犯，實際上也是不受一切不可取的外國思想

和體制的侵浴。眾所周知，後來共產黨人勝利了;他們比國

民黨人更布組織，而且行使中央集權的決心更大。在換了

種不同的國家意識形態旗幟下，他們以一品種類似新形式的士

大夫集團把權力重新集中到中央。他們重新肯定了對中國域

內邊陸的控制，使各通商口岸和這些通商口岸所服務的各省

以及富饒兩迅速發展的滿洲地區重新依附。剩下的是香港和

台灣這個分離的邊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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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注意到這個分離的邊睡一一一華人佔多數的香港及台

灣地區一一己經和日本及南韓一起走上了工業資本主義的道

路。而另一方面，在大陸上的邊睡(即以前的通商口岸及其

在內地的衛星城市，還有前滿朔的東北三省)則在繼續工業

化，但是作為工業化的社會主義的火車頭，而社會主義中國

則是工業化前那個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儒家之邦的後繼者。如

果說，當中的區別僅盤是從一場持續的冷戰所引出的政治思

想與制度的不間，那麼，這樣一個區別就會很容易予以解釋

和接受。現在離奇的是有人正在爭辯說日本和四小龍之所以

在實現工業資本主義方面取得驚人的成就，是因為它們在過

去具有儒家思想的共同特點。而且在外表上，這種說法對東

北亞許多人是有吸引力的，因為他們能略把現代的進步與某

些非西方的而是這個地區固有的價值觀念聯繫起來。在這個

意義上，我回到儒家思想邊睡這個觀念上來。我已經概述了

.文化的邊樺的特點，特別是有關商人的特點，以及處於分離

的邊睡的特點。現在把這兩個邊睡頓域和國外的非漢人邊睡

比較一下是有幫助的。聞外的非漢人邊陸的精英階層一一朝

鮮的、越南的，和日本的精英一一輿中國的精英階層共同分

享儒家傳統曾達于年以上。

14.2 儒家在朝鮮、越南，及日本的影響

首先，簡單說明一下它們各自的歷史背景。朝鮮的統治

者於唐代派遣年輕的學者來華攻讀中闊的經書，但是直到

麗王國第十代統一全國以後，他們的閻家制度才開始具有儒

家正統的特色。即使那時，在長達數百年間，拂教在朝鮮的

勢力，還是比在中國大得多。直到李朝激烈反抗蒙古脹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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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的香港及台

業資本主義的道

持通商口岸及其

n 則在繼續工業

而社會主義中國

邦的後繼者。如

所引出的政治思

很容易予以解釋

和四小龍之所以

是由為它們在過

，這種說法對東

現代的進步與某

繫起來。在這個

3 我已經概述了

以及處於分離

仆的非漢人邊陸

情英階層一一一朝

精英階層共同分

影響

亮。朝鮮的統治

25. 但是直到高

EE才開始具有儒

佛教在朝鮮的

主抗蒙古脹的威

脅時，朝鮮才開始堅定地與以中國明朝為中心復興的新儒學

融為一體。從那時起，朝僻的精英階層雞乎在各芳苗都成罵

一絲不苟的儒家信罷。雖然李朝統治辛苦中國域外的一個貴國，

但其統治者和朝鮮的士大夫都以能在倫理和政治問題方面舉

行儒家思想而臼豪。朝鮮的其餘人民在很大程度上被宣於與

中國相似的等級制度中，商人階層的社會地位甚至比中國的

還低。

至於越南人，雖然他們也曾振遺年輕學者到長安攻讀中

國經書，他們畢竟與中華婦國的中心相距i轟遠。由於他們有

求於中國人的地方較少(他們投有像蒙古人和滿洲人那樣的

危險敵人).他們從十世紀起就在保衛民族的獨立中成為比

較自覺的民脹主義者。然而他們也自認為有一個自己的中央

王國一一儘管在中國以外一一而且他們也由士大夫階層像中

國官吏那樣管理的國家，管理方法與中圓宋明兩代相似。

1426年(草聽元年)他們脫離中閻明朝而重新獲得獨立後，他

們賦予他們的士大夫集團更強大的權力，以倡導他們自己形

式的儒家正統觀念。但是，與朝鮮人不悶，越南人有一個伸

向南方的邊境，因而她們一直有其南方的違陣地臣，這些地

盟與位於河內三角洲的中心相抗衡。隨著越南人移人占婆人

和高棉人的故土而更加成為東南亞人，他們也就有了更多機

會接觸非中閻文化(通過佛教和印度教的價值觀念) .從而有

更多可供選擇的文化模式。到了十八世紀，他們北方的儒家

學說與南方邊境的文化就已經勢均力敵了。

日本人與朝鮮人及越南人的不同甚至更為突出。首先，

從最初起，儒家價值觀念的滲入遠不及佛教那樣深。日本璋

個國家幾乎設有甚麼儒家的吉論。早年派往中國留學的日本

學者總是對佛教更有興趣。無論是在藤原家族時期，還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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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割據時期，都不曾出現一個儒家士大夫集團。可以肯定，

在傳川幕府時期之前，儒家思想影響是一個非常可疑的問題。

這並不是說，在傳川幕府時期，懦家經典著作未有被比較廣

泛地攻讀;也不是說，在責接及其武士中，甚至在武士所公

時輯視的商人中，不存在強烈的儒家價值觀念。但是在沒有

一個強大的儒家士大夫集醋的情況下，日本商人就會較少地

覺到一個巖厲的行政架構的約束。儒家以外的各式思想，不

管其是否土生土長，就能略問花，而且當十九世紀中葉全新

的刺激最終隨西方船隊出現時，就能移提供不同的反應。

當我們把話題轉到現代經濟發展並輿儒家思想的中心和

邊臨這個主題相聯繫峙，很明顯的是，日本的經濟奇跡和日

本的儒家學說並不直接相干，也和中國儒家思想的中心的密

切關保並不直接相干。在有儒家背景的所有東亞國家中， 日

本一直處於距離中心最遠的邊障。因此，工業資本主義首先

紮根於日本而不在這個地區的其他地方，這個事實是意味深

長的。並非偶然的是，當幕府武士及學者用冠冕堂皇的儒家

口號選政於明治天皇時，投有堅如聲石的士大夫集團利益妨

礙全盤接受西方的科學與技街。也沒有-個一統的士大夫階

層可以被誘導來轉向另一種形式的正統觀念，以便重建一個

儒家後的士大夫集團。日本的多元化，足以吸收範圍廣闊的

思想並為 A個適合於迅速工業化的資本主義經濟奠定基睡。

這種多元化傳統很少是源於儒家學說。它主要是由於 H 本能

略把從國外引進的各類思想和制度看作僅僅是對日本文化的

又一貢獻和構成日本文化的又 層仗。

對比起來，東亞投有其他國家和地區具有可與日本比擬

的經歷。因此，有趣的是，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中，有一四個沿

著看來是追隨日本的路錢成為小龍的，而另外三個則否。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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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是醋。可以肯定，

拉常可疑的問題。

作未有被比較廣

甚至在武士所公

念。但是在沒有

商人就會較少地

的各式思想，不

九世紀中葉全新

不同的反應。

家思想的中心和

持經濟奇跡和自

思想的中心的密

東亞國家中， 詞

草三資本主義首先

因事實是意味深

茁冕堂皇的儒家

大夫集團利益妨

一統的士大夫階

以便重建一個

反岐範聞廣闊的

莖擠奠定基髓。

要是由於日本能

是對口本文化的

正可與日本比擬

置中釘間個沿

卡三個則否。那

四餌，即南韓、台灣、香港及新加坡，似乎在主要傳統根源

方面，與轉向共產主義的三個，郎中國、北韓及越南，立全無

顯著的不悶。然而它們之間的差別一一在很大程度上植根於

它們各自遇到的不同的聲民大國和帝國主義一一一無疑與它們

的儒家思想的共同背景同樣重要。

在前者中，有三個可直接與中國大陸進行比較，而南北

韓則或許可以單獨對比。越南情況特殊，因為它曾在短時期

內分裂成北方和南方，但南方在一場慘痛的戰爭之後又重新

歸附一個統一的越南。儒家領值觀念對這個結局可能投有起

甚麼作用。越南不僅在地理上與中華帝國的中心相距遙遠，

而且在感情上也有些疏離。再者，當越南受蘊民統治時，法

國人使它逐漸與中心“分離"。在法摺統治下，越南人接觸了

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的模式。但是越南的領導人在他們的民族

主義的皮帶盟主義門爭中拒不接受那個模式，而和中閣大陸

的人一起轉而信仰了社會主義思想。而迄今為止，這並未反

過來有助於他們的恢復和發展。現在頭吉越南的今後結局尚

為時過早。對這樣一個需要予以分別研究的東南亞國家而盲，

還有許多特有的可變因素，而這方面最好是與諸如老姐、東

埔察及緬甸等東南亞大陸國家進行比較研究。

再回來說其他幾伯國家和地區。兩個朝鮮特別令人感到

興趣。 1945年以前，南韓的文化價值觀念和北韓幾乎投有區

別。雙方都是在那以前從儒教中盟分離出來的。之後，北韓

人主要得到蘇聯的支持(藉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南韓人則

由美劉予以保護，後來美國幫助他們發展經濟。日本人也幫

助了南韓人。 1945至1952年之間，在這兩方面，顯然是政治

因素比文化因素更為重要。

兩個朝鮮的事例說明，我們不應當全神貫注於儒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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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是否會決定一個民族傾向於資本主義，而是應當詢問如

果給予不同的政治思想及結構，是否能使不再層次的儒家價

值觀念以不同方式成功地進行適應。簡宮之，我們應當詢問

一個真有問樣儒家背景的民族是否能運用儒家傳統的不同部

分對不同的政治環填作出反應。例如，擁護至高無上的金日

成和中央集權的士大夫政府的北韓人，其行動方式可能符合

正統宮僚的儒家學說。同樣，幫助南韓人使其工業資本主義

方式成功的可能是混合式的和比較大眾化形式的儒家價值觀

念。北韓得到蘇聯和中國的軍事援助。南韓得到美國武器和

日本資本以及比較開放和多元化的多國組織的幫助一一這種

情況並不意昧著儒家學說是無關痛癢的。如果與毫無儒家背

景的地區相比，仍然有顯著的區別。我們需要警惕的是，在

分析四小龍時過分強調文化價值觀念作為東亞成就重要前提

的程度。

北韓人和南韓人之問還有一個相同之處也是值得注意

的。兩個朝鮮同受臼本長達三十五年的統治。這對朝鮮從中

國的儒家中心分離出來會有一些影響:但是如果確有影響的

話，也只是若即若離。例如，它迫使朝鮮一些愛國的傑出人

物更加倍奉儒教，以作為對抗日本的國家主義和神道教的良

方。與此同時，它但使朝鮮其{也許多人改而信仰基督教或共

產主義等，以保持他們的國家認同。這里當我們試闡把文化

價值觀念與急速的[業現代化聯繫在一起時，又一改面臨極

大的含混。一方面，在這些價值觀念體系中，可能有一些日

經使 些朝鮮領導人傾向於像北韓那樣在一種新的中央集權

的士大夫集團領導下軌行社會主義計割的方針。在儒家學說

中，有強化極權主義傾向的特色:使人們符合於一個“正人

君子"應當如何的願單:相信對個人生活的各方面進行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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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應當詢問如

問層次的儒家價

我們應當詢問

家傳統的不同部

至高無上的金日

動方式可能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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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儒家價值觀

得到美國武器和

約幫助一一一這種

果與毫無儒家背

要警惕的是，在

亞成就重要前提

章也是值得注意

。這對朝鮮從中

加果確有影響的

些愛國的傑出人

語言和神道教的良

吉向基督教或共

民們試國把文化

又一吹面臨極

可能有一些已

重新的中央集權

趴在儒家學說

合於一個“正人

芽方面進行強有

力的集中控制的個人生活:以及對商業和商人的不信任。另

一方面，儒家的一些個人價值觀念可能已經使持不同意見的

基督教徒更加有力地說服另一些朝鮮領導人實行自由民主肢

體作聶先進資本主義的必要部分。

因此，對兩個朝鮮具有重大意義的是，在第二吹世界大

戰結束時受到兩個超級大國的外來政治干涉。結果，北韓的

發展依靠了蘇聯和中國，南韓則通臨了美國和日本。這並不

是說，文化價值觀念在兩個朝鮮的經濟發展中投有可以盼演

的角色，而是說其角色是在短級大國搭起的舞台上扮演的。

這里，與意識形態的政治作用相比，儒家思想的背景似乎很

還遠，微不足道了。

14.3 中圈內外的華人

最後，我們談談中窗內外的華人。和那些從中盟分離出

去並選擇資本主義道路的外園地區相比，那些歸附中國並由

中華人民共和盟管理的邊陸地區現在在經濟上是不發達的。

但是即使是處於分離的邊障，也有差別。新加坡很可能不僅

保持與中國完全分離，而且不是完全具有中間特點的。作為

一條小龍，它的前途在於和它的東南亞國家聯盟鄰國一起作

為資本主義世界的一部分攬子發展。另 方面，台灣則在地

理土及文化上離中閻近得多，而且實際上也堅決認商它是中

國的一部分。其實它本來可以在1949年和大陸上的其他外圍

邊睡一一起重新歸附中閣，幾乎可以肯定，儘管有懦家的價值

觀念，台灣假定和上海、福建、廣東及天津一起“解放"，它

現在不會和這些地方有很大的差別。它與大陸分離了近四十

年.而且它採用了一個不同的經濟模式一一這一事實使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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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為四小龍之一。

盡於餐誨，它生活在重新歸闊的陰影籠罩之下一一即使

中華人民共和國倌守其關於香港現行結構在1997年復五十年

不變的諾吉。這對香港的前途會有甚麼不同嗎?有人期望，

在不太遙遠的將來，香港能略和其他小龍一起影響中國大陸

的沿海邊陸地值。如果中國確實想要使這種情況發生，我幾

乎可以肯定這樣的期望是會實現的，但是這需要中國從中央

集權的官僚機構控制全部經濟活動的體制i邁開一大步。而這

在當前看來，確實是未必可能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

在其當前的思想八爭化"運動中，所依靠的是一個幹部官僚制

度，這個制度使我們想起傳統的儒家士大夫集關。黨的幹部

按照某些方式處理國家的問題，其中包括有關經濟發展的問

題，看來這些幹部已經重新創造了在芸芸東亞圓家中最具有

儒家思想特色的國家。

14.4 結論

今後又如何呢?這是一個大題目，顯然我無法在這裘討

論。確實有許多因素可以影響著分離的邊醋的四個樣本，但

是起最重要作用的決不是儒家價值觀念，加強這樣的價值觀

念肯定也不會起大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對外界問般的程度;

重視功績高於意識形態純潔的意願:以及一個不是反覆無常

又獨斷專行的制度，而是一個尊重個人及其財產的法律的制

度。如果閻際貿易和商投衛通訊繼續大力發展，那麼，這個

邊睡就很有可能保持自主和自由。有助於維護這樣一個開放

制度的那些儒家價值觀念會繼續對這個制度的繁榮與進步作

出貢獻。與此同時，預計這個地區內受工業資本主義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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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盟家不久將加

們就有必要探索:

具有重要的意義。



罩之下 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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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繁榮與進步作

資本主義影響的

其他國家不久將加λ四小龍的行列。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我

們就有必要探素:儒家價值觀念之存在於中盟的邊醋，是否

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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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外華"的教育@



本章所用教育一詞其意義為正規
教育。造種正規教育通常是在特定的政治框架之內構築成的，

由經濟上的最餘和某種社會大眾的投資予以支持，同時也或

多或少地受一闊的文化傳統的影響。對前往海外謀生的華人

(那些在海外的華人，香港、台灣的華人，和中國東南沿海

一些組方的華人，那些在“外華"領域的華人)而言，教育與

文化傳統的關係特別難於論注，本世紀尤為如此。他們中的

多數人在其一生中不得不面對一種以上的文化，不管是西方

的(有時候是瘟民地的)還是本地的，以及部分是他們自己的

中國文化。而且即使在他們思考何謂中國文化時，他們也會

發現，那些聽合在一起形成中國傳統之基礎的各種各樣因素

有許多層仗。有稱之為大道統(Great Tradition)的，常常與

朝廷的儒家學說等同，受到文人學士的擁護和中國尋常百姓

的戰畏。還有並不確切地稱之為小道說(Little Traditions)的，

把通常認為的儒家價值觀念與流行的佛教、道教及其他風俗、

信念和慣例的各種不同組合混在一起。對去海外謀生的華人

來說，大道統並不總是佔優勢的，甚至並不相干。在生活於

連離中間首都和其他主要文化重鎮的華人中，更為常見的倒

是那些小道統，它們是當地的非正統的變糧。造些社會中的

每一個，為7生存和成功，從這些傳統中摘取甚廳以與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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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之內構築成的，

(支持，同時也或

三海外謀生的華人

和中國東南沿海

人)而盲，教育與

以日此。他們中的

;化，不管是西方

5分是他們自己的

;化時，他們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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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的，常常與

i和中國尋常百姓

e Traditions)的，

草教及其他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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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更厲常見的倒

i。這些社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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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相協藹，是一個饒有興趣的課題，而我們對此尚知之不

多。這里，為了作者本人的目的，將集中論述他們在教育方

面的文化經歷。

15λ 歷史背曼

講一點歷史背景會有所助益。去海外謀生的華人所形成

的社會，大體可分為三個類盟。分散於諸如加拿大、葉間和

澳大利亞等西方各國的小社會(包括“唐人街")是第一個類型

的範例。生活於泰閣、日本、印尼和馬來西亞等地土著中闊

的以商人為主的社會是第二個類型的範例。而第三個類型的

社會與IJ分布於以中由人為主的香港、新加控和台灣等地。

就正規教育而言，三個類型的經歷大不相同。例如，在

第二吹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屬於第一個類型的去海外謀生的

華人，主要是在用英語或諸如法語或西班牙語等其他西方語

言授課的學校接受教育。少數人到規模很小的私立華文學校

去學一點基體漢語，但是他們在他們的家庭以外，與中國文

化的接觸是微不足道的。他們受的是西方教育，而且他們之

中的多數人實質上是被培養成為加拿大人、美國人、澳大利

亞人等等。但是最近數十年間，出現了中國人移居西方的熱

潮(有直接從中國、香港和台灣移居西方的，也有從一個非

中國地區再移居到另一個非中國地區的) .國外的華人社會

變得陸來越大了。其結果是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比較顯而易

見仁也比較容易學習到漢語Ta同時，華人種族特性的意

識也使得許多華人以令人耳目一新的不同方式鑽研中國文化

傳統。然而儘管出現了這些變化，教育仍然是採用所在國的

民胺語盲，不管是英語、西班牙語、法語還是一些其他做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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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所接觸的文化傳統主要是西方的。但是一與早期不一樣的

是，當今華人之接受西方文化價值是由於喜愛荷非由於強制。

遺導毀了一種非常有趣的不同文化態度並存的狀態。那些在

歐洲人和北美人中間成長起來的兒童，其觀點自然是西方的，

而且他們的西方價值觀念由於所受當地民脹的學校教育問加

強了。與此同時，就是這些兒童中的許多人，又受到華人社

會種族認同的鼓勵，去試圖重新發現他們自己的中國傳統。

處於造樣一個地位，這些年輕華人對西方文化感到輕鬆白如

而安全無虞，同時又自願正視中國傳統，個中有好奇心，有

一點敬畏，有一些感情色影，但是投有形成緊張的心理狀態。

與此形成對煦的是，在亞洲，居於少數民族地位的華人

曾在本世紀初享受正規的華文教育。幾乎在一切地方，他們

都有強有力的經濟實力足以開辦自己的學校;這些學校用中

文授課，而且多數是以中國國內學校為梅樣，所用教科書往

往是經中國國民政府批准編寫的。凡是得到允許的地方，當

地出生的華人都在他們的學校就績，他們接觸的中國文化就

像在中國接觸的一樣。當然，並不是所有上這種學校的華人，

其生活與思維都和他們在中國的同輩人一樣。本地的環境，

特別是像日本和泰國的那種本主的文化價值，確實在某種程

度上影響他們的生活和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

年輕華人被送往當地的國立學校就諦。現在，特別是一在泰國，

即使在中國血統的人們之間，泰話也已成為互相交流的語吉。

中國文化在凡是能倖存下來的地方，已經成為一簡直文化孽。

對中國及其文化產物仍然有好奇心和感情，但是又像在西方

的華人一樣，他們似乎安於成為泰人，而且並不感到有必要

接受中國傳統的教育。再者，過婚巳屬平常，以致多數華

泰家庭已經把他們殘餘的中國價值觀念同化到泰國人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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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亞文化孽。

往是又像在西方

主不感到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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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中去了。

但是在華人生活於瘟民統治下的地芳(不管是英國的、

法國的、荷蘭的還是美圓的)，情況有所不悶。許多華人願

意把他們的子女送往蘊民地辦的學校。在這種學校里，他們

受到的是一些淡化的甚至是扭曲的西方文化價值，而這些並

不阻擋恤們堅持他們的華人認同。但是他們對於中國價值觀

念的理解是間接的，並且往往是沖淡了的和經過高度選擇的，

而且他們常常由於不懂中文而被那些在華文學校受教育的人

所看不起。在西方撞民地，使華人生活更為複雜化的是，他

們對爪哇的、，馬來亞的、越南的或菲律賓的本土文化很少感

覺興腫。第二故世界大戰後，這就成為一個主要的不利條件。

當時西方大閻陸續撤出，本土的民接主義政權創立了東南亞

各個新獨立的政府。為了繼續生存，這些華人的大多數，不

得不把他們的子女送往用當地民族語古拉諜的本地的國立學

校可在這種環境下，華文學校幾乎無法繼續存在。現在除馬

來西亞外，各學校很少教漢語書面語。在各本地民在矢學校里，

華人學齡兒愛往往不得不在以下工者之間進行選擇:或者成

為文位上的土著，或者啞l拉足略的西方留下來的知識技能，

以使她們自己能略去西方學習和接受教育，或許進而移居西

方。幾乎投有人會有機會學習中國文化價值，而打算田中國

去學習中盟文化價值的人則更之又少。

本世紀初，香港、新加坡和台灣的情況曾有所不同。香

港和新加坡的教育曾一度與英屬馬來諸邦相似，但是華人社

會規模之大，使得中國文化即使在一些英語學校也很突出。

肯定地說，在英語學校學習並不妨礙年輕華人保留單定的傳

統價值觀念。至於日本人統治下的台灣，儘管實施日本的殖

民地教育，那里的中國人從來也不曾背離他們自己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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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處於進退兩難境地的倒是日本人，因為他們本身教

仿中國者甚多，甚至採用了中國的書寫方法並表示仰慕中國

許多古典文學傳統，因而他們很難說中國文化應予檳棄。

第二吹世界大戰之後，情況再故發生了變化。台灣回到

了中國的懷抱。中國內戰結束時，南京政府遷台，帶去了看

來是大傳統的強烈意識和中國文士的殘存價值觀念。在二十

年之內，民族正毓觀念似乎已經在全部正規教育中恢償了。

但其中亦有不同之處。新的正規觀念，其本身是這樣南韓東

西的混合:一種是中國沿海地監通商口岸(如上海、寧波、

福蚓、廈門和廣州)的現代與傳統文4缸，另一種是十六世紀

以來漂洋過海後棲息台灣的中國人的小傳統。因此，新的正

統觀念與中閩中原的文化截然不同。它確信本身是現代的，

而且大傳統似乎巴經併人一個新的生氣勃勃的中國文化。在

這個文化中現已看不到中聞文化與琨代文化之間的對立。三

十多年來，台灣的華人一直需要與美國及日本密切聯繫;璋

種需要，只不過是加強了年輕一代從學校里學到的現代的和

自我批評的性格。此外，台灣向來自“外華"其他部分的數以

千計的學生提供了中國教育，主主將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大學

畢業生和企業家派往美國。通過這樣做法，這一新形式的中

國文化已經讓其他去海外謀生的華人一一特別是香港、新加

坡和北美→些城市的華人社會一一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十世紀五寸年代以來，香港和新加坡也發生了變化，

儘管方式頗不相同。新加坡有其自身的國家政府及其自身的

公民認同，創辦 F以英語為教學語吉的國立學校。但是， 一

些中國價值觀念被保留下來了。因為對具有中國血統的新加

坡人也講授中文。迄今為止，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態度在心理

上依然是矛盾的，而學校里所學的現代事物則主要是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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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於新加坡位

坡華人一一儘管有

齒的與西方的文位

同時仍然努力用中

混合體建設一個主訴

他們之中的多數人

另一方面，香

際金融和西方技街

文化傳統。而且多

到的中國人的子女

儘管如此，這些俺

受教育。在香港歐

西與非中國的東區

合，在香港學枝葉

港的教育表面上!fi

港人在對中圖文何

要之間，無論是拉

開的緊張狀態。裂

的注意。這個經影

驗一一特別是台禪

徵，但是試闡明謂

無大用處的表述。

15.2 教育與;

到這里為此，

文化傳統。對去祖



自為他們本身效

並表示仰慕中盟

化應予攬策。

'變化。台灣回到

f遷台，帶去了辛苦

{值觀念。在二十

1教育中恢復了。

;身是這樣南韓東

扣上海、寧波、

一種是十六世組

:。因此，新的正

本身是現代的，

!的中國文化。在

之間的對立。三

本密切聯繫:這

學到的現代的和

其他部分的數以

良好教育的大學

這一新形式的中

別是香港、新加

刻的印象。

也發生了變化，

政府及其自身的

學校。但是，一

中國血統的新加

統的態度在心理

U主要是西方的。

但是由於新加坡位於東南臣，與印尼及馬來西亞相鄰，新加

瞌華人一一儘曾有學拉斯講授的內容一一盤不僅僅是處於中

國的與西方的文化傳統之悶。他們試圖首先成為新加坡人，

同時仍然努力用中國的、東南亞的和現代世界的各種菌素的

混合體建設一個新的民脹文化。在這樣一個文化出現之前，

他們之中的多數人一想起文化傳統就感到頗不舒服。

另一方面，香港由於就在中國近邊而又靠英國法律、國

際金融和西方拉衛維持其生存，不得不更為直接地面對中國

文化傳統。而且多數香港人是新近從中盟來的或者是過去來

到的中國人的子女，傳統仍然被辛苦作是實在的和有生命力的。

儘管如此，這些傳統巴經被改革了，因為人們是在香港學校

受教育。在香港的學校里有一個複棘的變化過程。中圓的東

西與非中國的東西的結合，傳統的東西與非傳統的東西的結

合，在香港學校里都是獨一無二的。作者的看法是，儘管香

港的教育表面上與台灣及新加坡各方面相似，但是多數的香

港人在對中間文化傳統的自豪感興對世界的現代性的實際需

要之間，無論是在感情上還是在理智上正處於最劇烈和最公

開的緊張狀態。從這種緊張狀態中得到的經驗值得予以更多

的注意。這個經驗或許與所有其他去海外謀生的中國人的經

驗一一一特別是台灣或新加坡的中國人的經驗 一具有共同特

徵，但是試圖明確表示這種共性， 可能導致一個過於抽象而

無大用處的表述。

15立教育與文能傳統

到這里為止，作者盤問了中心問題，那就是基磨是中國

文化傳統。對去海外謀生的華人來說，直到最近，它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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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在中國的中國人看作是傳統的任何事物。但是由於傳統這

個概念的本身在中國已經受到半個多世紀的劫難，現在更加

不能肯定是否有人真正瞭解傳統在中間是甚麼意思。姑且不

論那些完全不承認任何形式傳統的極少數人，支配教育方針

並互相爭盤人們支持的大體上有隔種態度。一種強調指出，

中國文化禮鹿有一個不能化簡的核心，必讓予以研究鼓不惜

任何代價予以保存。這種態度常常作為表明每個受過教育的

中國人所具有的華人屬性的根本原則而被提出來，具有相當

的感染力。在一個著名的公式中，造就是“中學"的“體刊(如

在“中學為體"這個短語中)。另…種態度比較注重實效;它

教導年輕一代藝以批判的眼光審蓋過去的各式思想的各個組

成部分，並且幫助年輕…代選擇哪些應當予以保存和繼續發

揚，有點像“批判地繼承"。

在教育界，第一種態度被認為是非常可敬的。它是採取

守勢的態度，然而均是愛國的。上面引用的張之洞的名盲，

其原意是強調儒家還塵的優輯性。這個原意曾多吹受到抨擊。

文化革命的十年閱(1966一 76) 達到了極點。但是它從來不曾

被全部檳棄。有蟬的是，把“中學為標"與“西學為用"相提並

論的整個引語，在當前中國激烈的歷史辯論中重又泛起了。

看來，許多中國人仍然認為，如果中國不甘於為外圓思想和

制度所腐蝕，就必須有一套根本原則，。要年輕的中圓人遵循。

困難在於這些根本原則應是甚麼，並無一致意見。許多人所

關心的是，在檳棄“中學"的舊的“體"之後，必須找到 d套新

的東西來取代它，不管是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是西方

的臼由主義。

第二種態度從 4個不同的前提出發，不再考慮要有一個

不能化簡的傳統核心(也就是拒不接受任何種“體"的想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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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代之以教導年

以保存的那些部分

使用中國遺產本身

的。這方面最有趣

恕的抨擊中看到。

寧主義的框架內等

想來抨擊更加正f.ii

敦的和中國古代主

古之，即使是這看

個封閉的體系內司

的思想。

保存“中學"，

或改造，乃是代主

統。此外還有著]

中的根本倫理原!

且顯然必須教給!

是:中間人投有j

人通過兵體事例，

比較深刻的認識

較強烈的意識。

的實例，來自古4

知與行相互

主要支柱。它的

陳述來自新儒學

行常相須，如目

論輕重，行為重

領袖王陽明則主



但是由於傳統這

劫難，現在更加

麼意思。姑且不

，支配教育方針

一種強調指出，

予以研究並不惜

每個受過教育的

出來，具有相當

中學"的“體"(如

較注重實效;它

式思想的各個組

以保存和繼續發

敬的。它是探取

張之洞的名言，

?多故受到抨擊。

旦是它從來不曾

;學為用"相提立主

中重又泛起 F。

11:為外國思想和

{的中國人遵循。

意見。許多人所

必須找到~套新

寧主義還是西方

l}考慮要有個

“體"的想法) • 

而是代之以教導年輕人認識遺產中可能值得為現代世界而予

以保存的那些部分。但是對多數人來說，試闊批判而又同時

使用中國遺產本身的語吉、修辭和方法，這是不能鞭闢人里

的。這方面最有趣的事例可以從文化大革命中對所有傳統思

想的抨擊中看到。例如，那些激進的領導人不是在馬克思列

寧主義的框架內爭論，而是用不很正統但又主要是儒家的思

想來抨擊更加正統的觀念。在其他情況下，則用道教的、佛

教的和中國古代其他哲學家的思想批判儒家的一切東西。換

吉之，即使是i這種批判態度，也受以下一種傾向之苦:在一

個封閉的體系內爭論，而這個體系包含許多正是要予以批判

的思想。

保存“中學..甚或通過使之比較現代化的方法加以修改

或改進，乃是代表著以結構的和比較抽象的方法研究文化傳

統。此外還有看其他的出發點。一個常見的例子是指出傳統

中的根本倫理原則，這些原則對於做一個中國人至為重要而

且顯然必須教給所有中閻人。實際上，很久以來的想法一直

是:中國人投有這些原則就不知如何舉止。為此，要求年輕

人通過具體事例學習，使自己對極其重要的社會價值觀念有

比較深刻的認識，從而對如何以及何時採取必要的行動有比

較強烈的意識。這種通過真實教訓進行教育以指導社會行為

的實例，來臼古代知行合-觀，而這種合一觀至今仍有影響。

知與行相互聯繫是一個古老的想法，也是中國倫理學的

主要支柱。它的形成歷經幾個世紀。對它的最好和l最明確的

陳述來自新儒學源的大哲學家朱熹。的八百年前，他說，“知

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

論輕重，行為重。"三百五十年之後，新儒學思想、中的反對派

領袖王閻明則主張知行合一。此後又有其他精心的改進，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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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直到現代這個問題都是一個生動的哲學和教育問題。釀中

山和毛澤東在他們各自的革命活動中，都受知和行是必要的

和互補的思想指導。孫中山主張知難行易，而年輕的毛澤東

受朱熹的影響則明確地認為行更重要。有趣的是，當毛澤東

用現代衛語表達二者的關館為理論與實踐時，世俗理論變得

同等重要。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從倫理知識走向科學理論。

他的論點是革命行動必須在革命理論指導下才能成功。

這是一個良好的範例，說明傳統的表迷在影響現代中國

思潮方面所起的作用。它對中國教育的影響仍然為人們感受

得到。問題依然是，在鑒定-~條倫理原則值得學習之前，是

否有必要先鑒定它是中國的，或者，依此推理，在供年輕人

學習之前，是否必須先得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就官

方而吉，中國教育對共產主義思想比對中國傳統更加注意。

然而上面所舉的例子表明，在中國當前關於文化的辯論中，

我們仍然能略看到 種見解上的傳統態度。

這立主不表明在中國的全體華人都同意這樣一種抽象的概

念，即“中學"必須構成全部知識的核心:也不表明他們都向

意這樣一種觀點，即具體的倫理範例為繼承中國遺產提供最

佳的指南。但是，把當今仍然存在於中國的傳統思想方式與

在“外萃"領域的去海外謀生的中國人中問比較常見的另類思

想方法進行對比，會是有值的。如前面所略述的那樣，去海

外謀生的多數中聞人一一他們作為少數民旅生活看，既無權，

又得不到中國的保護一一曾尋求實際而有用的本績，以應付

外國的而且往往是敵意的環境。為學習而學習是投有什麼價

值的，而且他們很早就攬棄了那種針對少數人的“君子"教育

一一也就是學習經書以成為文人學::1:一一而去學習科學的、

專業的和商業的本領，以應付他們四周的迅速變遷。對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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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得更遠的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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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和台灣的教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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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即貿易文仕

鷗明教育與文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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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來，磨

這樣一個看起來像

是文化因素決定一

決定所達到的文仕

弦們這襄論述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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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系列觀點生控

制統治的中國曾產

算再度興旺，中醫

產生富足的中華有



|教育問題。器中

:知和行是必要的

而年輕的毛澤東

(的是，當毛澤東

，世俗理論變得

或走向科學理論。

才能成功。

在影響現代中國

仍然為人們感受

得學習之前p 是

理，在{共年輕人

義的原則。就宮

傳統更加注意。

文化的辯論中，

樣一種抽象的概

不表明他們都向

中國遺產提供最

傳統思想方式與

較常兒的另類思

遠的那樣，去海

生活看，既無權，

的*績， ~.:L應付

習是投宿什麼價

人的“君一t=-"教育

去學習科學的、

i車變遷。對那些

離閑得更遠的人來說，生活在西方或生活在其他正在現代化

的或民族主義抬頭的亞洲人中悶，幾乎無求於文化傳統，由

此而形成的往往是對學習的相當粗淺的功利主義態度。這種

學習只涉及有用的而且能迅速加以利用的東西。可是在華人

看來，少數全盤接受西方文化遺產的人，多少有點令人無法

容忍。但是作者並不準備詳細論述其所受教育完全不同於中

國教育的那些人，兩願集中於離中國較近地方的教育，即香

港和台灣的教育以及在某種程度上新加坡的教育。這是在中

間邊緣的“四小龍"中的三個，近年來引起了人們極大的注

意。@它們的實例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一一一財富與文化的

關係的問題，而且有助於理解文化的一個特別令人感興趣的

方面，即貿易文化 (the culture of trade); 這個方面有助於

闡明教育與文化傳統這個題目。

15.3 貿易文化與三/j\龍的教育

很久以來，歷史學家一直討論財富典文化的關嘿，討論

這樣一個看起來像是基本仁屬於先有鵲還是先有蛋的問題。

是文化因素決定一個社會能生產多少財富，還是生產的財富

決定所達到的文化水平一一在這方面是有不同意見的。為了

我們這里論述的目的，指出這樣-個事實就足略[.那就是

與三“小龍"的人民生活水平相比，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極

低的，而且所有中國人都為此而感到煩惱。 rB 此對這個問題

仁一系列觀點生出了情緒化的反應:例如， 一個富裕的、皇

制統治的中國曾產生偉大的文化傳統，因此中國文化如果打

算再度興旺，中國就需要繁榮。或者說，古代的重要思想曾

產生富足的中華帝國;如果能使這些思想適合現代用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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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不難使中國再度富足吧?或者，更加似是而非的說法是，

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曾讀棄中國的傳統價值觀念而代之以馬

克思列寧主義的價值觀念，因而國家趨於衰落。這種說法雖

乎和其他一些人的另一種說法一樣妞常聽得到，後者是:中

國依然貧窮，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領導人從來也不曾把他們

自己真正地從傳統的思想方式中解放出來，而這種思想方式

已經投有用處了。

這里不是審查這樣一個複雜問題的地方;在這個問題上，

歷史學家與現代分析家的意見尚不一致。事實是，在中國的

華人是貧窮的，而在外面的華人則富得多。而且中國的文化

傳統看來立在設有妨礙台灣生產財富。在日本，人們普遍認為

日本的傳統實際上有助於加速日本的經濟發展。此外，在日

本和“四小龍..財富似乎不僅助長新的文化傳統的產生，而

且復興具有生命力的古老傳統。新的文化是否都那麼合乎需

要，以及從老的文化中保留下來的是否都是其各自遺產中最

精華和最萃本的部分一一在這些方面意見是否一致{鑫管還成

問題，但事實是，財富可以為研究這些問題提供手段。教育

已經從有更多的資源可供利用中獲益。教育已經成為更加開

放和多元化，而造種情況必將有助於導致對文化傳統的進一

步理解和人民的文化本身的新發展。

香港、台灣和新加坡的大部分財富是由成功的貿易及工

業政策創造的，其中但括直接以促進貿易和工業為目標的教

育及培養歧策。因此，把對貿易及工業的態度的實例作為中

國文化傳統的一個方面予以考查是特別有益的。毫無問題，

當今這三個地區的教育對商業及技衛上的利益考慮甚多。但

是人們往往忘記的是，雖然所獲得的現代技能是新的，但對

待獲得這些技能的態度部深深紮蝦於中間文化傳統。這些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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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正面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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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年輕人的教

和新加坡，照顧

國前所未見的尊

很可用以衡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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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中國

剛剛開始發生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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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而非的說法是，

[觀念而代之以馬

f落。這種說法幾

;到，後者是:中

:來也不曾把他們

而這種思想方式

;在這個問題上，

:實是，在中國的

而且中國的文化

，人們普遍認為

展。此外，在日

傳統的產生，而

否都那麼合乎需

其各自遺產中最

否一致儘管還成

提供手段。教育

已經成為更加閑

文化傳統的進一

成功的貿易及工

王業為目標的教

寰的實倒作為中

狗。毫無問題，

益考慮甚多。{ê

îI3是新的.{ê對

毛傳統。這些態

度有正面的特點，也有負面的特點，說明了中國遺產本身一一

一特別是作者所謂的“貿易文化"一一一的一些歧義。

作者所謂的“貿易文化..是指從商人的價值觀念中得到

的文化會也就是說，商人為了利潤而有所為與有所不為以及

他們準備把市場擴大到甚麼程度。這還必須考慮商人從事經

營所在的文化結構和社會普遍對待財富的態度，特別是對待

通過貿易活動而致富的那些人的態度。例如，按照中國的大

傳統，商人的地位非常低下;事實上，他們曾照例被置於社

會等級的成層。帝闊的士大夫不承認商人為社會創造了財富，

而僅僅認為他們只是為商人自己創造財富。這在一個農業大

國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它確實意昧著經商本領很少被用來使

中國富裕，而只是不時用以輔助帝國的閣庫。當商人正在作

出寶貴貢獻時，他們受到士大夫的嚴密監督，並旦使他們覺

得他們只是在勉強容忍的情況下獲准經商。少數經贊成功的

商人階層總是把他們自己看作是個人依賴於士大夫的保護。

因此，買易文化是卑躬屈膝的，明哲保身的，而且一向是估

效士大夫文化的。

中國文化傳統的這個主要特擻，在“外華"續域已經很大

程度上被檳棄了。即使在保持強大傳統的台灣，這部分傳統

在對年輕人的教育中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廢止了。而且在香港

和新加坡，照顧投資者及食業家的相反作法得到了在傳統中

盟前所未見的尊頤和新地位。這種貿易文化之怎樣得到承認，

很可用以衡量一個社會可以怎樣修正文化傳統以適應其需

要。

然而在中國，情況要複雜得多。本世紀初，商人的地位

剛剛開始發牛一變化時，連續的兩吹革命阻擋了這個發展趨勢。

第一狀是由民族主義的文人學士和軍人領導的，第二吹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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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和農民所控制。後一改革命繼承了對貿易

文化特別強烈的偏見，而且通過把貿易文化等問於資本主義

及帝國主義的剝削價筒，在將近三十年期間肅清了這種文化。

因此，當貿易文化在“外華"領域得到積棍的理解並且實際上

在教育中得到鼓勵時，問樣的特點在中國均受到譴責。即使

現在，中國新的開放政策對於商人的作用，還是猶豫不決的。

表面上，企業家的活動作為增加生產和國民財富的手段得到

官方大力提倡。激進的意見甚至談到“全民經商"以響應市場

力量，但是這個激進“口號"的其實語調使我們聯想起傳統的

態度。這個語調表明許多人按照傳統方式對商業感到不安和

喜惡交織，並且擔心有權有勢的人會像過去那樣利用他們的

地位剝削商人階層。商人的地位仍在激烈辯論之中。實際上，

他們仍然受到幹部的嚴格監督，而且他們仍在保持傳統上的

可疑問低下的地位。可能還需要相當一段時間，尊重貿易文

化的教育才會在中國有立足之地。

在我們這里的實例中，文化傳統的重要部分基本保持未

變，均未能以合理而實際的方式看待這個傳統，其結果是大

大地破壞了中國創造財富的能力。和這個經驗同時並進的是

迂過的理論解釋，這多少是由於還未弄清楚中國是否當真相

仿其文化傳統的某些部分應予保持，抑或它是否確是想要檳

棄 切不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傳統，抑或它是否認為這種文

化上的利害關館與當前問題並無關聯。我們肯定不能從這個

如何看待商人的實例中斷定中國最終將如何對待其文化傳統

的所有其他部分。造車所強調的是與去海外謀生的華人姐何

對待對於商人階層的傳統態度作對此，特別是與把態度的轉

變應用於正規教育作對此。這些華人的經歷說明，價值觀念

出於需要用轉變適應，並根讀新的形勢改變教育方法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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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們就能會j造出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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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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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命繼承了對貿易

s等問於資本主義

精清了這種文化。

理解立在旦實際上

受到譴責。即使

鑫是猶豫不決的。

財富的手段得到

E商"以響應市場

們聯想起傳統的

商業感到不安和

那樣利用他們的

合之中。實際上，

在保持傳統仁的

詞，尊重貿易文

部分基本保持未

免其結果是大

誠同時放進的是

扣國是否當真相

量否確是想要檳

主否認為這種文

可定不能從這個

寺待其文化傳統

葉生的華人卸伺

E輿把態度的輯

伊月，價值觀念

育方法及目的，

他們就能創造出巨大的科益。遠不需要應用於文化傳統的每

一個部分，但是必須就“教學法、學校課程及方針"@對文化

傳統的許多部分作出合理而實際的決定。看來，只有這樣做，

教育在協調文化遺產與當代世界追求質利方面，才能真正起

到有價值的作用。當前“外華"領域的教育是幾十年來許多決

策的成果。對在中國的華人來說， l史有可以不費力氣吸取的

教訓，因為中國的情況大不相同。但是，如果說，中國與“外

萃"領域的廣泛接觸，特別是與香港的深人接觸，竟然未對

中國教育提供一些有益的教訓，那倒是怪事了。

~1iì fif 

@本章原是1988年 10~月 13 日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五周年校慶之際在該校“文

化傳統與當代教育"研討會上講話的一部分。此次發表時.略作修改。

@兒第十四章。

@“教學法、學校課程及方針"是包括在研討會主題的副題之內的幾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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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華人:
甚麼樣的少數民族?@



作者以前曾談到南洋華人作厲東南亞
的一個“跨閣"社會集團的告終。當時這般社會力量的強大表

現，促使了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大學，這所大學在理論上是為

該地區全體華人服務的。這所新大學表明，我們即將目睹一

個可以稱為跨國的少數民族的知識和文化中心成長起來。但

是有其他跡象表明，這是一種類似帕金森定律(Parkinsonian

Law)的現象一一全盛時期結束之後才修建起宏偉的建築物。

首先，在整個東南亞，甚至某種程度士在馬來聯邦，都有已

被證明的本地民族主義力量。其仗，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海

外華人政策的轉變，這是周恩來在萬隆宣布的，而且在宣布

後不久就開始制度化了。值得兩提的是興起了一批本地出生

的華商領袖，他們更加有組織地紙制“跨國主義"而且lE得

到各個新的國家政府的鼓勵B 更加清踅地發表意見和更加不

受老式的南洋“沙文主義"的控制。

然而對於華人繼續“跨國"的擔心依然存在。這主要是 [8

這樣 個事實造成的:中盟是共產主義間家，共產主義為建

立國際主義提棋了新的基髓，而中聞人很容易在與他們有關

偉的總方把閻際主義變成跨國的社團主義。那些寄希望於中

國並且欽佩毛式共產主義成就的人，不會放棄“南洋華人"的

思想。二1‘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及六十年代南洋大學學生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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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人作為東南亞

智力量的強大表

皂在理論上是為

划門即將目睹

A、成長起來。但

t(Parkinsonian 

宏偉的建築物。

i聯邦，都有己

、民共和國對海

1. 而且在宣布

一批本地出生

妄"，而且正得

意見和更加不

。這主要是 11:1

共產主義為建

在與他們有關

些寄希望於中

‘南洋華人"的

大學學生的激

進思想誼賓了這種擔心，其程度之大，以致幾乎投有人注意

到該大學學生中，來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以外者是何等之少，

以及該大學在多麼大的程度上已經變成了一所馬來一中國大

學，而且後來變成了一所新加坡大學。

對於一個中國共產主義主導的跨國主義的擔心並末在越

戰期問有所減退。如果說有甚麼區別的話，這種擔心是變本

加厲了:這是由於這場戰爭日益埠近擁有大量“華人"人口的

地區，如曼谷、檳榔嶼、吉隆坡及新加坡等。但是人們注意

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對該地區多數具有中國血統的人有著一

些強烈的消極影響。這是多數“華人"第一狀與中間所發生的

事情感到疏遠，特別是因為有些暴力和侵組行為是直接針對

歸國的海外華人和仍在國外有親屬的華人。這種情況，加上

1959-1961 年農作物失收使人民陷於赤貧的情況大白於世，

誰明了中國並不是他們多數人的天端。 1959 年以來，中國

未能保護在印尼的中閻公民生命(及財產)一一一到 1965 年政

變引起的屠殺達到了頂點一一這就使那些仍然持懷疑態度的

人進一步確佑他們應當同他們的圓家政府言歸於好，並且應

當忘卸他們和中國尚存的一點聯繫。

至少在尼克松(Richard Nixon)訪華聲明之前或者 1971

年聯合國接納中國之前乃至中闊從 1969 年起的外交攻勢成

功之前，情況似乎令直如此。後來中國終於在世界絕大多數

國家之間建立起公倍性。這是否會影響華人的忠誠一一問題

又一坎提出來了。對於跨國華人的不盡憂慮再度縈迴腦際。

但是在這項推測開始重新近發之前，印文的戰爭部使人們得

出了必然的結論。幾個月之內就很清楚地表明共產黨的勝利

並投有導致中國的統治，也設有導致華人少數民族的跨國性

在越南、老值和東埔寮重現。與此相反，那些留下來並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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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過渡時期活下來的“華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體設在

土著中了。

儘管如此，過去關於“海外華人"今後作用的一些擔心再

吹出現了。五十年代對華人的思懼心理迅速重現，人們提出

了許許多多問題。這些問題的大多數集中於兩個互相關聯而

且細節繁多的問題。第一個蠱，東南亞華人會成為顛覆的自

樣嗎?第三個是，華人會被嚴勵去推嘗到同化並蠶新強調他們

的華人屬性嗎?

在這兩個問題上，意見有分歧。有許多人堅決認為，中

國在外交上重新活躍必然意昧著給有華人少數民脹的東南亞

國家帶來麻煩;但是也有些人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於美軍撤

出的種果，而不是集中於華人打算幹甚腔。另外一些人相信，

連種擔心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多數華人已經定居下來，並且

同1945年以來新興的國家政府吉歸於好。他們之中的多數人

在經濟上是當梢的，而且已經獻身於該地區程度不闊的自由

經濟制度，以致不會打算摧毀這種經濟。真正的危險，反而

是來自貧困土著的日益不滿和年輕土著的政治覺醒。因此，

一種意見將注意力集中於中國的意圈，另一種意見則將注意

力集中於東南亞各間政府的有效管治。 還有第三種意見， tI:: 

較密切地察看當地華人的反應。雖然不一定料想會有來臼當

地華人的巨大威脅，但是一一比如說一一就曾為台獨中華民

國國民的那些人的國籍而育，就將會有具體的變化，或者在

忠誠及同化問題上會有新的看法。這些變化取決於東南亞各

國政府的現行政策，取決於華人的數目，取決於每個國家已

經達到的同化程度，以及一一頗值一提的 取決於各個華

人對其人籍國的態度。

到 T1 974年 5 月，中國本身對東南亞的政策變得更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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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人是否可能

式代表中關行最

能重新發現他作l

的話一一一同化做



主都更加隱投在

J 的一些擔心再

屯現，人們提出

If個互相關聯I叮

當成馬顛覆的眉

立重新強調他們

、堅決認為，中

t民族的東南亞

Z集中於美軍撤

外一些人相信，

f居下來，並且

i之中的多數人

1度不同的自由

的危險，反而

﹒覺醒。因此，

1意見則將注意

三種意見，比

想會有來自當

N.f，台灣中華民

變化，或者在

決於東南亞各

於每個國家已

取決於各個華

策變得更加明

確了。這些政策強調了對現行國際制度的承認以及與迄今敵

視中國的各國政府重新修好的願望。以前承認、台灣或拒不承

認任何一個中國的四十多個國家和中國建立了正常的外交關

係。中盟內部的變化也罷賞了政府尋求穩定與發展的願望。

林能於1971年 9 月垮台。中國共產黨的各省機構改組。 1973

年 8 月，第一卜吹黨代表大會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雖然

1974年繼續進行了反對林躍和反孔的激烈政治運動，但是趨

勢是走向對內實行牢固的控制和對外實行穩健的政策。甚至

在周恩來逝世之後，這種趨勢也持續下去。特別是有關美國、

日本和第三世界的對外政策聲明，即使有時加上了激烈的反

蘇情緒，也有助東南亞各國政府消除疑慮。還有在接待到中

國的訪問者方面，對具有中國血統的外國人和持有中國護照

的“華僑"二者之間的區分，得到了廣泛的注意。加上在1972

及1973年期間與馬來西亞代表持續很久的談判中中國政府所

給予的保誼，事態的發展確實減輕了過往的擔心。 1974年 5

月，當拉扎克(Tun R缸品)同意訪問北京時，他的決定表明，

他認為相信中國方面保撞的表面意義，其好龐大於風險。 一

年以後，基於!可樣理由，菲律賓總統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和泰國總理克立(Kukrit)也都承認有必要改變態度。

估計新加坡政府會採取同樣的路，錢，在印尼表示願與中國恢

復邦交後尤為如此。

中國既巴基本上實現其與東南亞國家聯盟各國和解的目

的，還有待觀察的就是:中國對定居於該地區的具有中國血

統的人是否可能採取不間的行動並且開始敦促他們以某種方

式代表中國行動，以及具有中國血統的本地公民本身是否可

能重新發現他們的華人屬性並且放慢一一如果不是完全停止

的話一一同化的進程。白馬來西亞承認中國以來，許多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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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海外華人"問題有闕，特別是與進一步橙清“海外華

人H這個詞語現在的真正意思的必要性有關。

最重要的事態發展有三: (l)泰國這個關鏈性國家在政

治上的變化; (2) 印支的變化及其對美國、對東南亞間家聯

盟各國政策的影響，和東南亞國家聯盟對華與對蘇政策的影

響; (3) 全球性通貨膨脹及經濟表退對該地區非共產主義國家

經濟情況的影響。與這三者相聯繫的是若干其他事件，這些

事件對那些具有中國血統的人也是重要的，其中包括:泰國

造反勢力的力量和泰國防止其東鄰老姐及東埔寮支持這些造

反勢力的努力;作為推禦共產主義傳播的新防鏈，美國對泰

闊的聽餘支持;針對馬來西亞華人、泰國人和泰由一馬來人

的聯合造反勢力的泰國 馬來西亞邊境戰役。值得注意的還

有在馬來問亞國內出現的不滿情緒和新加坡對非共產黨顛覆

活動的關注，兩者對具有中國血統的人都有長期影響，而如

果泰國國內比較嚴重的事態發展得不到解決而且其安全問題

危及整個馬來半島則尤為如此。

隨著每個事態的聲展，就更有必要考慮“海外華人"造個

詞語的用法是否得賞。這個詞語曾被按其最廣泛的意義使用，

適用於住在國外的-一切具有中國血統的人並大體為中國詞語

“華僑" (僑居的華人)的譯文。就東南亞而吉，更為專用的“南

洋華僑" 直被廣泛使用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這個詞語寓

有頗為團結的一個學一社會集團的含義。這個詞依然使用，

主要因為台灣政府在其官方出版物中仍予保留。 1955年萬陸

會議之後，人民共和國使用這個詞語比較謹慎， ffU:É不總是

始終如一的。人民共和國在“外籍華人"與“華僑"之間進行區

分，前者指佔絕大多數的那些具有中國血統的外國國民，後

有指佔少數的那些差不多永久居住國外的中國閻民。兩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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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澄清“海外華

l司鍵性盟家在政

f東南亞國家聯

題對蘇政策的影

斟上共產黨國家

主他事件，這些

支中包括:泰國

有寮支持這些造

守鏈，美盟對泰

九泰國一馬來人

值得注意的還

才非共產黨顛覆

1期影響，而如

j 且其安全問題

每外華人"這個

室的意義使用，

;體為中關詞語

更為專用的“南

。這個詞語寓

調依然使用，

1955年萬隆

但並不總是

爸"之問進行I克

外國國民，後

語道民。兩個政

府按不問意義使用H華僑"這個詞語，這一事實無助於東南亞

各國政府澄清其含義。特別使人感到混亂的是台北政府贊助

長這樣一種觀點:凡是具有中盟血統的人，首先是中輯人，

其改才是外閻公民。 這往往使中國的處境十分困難。一方面，

當中國宣稱在國外的所有華人應成為其各自入籍盟的忠誠公

民峙，各外國政府都懷疑中圓的誠意。另一方面，有些具有

中國血統的外國園民保留了這樣的希望，即在緊要關頭，中

國縱使不向他們提供完全保護的話，也會提供庇護和幫助。

印尼的情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表明這個問題對於兩個

中國政府、對於東南亞各國政府、以及同樣對於在國外的各

種類型中屆人而言，可能棘手到何等程度。過去二十年間，

曾經有: (1) 中盟血統的印尼人; (2) 屬於人民共和國公民的

華人; (3) 屬於中華民間(台灣)公民的華人，而印尼人則把

他們當作“無國籍"看待; (4) 等待獲得印尼公民身分的無聞

籍華人，但在等待期問他們願意得到人民共和國和台灣的民

間的保護; (5) 等待獲得公民身分的無國籍華人，他們不想

和兩個政府發生任何關係。

在東南亞範圍之內，“海外華人"或“華僑"等詞語現在用

得不那麼廣泛了。在政府出版物中，在宣傳媒介中，包括華

文報刊巾，趨勢是蟬兔提及華人，只在必要時使用諸如馬擎

(馬來商亞華人)、印擎(印尼華人)、泰華(豪回華人)、莘莘

(菲律賓華人)等詞。那些具有中國血統的人有時臼稱為華人

(中國人)或華裔(中興人的後喬) .恤們自覺地略去“華僑..中

的“僑"字，因為這個字的著重點在於他們僅僅是僑盾的人，

總是打算返回中國。仍然不能肯定的是，這是否只是表明那

些具有中國血統的人的大部分正式而人竭地避兔使用“華僑 .. 

-詞。 同樣不能肯定的是，各個政府已把這個術語上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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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真正表明它們的國民確實改變了對他們的新家園的態

度。但是，如果我們打算減少混亂並促成對一個複雜局面的

比較為主確的理解，那1妾，一個重要的步驟是，除了屬於中國

或台灣的公民外，對其他所有人不再使用“華僑"這個詞語。

再回到印尼的話題上來。把所有那五類人都稱為華人或

華僑顯然是不科學的，而且是近乎種接主義的做法。在正常

情況下，第(1)類和第(5)類應當叫做印尼人，除非因情況必要

而可以把他們叫做印尼華人。第(4)類也應當叫做印尼華人，

儘管也許有時候把他們叫做(海外)華人更為合適。第(2)類和

第(3)類則無疑都是(海外)華人。在東埔泰(到1975年 4 月為

止)和老極(到1975年 7 月為1上) .曾存在不那麼複雜的局面:

這兩國與中間的關係經歷了種種變化。白從1955年以來，曾

有類似印尼的五類人，但是到了1971年苗時勢克(Sihanouk)

親玉被推翻並由朗諾(Lon Nol)掌權之後，情況就簡單得多。

1975年于中之後，只剩下兩類: (中國血統的)東埔黎人及老

姐人，和(海外)華人。這樣一種事態發展在緬甸早已發生了。

緬甸和中國的關係從1950年以來一直比較穩定。在那襄有緬

甸人(如果進一步追問當地身分，則包括中國一緬甸、中間

一揮人等) .也有(海外)華人。而越南的情況則是相當奇怪

而又異乎尋常的。在越北，長久以來，中國血統問題一直是

毫無意義的，華人只i適用於那些從中國來的或持有中國護照

的人。越南南方自十九世紀以來，華人數字比北方大得多，

而且直到1975年 4 月一直承認台灣政府為中國:在那裳，美

庭艷(Ngo Dinh Diem)政府(1 955 一 1963) 迫使多數華人加人蘊

南國籍。雖然這並未使華人順從越南的願墊，但當新政府於

1975年 5 月接管政權時，情況確實比較簡單。如果能看到以

下情況，那會是令人感興趣的，即:那些投有逃離越南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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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的新家園的態

一個複雜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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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故法。在正常

~~~盟情況必要

叫故印尼華人，

?遍。第(2)額和

11975年 4 月為

1安複雜的局面:

:;55年以來，隨

著寬(Sihanouk)

，兄就簡單得多。

l 東埔黎人及老

旬早已發生了。

:。在那裝有緬

一緬甸、中國

則是相當奇怪

統問題一直是

J寺有中國護照

北方大得多，

在那裹，吳

數華人加人越

但當新政府於

如果能看到以

逃離越南的具

有中國血統的路南人能否有機會選擇再吹成為(海外)華人，

抑或在各方面都被當作越南人看待。

顯然，哪一個政府獲得眾認是決定誰是華人或誰不是華

人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個東南亞國家政府一貫只和中國

來佳，華人的範聞就驢來越小，只有屬於人民共和閻公民的

那些人才是華僑。如果是和台灣的民盟有外交關係，或者是

中國和台灣都未獲得正式承認，這就不那麼清楚了。在這樣

的情況 F. 如 1975年以前的泰國及菲律賓，又如馬來西亞和

新加坡，一個界定意義的新階段即將到來。 1974年 5 月 31 白，

馬來西亞與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承諒人民共和國為

中圓的唯一合法政府，並關閉馬來西亞在台北的領事館。

1975年 6 月 9 日，菲律賓也跟著這樣辦了，並宜布菲律賓將

從台灣撤回其全部官方代表，而且要求台灣在一個月內撤出

其代表。 1975年 7 月 1 日，泰國也同樣照辦。對所有這三個

國家的具有中國血統的公民一一華人以及或許是無盟籍的那

些華人一一來說，影響都是巨大的。

官方的和法律上的地位是比較簡單的。儘管所簽署的三

個聯合公報有所不悶，個都一致同意:那些其有中國血統的

人，凡己加入三閩中任何一一國的國籍者，均以自動喪失中國

國籍論。因此，雙重國籍是站不住腳的。→同時還明確，中國

不承認“無國籍"華人。通過這樣做，中國希望促使三國政府

為那些具有中國血統的人獲得當地公民身分提供便利。 i役有

正式發表所涉及的確切人數，但是一般認為，馬來西亞涉及

的口商不其公民身分的人，泰國及菲律賓則分別有約 30 萬

及 10 萬“台灣公民"被要求在當地合民身分與中國公民身分

之間擇其令。中國政府反覆強調，選擇中國公民身分者必須

遵守所在閱法律，尊重當地習俗，並且與王國人民友好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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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一起。對於這樣的華人，中國保證按照國際慣例保護他

們的權益。

從東南亞這三個國家的政府觀點來看，華人問題也是個

政治問題。泰國和菲律賓的“台灣華人"以前從來投有反抗過

當地政府。這些人會很容易地默然同意他們身分的改變嗎?

至於馬來西亞，它在歷史上對那些具有中國血統的人是否忠

誠是懷疑的:那麼，如果現在再給另外的高人以他們所要

求的當地公民身分，而其中多數以前是不具備這種資格的，

它怎麼能確信這 10 萬人的忠誠呢?馬來西亞還有一個把馬

來亞共產黨與華人及華商人士相接納的問題。這樣，共產黨

的反抗活動總是與外國勢力的干預相關聯。如果在可能支持

或可能不支持馬來亞共產黨的那些人中，實際上並無華人而

只有具有中國血統的馬來西亞人，那麼，這是否主要成為一

個內部問題而不能輕易歸罪於外人呢?東南亞這三個國家各

自的問題顯然是不同的，但是這些政府都得到中國政府有力

而明確的保語說:過去的“華備"雖乎已經絕跡:“外籍華人"

和中間沒有關億，也不是中國顛覆的目標:而且不敢勵華人

抵制與當地問化，也不鼓勵他們堅持他們所剩下的華人屬性。

為此，看來中國在這些問題上不是模稜兩可的。模接兩可主

要來自已經在該地區安家的那些華人後裔的態度與經歷。

而八 馬來西亞、泰國和華律賓的華人社會

本文的其餘部分將集中論述馬華、泰華與菲萃，也就是

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的華人或華裔。首先要注意的而且

也是最明顯的一點是，“華人"在每個國家的解釋不問。菲律

賓的解釋是最明確的:只有那些屬於外國人的人才算是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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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菲萃，也就是

要注意的而且

釋不同。菲律

\才算是華人，

而且當地的和外盟的人口統計員都尊重這種計算方式。在泰

闊，解釋就不那麼一致了。從官方來講，泰國的解釋與菲律

賓相同，但是人口統計員和政治評論員總是把情況弄得模糊

不清;他們把具有中國血統的及部分為中國血統的所有泰盟

國民與屬於外鷗人的華人放在一起進行粗略估計，所使用的

華人數字從 250 萬到 400 萬不等。至於馬來西亞，則官方解

釋的本身就是混淆不清的。除了少數部分具有中盟血統者明

白無誤地是馬來人，而且已被如此承認外，每個具有中觀血

統的人，不管是否馬來西亞公民，都被算作華人。 i這種計算

方法的歷史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它保留在官方統計數

字及其他出版物中，就很難去掉這樣一種殘留的觀念，即:

所有這樣的華人，不管他們是否馬來西亞公民，在某種意義

上都是“華僑"。它所強調的是，他們在文化上投有同化，而

這方面的重要性遠遠大於他們向馬來西亞公開宣布效忠。這

助長了關闋的感覺，而這種感覺使遭受歧視的想法繼續存在，

並且使一些馬來西亞華人對該盟採取消椏態度。造反過來又

加重了對他們政治忠誠的懷疑。

要注意到的關艷的另一點是，所有河以用某種方式算作

華人的那些人一一不管他們是外國人，還是中間血統的或部

分馬中間血統的本留公民一一一對中圓的態度。已經很清楚的

是，在這樣的華人中，幾乎投右人對返回中國居住感興趣。

這只是部分由於返回中國幾乎總是一個不可i逆轉的行動。更

重要的是，中國不歡迎他們回去。中圈也許仍然想要他們腫

款幫助他們在國內的親戚，但中國也認識到在國外生活了一

輩子或大半輩子的華人不會在國內舒適地定居。同等重要的

是，在或多或少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定居的多數人意識

到他們不可能在一個事事講求計劃的社會主義社會有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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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他們也許相倍或者也許不相信中國的政治及經濟制度對

中國人民是最好的，但是他們知道，除非他們完全拋棄他們

現在的生活方式並且獻身於新中國的理想，否則他們是不可

能聽應的。再者，那些在意識形態上獻身於中闊的馬克思列

寧主義的極少數人很可能認為他們在人籍園一一一更加迫切地

需要革命的地方一一對社會不合正及經濟制削進行門爭，他

們對歷史進程的貢獻可能會更大一些。他們可能受到馬克思、

主義理想的鼓舞，但是如果他們同情當地的苦難，支持土著

的運動，並且不強調他們自曰的中國血統，他們所能產生的

效果就會大得多。如果土著的革命本身獲得成功，例如印支

各國那種情況，那麼，就可能更難作出選擇。那些在1975年

4 月投有離開西貫一堤岸和金邊的人可以選擇生活於越南

的/來埔慕的社會主義社會或者作為中國人回國生活於中國

的社會主義社會。

所有這三一切都不是說華人投有「對“故國"的留戀，也不是

說毫不同情中國革命的目標。重要的是要把這種情況和對共

產主義擴散到他們人籍國的懷疑一一一如果不是敵視的話一一一

這個普遍存在的情況擺在一起考慮。這種情況不僅存在於因

循守舊者、資本家及親台分子中間，而且存在於小資產階級

商人及手工業者中間。除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外，小資產階級

商人及子工業者在該地區每個國家均構成華人或華裔的多

數。這種情況不可能恆久不變，如果入籍國政府政策不能給

他們以可靠的長遠利益並贏得他們的忠心，則情況就很容易

發生急劇變化。然而幾乎可以肯定，除非出於被迫，他們之

中想與中國認同的人起來趙少了。而如果當地共產黨人有朝

一日奪得政權並宣布他們屬於土著人民的剝削者的話，他自

揣前途也並不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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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話，他自

更具體士也說， 自從馬來西亞、泰國及菲律賓與中劉建交

以來，馬華、泰華及菲華分另IJ對這三個盟家的態度如何呢?

雖然這三個觀家都是東南亞國家聯盟的成員，他們的安全問

題部大不相悶，而安全問題直接影響他們對中國、對共產主

義以及對他們當前的和今後的華爾公民的看法。而這些華裔

的態度也將取決於這些安全問題的性質以及相應政府如何把

他們作為可靠公民對待的政策。如前所述， 白 1975年 4 月越

南勝利及東埔泰勝利以來，最關鍵的一些事態發展都關係到

泰國的政治和泰盟及馬來西亞的叛亂勢力。更為所有東南亞

關家聯盟各國普遍關注的是，美國的亞洲政策和臼本與美國

經濟持續的不穩定及其對該地區的影響。

16. 1. 1 菲律賓

先從菲律賓談起。菲律賓的問題最簡單，而且其華人數

字可與該地區的“外園"即印尼、緬甸、東埔泰、老姐及越南

的華人數字相比。這裹，具有部分中國血統的人(混血兒)雖

乎已完全同化，而且纜乎已與菲律賓人不可分割。他們之中

有些人可能特別熱心於與中間的密切買易關帳，但是根本不

存在造社人的顛覆問題。至於那10篇名屬於外國人的華人，

則有些感情上的疏遠，因為他們之中生於菲律賓的多數人感

到他們受歧視，並且感到只是法律運作阻止他們加入菲律賓

籍。但在預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時，前總統馬

科斯的第270號指令放寬了公民身分的條件，並鼓勵仍然希

望成為菲律賓人的那些人填寫所提供的新申請表。此項新申

請的第一狀截止日期為1975年 5 月 31 日。這個日期使外國人

幾乎?史有時間作出反應。後來把這個日期起長到 6 月 30 白。

到期前呈送了約的.500份申請，共涉及 6 萬人左右(包括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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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的兒童)。這就是說，屬於外國人的華人中，約有百

分之六十謀求立即人籍，並願接受國家調查局(Nation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和國家情報安全局 (National In

telligence and Securi可 Au出ori可)的調查。在那個階段，還

有的吐萬人由於種種原因而設有申請。有些人未能接齊呈i握

申請所需的六千至一萬比索，有些人可能願意成為中國公民，

另一些人則可能希望保留他們的台灣護照，即使這意味辛苦他

們居住在菲律賓期間將成為“無國籍者"也在所不惜。

沒有理由懷疑，那些謀求人籍的人最終會和較大的菲律

賓社會打成一片，如果他們是基督教徒，講菲律賓的國語或

地方方言，立主巴開始活躍於當地的政治及文化事務中，則尤

為如此。他們的同化將得到諸如 Pagkakaisa Sa Pag-unlad 

等組織的協助，該組織若干年來一直在為這樣一個局面準備

條件。至於所剩下的 4 萬人(包括兒童).還不清楚最終將有

多少人成為中國公民或者被中國政府及菲律賓政府當作中閻

公民看待。最初，看起來在今後數十年間，菲律賞的中聞成

年公民不會超過 2 萬，這是兩間政府都毫無巖童問難地接受

的數字。對每個人及其家庭的組緻安排自然需要時間逐個解

決，而且預計開始時會造成相當大的混亂。儘管如此，人們

認為不會由於造個原因而危及中國與菲律賓之間的良好關，

係，而且估計經過一段動蕩時期後，這方面的菲律賓華人問

題會基本得到解決。只有→點依然令人擔心。如果台灣真的

成為人民共和闋的-部分，而且菲律賓與中間的邊界沿且宋

海峽(巴士海峽)斟分，會發生爭1端嗎?未來幾年人們可以對

此諸多猜測，但是投有任何跡象表明，這些問題會涉及中國

公民或具有中國血統的菲律賓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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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 舉摺

泰團政府和在泰國的華人面臨的問題比較複雜。主要原

因有三。首先，法律上和社會上對華人的界說不像菲律賓那

樣明確地一致。第二，泰國曾深深持人印支戰爭，中國在這

場戰爭中則始終支持反政府的一方。第三，叛亂問題很嚴重，

而且叛亂分子一直得到中屬共產黨一一如果不是政府本身

一一的鼓勵和支援。

上文已經提到泰國如何計算華人人數的問題。 31 萬屬

於外國人的華人的境況與菲律賓相似。泰國政府願意加速把

泰國國籍給予那些想要人籍的人，但是該政府預計多數人會

謀求中盟國籍或者會設法在特殊安排下保留他們的台灣護

照。和菲律賓不 樣的是，謀求泰國國籍的人的比率很可能

較小，因為泰間國籍過去總是比較容易得到的，那些想要人

籍的人的多數在1975年之前必巴得到。如果大量的人一一一比

如說. 20萬左右一一一成為中國公民，則泰國政府或許會有點

擔心。但是真正的擔心將來自另一方面。自二十世紀三十年

代以來已經獲得泰國國籍的那些人，其中有大量可能尚未被

泰國社會完全問化。泰國政府以前並未為此而煩惱，因為該

政府從未重視人籍的人為“轉變原則.. (conversion 

principle ).而是依靠比較自然但耗費時間的“持續的文化問

化方式.. (continuum method of cultural assimilation)。依

靠這種方式. i一九世何被同化的中國 泰人(Sino-Thai)使其

他泰國華人逐漸通過他們提供的渠道進人泰國社會。在充裕

的時間和耐心等待之下，這個政策非常成功。現在大多數泰

圓華人是中國一泰人，而且誰也不懷疑他們強烈地思於與他

們有重大利害關係的社會結構。他們的數目，他們的團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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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以及他們堅持同化政策的決心，可以克服任何關於這個

進程可能受到阻擋的憂慮。但是這種持續文化同化的進程看

來從未曾終結，而且始終存在這樣的問題，即這種方式是否

會起雙向作用，以及是否會有把進程逆轉的壓力。對此的長

久懷疑導致了所有作者在提及泰闊的“華人"時都籠統地把祖

先為華人的所有人士都計算在內，達到了250 萬至400萬“華

人"這個經常使用的驚人數字。這類計算反映出這樣一種潛

在的懷疑，即許多泰華在環境發生變化而且於己有利時，即

使不真正認同於中國人，也會帳復他們對中盟人的聯繫。

這個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這個為數眾多又或多或少為

“華人"的人口構成。如果具有中國血統或部分中關血統的泰

國人確實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左右而且主要居住在城市中

心，這就意味辛苦他們大部分是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諸如

在曼谷就肯定如此。這樣的城市中心產生了活躍的改良主義

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自 1973年10月以來曾動播該國的政

治結構，而他們之中肯定包括許多具有中關血統或部分中國

血統的人。毫無疑問，這些泰華將主要作為泰國人而不是作

為“華人"行動。但是泰闊的東面和北面都是共產黨統治的國

家，泰國與中國之間密切的賢易關係又已恢復:在這種情況

下，泰華任何反對現狀的政治活動都可能引起這樣的猜疑，

即:這些泰華中有多少人能經得起忠誠考驗。但是如果這種

猜疑竟導致泰國領導人忘記如下情況，那將是很可悲的。儘

管許多泰華保持與中國南部城鄉的親屬聯繫，他們之中的多

數人在泰國的傳統主義、保守主義及資本主義制度下都曾有

所作為，而且幾乎沒有人曾同情中國政府及中國佔統治地位

的意識形態一一一不管它是軍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的

意識形態，還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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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何關於這個

司化的進程辛苦

畫種方式是否

t]。對此的長

1名籠統地把祖

寄至是00萬“華

I}這樣一種潛

至有利時， 那

人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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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住在城市中

E階級，諸如

霞的改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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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或部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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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樣的猜疑，

司是如果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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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度 F都曾有

3佔統治地位

民族主義的

16.1 .3 馬來西亞

至於馬來西亞，華人問題尤為顯著。已故的拉扎克甘冒

他一生事業中最大的風險前往北京，使馬來西亞與中國之間

的關像正常化，表明了他不是反擎的。這一大膽步驟的主要

原因是他一心想使東南亞成為一個“和平、自由及中立的地

區:對華貿易一一如果可能，通過政府機構進行一一的考

慮也屬重要。與此同時，中國政府承認他的政府的合法性:

中國正式保罷不干涉馬來西亞內部事務;中組確切說明中國

血統的馬來西亞人不要對中國有所指望，而願意成為中國人

的那些人必須遵守馬來西亞法律一一所有這些確實提高了拉

扎克作為一位明智而目光銳利的盟家領袖的地位。那吹風險

是值得一臂的，因為它終於去掉了馬來西亞華人在國籍問題

上的曖昧態度。如果華裔之中有許多人仍然對政府不滿意，

他們就得設法在馬來西亞當地解決。他們對入籍圓的態度很

可能更加明確，而且他們更可能不管甚麼種族出身，集結問

樣具有不滿情緒的人，共同作為馬來西亞人致力於糾正種種

不公。因此，雖然獨立以來的事態發展，已經表明馬來西亞

華人必須學會接受一個從國的政治地位:在一個受制於較大

的全球體系的經濟中，華人社會的經濟力量有限;與當地土

著在文化上的完全同化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同一時期亦誼

賓了具有一中國血統的公民有能力對馬來西亞承擔政治義務，

也有能力適應從一個三十世紀五卜年代的英國一馬來結構到

今日公認的一個東南亞國家的變化。

1974年 5 月後，馬來亞共監蕪的暴力行動確實叉開始了，

而且該黨繼續由具有中國血統的馬來西亞人掌權，儘管許多

原來的領導人從來也不是獨立的馬來亞或馬來西亞公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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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現在或者是外國人，或者是“無國籍"人。(1989年 12月，

陳平在泰國與馬來西亞邊境露面宣布馬來亞共產黨暴動結束

時，他曾自稱為馬來西亞合民。)還有零星爆發的城市暴力行

動，由不知名的關體發動，特別是在1975年獨立日(國慶)前

後，十分可能是具有中國血統的馬來西亞人發動的。這里代

表了可能威脅該國政治穩定的至少兩個根源。但是這兩者之

中投有一個是如一些觀察家及分析家一直主張的所謂íE那或

華人對抗馬來人這般簡單。馬來亞共產黨的暴力行動淵源於

一種歷史觀點，這種觀點認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認為

該國以至整個地區即將發生根本的變動。它曾受到中闋的外

交成就和印支的共產黨人勝利的鼓舞，但它不再是特定起源、

於中國的。事實上，馬來亞共產黨取得政治收獲更多地是依

靠它與泰馬邊界兩側的泰國及馬來叛亂分子的友好關係，而

不是依靠馬來西亞華人的合開支持。至於城市暴力行動，如

果真像看起來那樣是由一些具有中國血統的馬來西亞人其日

益不滿引起的，那麼，它必然主要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歷史進

程的複雜產物。造個進程是把一個後聽民地時期的多元社會

改造為一個建立在當地土著主權上的民族國家。必須認繞到，

不管進行經濟再分配的努力是多麼公正，也不管“種接熔爐"

哲學對立闋的事業是多麼必要，這個進程總是痛苦並且充滿

紛爭。如果處睡不當，它對國家的破壞性可能遠遠超過對多

數馬來西亞人來說依然是格格不人的馬克思主義一列寧主義

毛主義的世界觀。

總之，馬來西亞政府有充分理由馬存在一個人數眾多的

具有中圓血繞的城市無產階級而憂心神抖，但在這方回應當

著重於起作用的“無ifF_階級"一詞而不是“華人"。中產階級自

由職業者和成功的商人，不管他們的血統是甚麼，從來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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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2 月，

產黨暴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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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超過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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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眾多的

這方面應當

中產階級自

從來也不

構成政治穩定的嚴重威脅。五十年代曾經出琨過異常抽象的

意識形態和革命威脅已經失敗，但其後取而代之的威脅源自

機會減少、期望落空及實際社會地位下碎等等。這里，必績

考慮到新定居的移厝者的背景性質。人所共知移民是好動不

安的。他們渴望其社會地位有所提高，至少是有今後提高其

社會地位的希望。在華裔的佔總人口百分之三十五的新興民

族國家，要提高所有人的社會地位顯然是不可能的。這樣，

經jf&一段時間後，多數人不得不接受處於某種漸趨種定的社

會階級的現實，而且所有定居下來的人都被迫承認造是準則。

因此，對許多人而盲，他們的無產階級將擴大和繼續存在，

而且當他們為保衛他們的階級而尋求保護時，在利用合法的

地方組織以提高生活水平及減少社會不滿方面，他們會越來

越馬來西亞化。一個牢牢確立的贖回的無產階級很少是支持

革命的，而且如果它確實做到了階級的團結一致，也很少是

主張種族主義的。種族出身的重要性和對無產階級的恐懼大

大降低一一這樣的時機似乎已經來臨了。這不是說，農村再

投有爆發革命的潛力。在東南亞，威脅著殘存的傳統政治結

構的仍然是農民動亂。然而這並不是來自馬來西亞華人的威

脅，這不是對馬來西亞華人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有益的一般

力量。近來.的事態發展表明，馬來西亞華人從政治不穩定中

{尋不到其麼好處，他們的領導人要使他們的支持者、使其他

馬來西亞人以及馬來西亞政府認識到這一點，現在為時末晚。

16.2 結論

很難概括整個東南亞的華人少數民接問題。以下所列只

在提供合個框架，用以更好地理解這個問題的一些比較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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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面:

位東南亞各國政府的角度來看:

1. 仍存在這樣的猜疑，即它們本國的一些具有中國血

統的公民仍是華人第一、忠誠的公島第二。以華人

傾向於代表中國行事這個假想為根據，對革命中國

的不信任促成對所有華人的不信任，甚至對屬於它

們本閻公民的那些人也不信任。

2. 華人在政治上與文化上的同化被認為只是表面上

的，因而同化並非防止顛覆的保詣。只有經過長時

期的種族混合，才能消餘“華人問題"。

3. 海外華人和它們本國的華裔公民的經濟實力構成長

期的威脅。迄今為止，它受到以西方為主的“新瘟

民主義的..或跨國企司的貿易系統所抑制。如果西

方大國撤出，就需要以更為嚴厲的措施來限制造一

“華人"實力。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

4 東南亞和第三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樣，處於獨立、解

放和革命的前夕。中國可以通過運用正確的策略進

行幫助。戰略的關鍵在於中國與社會主義陣營的成

功。東南亞地恆的具有中國血統的那些人大部分是

不革命的，決不容許他們妨礙中國與社會主義陣營

的成功。

5. 不僅革命最終必將成功，而且中國在這一帶的影響

必將擴大。時間對中國有利。中國的實力足以使其

不考慮這些華人少數民族，他們現在是可有可無的。

無論蚓何，當中國的影響!壓倒一切時，那些仍願與

中國打成一片的人會再一改回到中闊的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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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國血

有二。以華人

對革命中國

建至對屬於它

主只是表面上

又有經過長時

齊賞力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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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制。如果問

起來限制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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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可有可無的。

那些仍願與

拘懷抱。

從定居於東南亞的華人的角度來看:

6. 多數人對中關並不負有效忠的義務，但是僑居的習

↑實依然保持了下來，這是由於不公平待遇，由於缺

乏保障，由於文化上的驕傲自大，由於最終會受到

中國保護的非理性願盟，以及由於“這 l1J望著那山

高"的錯誤觀點。

7 凡是能識到聶華人的人數足路多的地方，就有退守

集中居住區的狀況。這種現象在各主要城市已很顯

簣，處於制外盟"的諸如印尼、緬甸、菲律賓以及印

支各國的主要城市，尤為如此。

8. 只有在泰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核心國家，中國

血統的公民能發揮積極的、有意義的和有價值的作

用。這在理論上可以是以世界革命為名，但更可能

的是為了他們各自的民族國家一一一如果他們和這些

國家之間的利害關係能更為明確界定下來的話。

因此，“華人"仍然不得不感到他們是一種身分獨特的少

數民族。他們的困難幾乎一直是無法克服的，這主要是因為

他們一直被認為是各種各樣的少數民族。目前，初步確定一

下“華人"不是哪些種少數民脹和考慮他們可能仍然是哪些觀

少數民族，或許是有冊的。他們肯定不是 F列顛聾的少數民

族:

1 他們不是具有完全的與生俱來的權利的士生土長的

少數民族:

2. 他們不是一個擁有以獨佔監域為主的少數民脹，因

而不是農村人。

3 他們不是那種會在兩個接壤的國家中感到暢快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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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邊疆少數民族:

4. 他們不是一個以目前居留地作為睦一的家園的少數

民族。

然而“華人"具有與其他少數民族相同的下歹IJ特徵:

1. 他們由許多相互競爭的翠體構成，通常是處於分裂

狀態p 很少能團結起來，只是在受到嚴重歧視時才

暫時國結一致:

2. 他們喜歡保聞自己的文化，但在正確誘導的情況下，

願意逐步予以放棄;

3. 他們在一定限度之內能路被同化和“異化

哇。 他們本身可以再改成為移民，成為在某處地方的新

的少數民族;

5. 他們在國外可以成為“跨國的"少數民族(諸如印度

人，各種各樣的歐洲人，各種各樣的阿拉伯人，

些路南人， 日本人等等)。

但是“華人"有其完全不同於他人之處:

l. 他們的“棍囡"靠近東南亞，幅員遼闊，人口眾多，

潛力強大，在傳統上瞬棍該地區內的民族及文化:

2. 他們的“祖國"有一個共產黨政府，並被視為旨在過

過指揮與態y皮革命以主宰世界的關際陰謀的一部

分。

總之，“海外擎人"構成少數民族中的特殊種巔，這主要

是由外部條件決定的。造個少數民族，由於靠近其發揮土也，由

於過去動蕩的經歷，由於有一個章新蠅起的革命中國，她聲稱

代表著一種普遍的力量而令舉當蠣目，老是提心吊醋。作為一

個少數民脹，它具-有一種悲劇性的特質，因為在人們的心目中，

中國的偉大遠遠扭過了它今後實際所能達到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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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較早文本l



力家園的少數

itJ 特儼:

台是處於分裂

侵重歧視時才

導的情況下，

1~二，

在虛地方的新

族(諸如I印度

司拉伯人，一

人口眾多，

已族及文化:

度視為旨在通

!陰謀的一部

重類，這主要

與發訝地， 由

宇間，她聲稱

毛艙。作為

_fIl，的心目中，

步。

CD本文的較早文本單身於1976年發表，此次出級時時予修訂並補充最主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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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代紀元表

一些朝代於較早時開闊，不過要到下述年代方能平定中原。

日
叫

4
￠
勻
，

周
周
國
漠
漠
國
晉
晉
北
代
宋
宋

夏
障
問
束
戰
秦
商
東
三
四
東
南
陪
唐
五
北
金
南
一
兀
明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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