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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民旗主义是影“1目近现代东南巫华侨历史变迁的一大动力。目前学界在研究东

南iF华侨民族主义时，习惯于把它从东南亚整体历史中分割出来，过分韬}洞外部

因豢(j：要是中阐)对它发展的影响。本文努力站在华侨的立场上，把海外华侨

民族主义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时期，刨1912．1928年期间的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

的兴衰oj华侨在当地谋求，{三存发展的历程结合起来考察。力图证明：华侨民族主

义是华侨在当地谋求生存发展的j仁要f其之一。，它的发展受到世界“人气候”与

东南亚地区“小气候”的共同作用。

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概括介绍辛亥革命前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

与特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方面的影响(包括清政府华侨政策改变、

维新派与革命派的政治宣传活动等等)以及当地社会环境变化(包括西方国家在

当地实行政治上的直接统治、当地经济开发力度的加大等等)的共同作用下，东

南亚华侨主动地接受孙中山等人传播的民族主义。第二章主要阐述辛亥革命胜利

后，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的发展特点。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国内活跃的民主

氛圉为华侨民族主义提供了新的发展环境，东南亚华侨在加强对中国政治认同的

同时，电开始阱p团政府提出保护帕要求，华侨民族主义服务—卜华侨在当地发展

的功能逐渐得到体现。第三章与第四章主要介绍一战爆发后，东南亚华侨所面临

的机遇与挑战。这一。时期，伴随着当地经济的景气，华侨在经济上与当地的结合

程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华侨在当地发展所面临的压力却越来越大。首先，fj

本势力在当地的迅速膨胀直接威胁到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发展：其次，战后卷土重

来的西方殖民统治者为了阻止共产主义进入东南亚以及为了防止当地民族主义

运动的发展，加强了对华侨社会的控制：最后，。一战后，东南皿民族主义运动逐

渐兴起，在此过程中，华侨受到了当地民族主义势力的强制同化与排斥。在上述

各种力壤的冲击下，东南亚华侨在当地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五章集

中分析一战后东南亚华侨在当地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就是华侨民族

主义需要承担的新任务。一战后，随着华侨社会与当地社会结合程度的加深以及

华侨在当地发展所面临的压力的增人，华侨社会原有的、以血缘、地缘及方言缘

等等狭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以分裂隔阂为特点的J}j交往体系，已经无法继续

提供华侨在当地发展所需的种种保护。，为此，J1一大华侨以民族主义为武器，对华

侨社会内部、华侨与中同、华侨与当地社会等等交往结构进行整合。第六章以具

体的史实对民族主义上述整合功能进行实证。一战后，东南亚华侨掀起的抵制E

货、倡用国货、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等运动，其实质都是华侨在民族：{：义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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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旧交往体系、构建新交往体系，以维护自己在当地的经济利益，谋求庄当地

发展的行为。

通过上述实证的、理论的分析研究，本文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东南亚华侨是和平性质的经济移民，他们移居当地的根本目的在了-谋求

在当地的经济发展，华侨民族主义发展始终围绕着这一一主轴来进行。2、东南、旺

地区环境变化是华侨民族主义盛衰递嬗的内在动力，中国方面的影响只不过是华

侨民族主义发展的外在因素。3、尔南、眍华侨社会与中国是两个经济利益上栩对

独立的经济实体，因此，华侨民族主义10巾国国内民族主义不能完全等同起来，

华侨在海外发动民族主义运动，既反映J’华侨爱国的一面，也反映了华侨希望搿

到中国政府保护的‘一面。4、民族土义是把双刃剑，近代中闭政府在利用华侨

力量为自己反帝反封斗争服务的同叫，虾发有注意利月j自己的力量为华侨在当地

长远发展服务，延缓了华侨当地化的步伐，对此后华侨在当地的发展造成j’4i利

的影响。

关键词：民族主义；一战；东南姒华侨：华矫民族主义



A Perspect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0verseas Chjnese

NationaIism(1912-1928)

Abstract

Nationalism Ilas been a major dynamic power in shaping the modern 11isto“cal

change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Current academic studies tend to

segment this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OcN)fronl the totality of SoutIleast

Asiall history to highIi曲t the influence of extemal factors(majnly l、rom chjna)in

OcN evo{ution Fronlthe standpoill【of oVeI'seas chinese，this paper combines a

survey of OCN deVelopment duri r唱I 9 1 2—1 928，which was a historicaI period t、0r

OCN cnlcial change，with a suⅣey of the course of oVerseas Chinese stI．uggle for

sufViVaI and gro、Vch in the area The papei seeks to demonstrate that，as a rnajor

weap011 in the struggIe for surViVa】and gro、“h in the local arca，OCN has been jointly

shaped by the world’s“macroclimate”and the Southeast Asian“mjcroclimate”

-rhe paper consists of six c11apters C11apter One formulates lhe eme唱ence of

OCN and its characte“stics before the re、olutjon of 1911．At the tunl of 1 9／20

centuries，the interplayed result of the influences from China(including the changing

policies of Ch’ing gOVernment towards oVerseas Chinese， the propagandizing

movement of reformists and rev01utionaries in tl】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 vI etc)

and the chan百ng Iocal circumstances(including the enhancement of c010nial contr01

by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f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etc)

enabled the overseas C11Inese to accept forwardIy the nationalism as adVocated by Sun

Yet—sen．etc

Chapter 1、vo mainlV describes OCN’s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aRer the

winning of wuchang uprising when t11e chinese Republic was founded in 1 9 1 2，the

b risk atmosDhere of democracv in China created new circumstances for OCN’s

groⅢh With t11eir p01itical identity with ChjJla stre“gthened，the oVerseas Chincse in

Southeast Asia began to seek protection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mnction

of OCN as helping oVcrseas Chinese to deVeIop in the iocal society was gradually

mallifested

Chapter Three and Chapter Four focus on the opponunjties and challenges mat

overseas Chinese faced aRer the outbreak of W0rld War I Du面g the wa‘w“h rhe

boom of Iocal economM overseas Chincse e11joyed deepening economic integraIion

with the locaJ societv’but at the same time，the|r development in the local area faced

increasing barrier Fii’stl y，the rapid expansion of Japanese innuence in me South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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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Dosed a dire饥threat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IoD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in【hc

local society Secondly，the po st—war coloniaI authorities tightelled t11eir control oVer

the overseas Chlnese commuIlitv in 01'der to block the wav f。r Communisf powef 10

shed into SoLltheast Asia and pfeVent the r】sj“g of i11digenous nationalist nloVenlenl

Finajly，in the gradual rjse of Southeast Aslan nalional；st movement aner Wo{‘ld War l、

the overseas Chinese were forced to assim|lale、vith t11e 10cal communhy a11d wcrc

exc】uded by the i11digen。us nationalists川l fhese impacts brought about mndamenta}

challges in the developmental environnlenl f10r the overseas Chinese

Chapter Fjve concentrates on a11 analysis of the major pmblems the ovefseas

Chinese士、aced in their deVeloDmell￡in[he af℃a，w}1ich were the new tasks lhat 0CN

have to accomplish A最er World War l，Ⅵ7ith t11e deepening integration with the

indigenous community and the increasing ba州er for development in t11e 10cal afea，

the 01d divjsive and segregated co nlmunic叭jon system fbrmed throLi曲 rlarrow

kinship，territo订al and dialect reIatlons was no Ionger俄in proViding adeqLla{e

prOtection to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Llnlt、，Thus，the masses of overseas ChiI】ese

resor七ed to nationaIism as a weapon to carry out fhe refomling of commullication

structures witllin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lnunitM communication stn】mlres with

China and with the indigenous com肌l砸v1 etc

Chapter Six proVides concrete hlstoncal materials to demonstrate the re士10rming

func“on of the OCN as stated aboVe In thj s 1)eriod．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launched a series of movements， such as the boycott of Japanese go。ds、

pLlrchasillg and using Chillese products，aboiis}1ing unequal treafies，etc Aj】of these

moveInents were Dractices of oVerseas C}1iilese to refIorm the outdate(1 communjcation

syscem，build a new system and protect[helr economic i11terests jn the 10cal a『ea L1ndcr

the guidance ofnatlonalism

Based on the nlaterial and theoretlcal analVsjs，seVeral concIusions can be drawn

as f‘ollows

1 Overseas Chinese in Sml{heast Asia were economic immigrants of Deace

nature Their alndamental purpOse of inlnli91 ation was to nlake a living in chc local

society This is a piVotaIthenle throug}10u c the cV01ution of overseas nationa¨sn】

2 The socia】change in S。ucheas￡Asia js lhe mern a1 dynamic force尚r the

developmenl and change of OCN，whereas the innuences from Chilla we】‘e only

extcrnal factors

3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Llnity ln Southeast Asia and Chlna a1_e t、vo

indepcndent economic entities，each 11aVmg rcspectiVe economic interests Theref。re，

the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jsm caflnot be complecely equated wif}1 the natjonaljsm

in C}1ina The rise of nationalist nloVement abfoad by overseas C11i11ese re门ccts theil

patrio“sIn on the one 11and，and thejr appeal f、or protection from C¨nese goveInmellt，

ofl“】c other



4 Nationalism is a doubIe—edgc swo】d W11ile utilizing the power of overseas

Chinese to serve ChinFs own slru991e against imperialjsm and feuda】jsm，

GoVernments in moderll C1】ina 11aVe n。t bro Llght i11to a小play its own strengtll to

serve the Iong—tcrm deVeIopment。f。Verseas Chjnese in the 10cal area，thus slowing

down the pace of assinlila“on，leaVing fLIrther obstacles to the|r deVeloplllent jn t}1at

area

Keywords：NatioIlalism，WorId War I．S oIItheast Asia，0Vel．seas Chillese，

Overscas C11jnese NatioIl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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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选题的意义

民族主义是近现代吐上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它诞生r 18世纪欧洲资

产阶级与封建君主、宗教势力激战的炮火中。此后，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人类社会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或遭受的每～个灾难里，人们都可以看到民族主

义活跃的身影。1 8世纪末，民族主义帮助西方资产阶级创建了其发展资本主义

经济所必需的民族国家，19世纪中叶后，民族主义成为欧洲资产阶级对外侵略

扩张的理论依据与精神动力。与此同时，面对西方的殖民扩张和殖民掠夺，亚非

拉地区人民吹响了民族主义号角，擎起了反抗西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猎

猎大旗，民族主义在这里成为了殖民地人民反侵略的战斗武器。然而，也正是民

族主义，成就了希特勒及日本军国主义者独霸世界的野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正是民族主义，在冷战结束后，滋生了以种族仇视

与恐怖主义为特征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给全球经济发展与地区安全蒙上了可怕

的阴影。可见，民族主义这把双刃剑，已经成为我们了解世界历史变迁，把握当

前全球发展大势，预测全人类未来演进走向的关键所在。可以说，不了解民族主

义，就无法理解近现代世界。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把中华民族轰进了日益整体化的世界市场，帝国

主义的入侵与瓜分，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亘古未有之外来

压力催生了华夏儿女的民族意识，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中华儿女以民族

t义为武器，与帝国主义展开了前仆后继的斗争。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

维新、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一二·九运动⋯⋯在中华民族每一次面

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古老的中华大地便会响起民族主义嘹亮的号角声，不屈

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便会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反抗外侮的万里长城。今天，在

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地球村时代，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已经成为民族主义新的奋斗目标。可见，民族主义不仅浓缩了

中华民族的沧桑苦难，也承载着巾华儿女的不屈抗争，它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历

史发展的主旋律之 。不了解民族主义，同样也无法理解近现代的中国。

华侨是世界移民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世界近现代史上，黑

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侨作为一一支应世界经济发展大潮而生的劳动力大军，

曾经参与了东南亚、美洲以及澳洲等等地区的经济开发。他们不仅为当地社会进

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见证了当地历史变迁的风风雨雨，因此，华侨史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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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亚太地区历史发展的一扇窗口。华侨是世界移民大家庭中富有个性的‘个组成

部分。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海外华侨对祖刚、对家乡怀有长久而强烈的

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成为华侨的⋯个特殊标志，使他们在世界移民大家庭中l割可

不群。在～定意义上，华侨对中国的以同是帮助我们打开华侨历史大门，继而琶

堂入室的一把钥匙。海外华侨民族主义形成f华侨对中国认同较成熟的阶段，它

发轫于19世纪未，其基本特征是华侨对中国的认同由家乡认同逐渐上升到对全

中国以及中华民族的认同，政治认同代管史化认同成为他们对中幽¨＼同的主要形

式。华侨民族主义是沟通20世纪海外华侨与中圈交往的主要纽带，它在华侨社

会内部、华侨与中国、华侨与侨居地、j{1幽与华侨居住国等等关系发展变迁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东南亚是华侨最旱移居的地区，也是海外华侨最大的聚居地，

二二战后，这里居住的华侨人口‘直J二仝世界华侨人删的80％以上。该地区华侨的

民族主义发展比较完善，影响也比较突出，颇具代表性，因此，研究华侨民族宅

义的学者大都将目光聚焦于东南亚。

二战结束后，东西方世界为予夺东南亚地区展刀’了激烈的斗争，东南碰历殳

研究(包括华侨研究)成为双方政治斗争的工具，其地位急骤上升。西方学者研

究东南亚华侨历史，研究华侨民族j-义一L要出于吼下三方面的考虑：阿先，两
方学者渴望避一步了解中国，但由于无法到中国实地考察，因而想借助于研究东

南亚华侨来窥斑见豹。其次，西方人认为东南亚华人的强大经济势力有可能被rfI

国政府所利用，为了达到“遏制”中网的目的，有必要研究东南皿华人。7最后，

西方学者还希望通过上述研究，美化西_，J一_年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统治，企图有

朝一目卷土重来。同样，东方国家(包括·⋯量与东南亚各国等等)也把华侨民族

主义研究当作反对两力新殖民主义、实现民族真正独立的武器。受此影响，有关

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的研究笼罩在意【1f_l形态?』．争的重重迷雾之中。，

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取代意识形态斗予成为世界交往的主题，经济全球化、

区域化浪潮浩浩荡荡，惊涛拍岸。随着我幽改革丌放步伐的加火，·扣国的综台国

力1：断加强，中国咧际地位也逐渐提高。这 切令海外华侨华人感到无比的骄傲

与自豪，他们顺应经济发展大势，纷纷同国投资，东南亚地区以及其他华侨居住

地也先后H{现了汉浯热和研究中丽热。刈丁f：述伴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正常现

象，部分国外学者固守意识形态÷{争的立场，将其视为新的中国威肋、论，部分国

家甚至对当地华侨华人加以防范露压制，，Ⅲ内部分学者在lt族本位土义f|q影响

下，电发表了一些诸如华侨回国投资纯粹足爰陶行为之类的／fi恰当言沦，绘同外

排华主义者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从而恶化j7华侨华人在当地的发展环境，m

①鏖建铬籍：《刘东南哑华人研究的几点看法》载穗门人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资料译丛》I 9s9年第3

抑1



绪 沦

塞了地区经济合作的进行。上述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华侨民族

主义的错误理解造成的。它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今天，

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对华侨民族主义进行清醒而深刻的反思。根据实事求是的原

则，本着有利于华侨在当地的发展，有利于加强中国与海外华侨的交往，有利于

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祖国统一大业，有利于促进地区合作的宗旨，努力撩开覆盖

在华侨民族主义身上神秘的面纱，探寻其真实的面目。唯有如此，我们才有望做

到在新形势下，对华侨民族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有望使华侨华人研究达

到对华侨华人自身、东南亚各国、中国、环南中国海地区，乃至整个超界多赢的

I{的。

20世纪头30年是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以前，东

南亚华侨剥中国认同主要局限于对家乡13勺队同，在此之后，华侨刺中罔的认同不

仅突破了家乡认同的狭隘藩篱，』：刊到国家认同，而且，华侨民族主义还发展成

为爱国主义，华侨对中国的认同达到J，历史最高点。20世纪头30年上[好足华侨

民族主义发展一个承上启]、的过渡州期，在上述30年叫间里，1912．1928年堪称

是华侨民族主义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1912年以前，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

处于形成阶段，不成熟是其主要特征。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国家认同与政

治认同成为海外华侨(包括东南亚华侨)认同中国的主流。这一时期也是华侨移

届东南亚的高峰期之⋯，大量华侨新客的浦入，对于加强华侨与中国之间的交往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另～方面，大致从1912年开始，东南亚华侨社会与当地社

会的联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东南亚地区形势变迁对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的影响

力度不断加大。首先，在鸦片战争后移届当地的华工经过几卜年的奋斗，开始在

经济上扎根于当地。他们的子女——箱j二、三代华侨开始组成七生华人社会，i二

生华人在经济与文化等方面列当地社会的认同程度明显高于华侨新客。其次，一

战引起了东南亚社会的巨大变迁，战后当地经济的景气、当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兴

起、日本势力的迅速膨胀以及战后西方殖民者统治政策的改变等等因素，从不同

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华侨社会。它们在加深华侨与当地社会之间联系的

同时，也对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上述的社会变迁给华侨民族主义发展带来了新环境、新动力、新目枥i，华侨

民族主义的性质开始发生新的变化，由原来支援中国反满清j：朝统治的工具逐渐

演变为华侨在当地谋生存、求发展的于段，华侨民族主义逐渐进入其成熟发展阶

段。

1928年后，南京政府成立，中国政府侨务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这一

点与北洋政府侨务工作的低效率形成丁明显对比，华侨社会发展受到中国政府的

影响越来越大。在随后的30年代经济火危机中，华侨移居东南亚转入低潮，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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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东南亚地区大肆进行商品倾销，同时不断扩大对当地华侨经济的侵略。193 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亡种灭族的危机，国难家仇，使华侨与中国走

到了一起，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环境与动力又出现了新的变化，爱国主义逐渐成为

华侨民族主义发展主要特征。因此，1912．1928年是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发展～

个重要刑期，要想研究华侨民族主义的本来面目，必须对这一阶段的华侨民族主

义进行重点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站在华侨的立场看华侨。

二、有关本课题的研究评述

迄今为止，不仅专门研究1912—1928年之间华侨民族主义的成果尚未出现，

而且，从东南亚地区形势变化出发，把民族土义与华侨生活环境变迁结合起来研

究的成果也不多见。尽管如此，众多前辈学者在探讨东南亚华侨与辛亥革命、华

侨与五四运动、华侨与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国政府华侨政策等等内容时，其研究

视点已经不同程度地触及上述时段东南亚华侨民族芝义的变迁。

著名华侨史专家颜清湟教授在其力作《晕马华人与辛亥革命》中，以新马华

人社会变迂与孙中山革命运动在该地区的传播为两条主线谋篇布局，重点分析r

华侨民族主义发展与华人社会的变迁如何互为表里、互相作用的过程。该书被王

赓武教授誉为研究华侨与民族主义及其他革命思想之间关系的开山之作。。除此

之外，颜教授在其著作《海外华人史研究》一书中，有多篇文章论及19世纪末

20世纪初新马地区华侨民族主义。其中，《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的民族主义

(1877—1912)》～文专门探讨了华侨的民族主义形成阶段的诸多特点，包括其主

要表现形式、其发展的动力以及其性质等等。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对1928

年济南惨案的反响》一文中，作者分析J’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新马地区华

人在民族主义指导下所做出的反应，包括其反应的形式、所产生的效果等等。作

者还特别指出：此次事件是华人民族主义发展的又一次高潮，它介于1919和1937

年华侨民族主义两次高潮之间，起到J7承上启下的作用。。颜教授列华侨民族土

义_形成阶段的开拓性研究，给后来者颇多启示。

威廉斯(Lea E wmjams)与廖建裕是研究荷印地区华侨民族主义的佼佼者。

《华侨民族主义：1900—1916年印尼泛华人运动的起因》是威廉斯的第一部著作。9

该书发表于1960年，是第一部用英文写作的关于印尼华人历史的书籍，是一部

根据巳发表和未发表的荷兰文资料写成的町靠的历史著作，对研究早期印尼华人

历史作出r重大的贡献。作者把民族主义视为华侨应对荷兰殖民政府歧视政策的

④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J 982年版，序吉，，

②歙清湟著：《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新自n坡哑洲研究学会，1992年版。

③I。．w威廉斯(LcaE wjlJjams)：《华侨民族主义：】900一1916年印尼泛华人运动的起园》(0va，3蚰j(M川盯c

Nnfl。}ln“s"t：|№geHems《她黝}l-Chine5eM∽删c¨f"t h}d0，}es洒．i900—i9i6)．搔艳科，1960年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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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一答案。。廖建裕是近年来活跃在侨史研究领域的东南亚本上学者之 ，他掌

握多种语言，并且勤于笔耕，著述颇丰。其代表作《爪哇土生华人政治

(1917．1942)》，大量使用了1917．1942年问有关当地华侨社会的华文、西文等

等资料，提出当地社会环境的变迁是推动华侨民族主义的主要因素，是土生华人

当中三股政治势力(即认同于中国、认同于当地、认同于西方殖民国家)在华侨

社会里此消彼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印尼华人的政治意识》是廖建裕专门为英

文学者研究20髓纪印尼华侨政治意识发嶷历程而编纂的资料集。该书精选了50

多篇论文、谈话、演讲稿、书信以及书摘等等文稿，这些文稿都是代表自1900．1995

年备个时期印尼华人政治意识发展大势的第一手资料，该书为人们认识当地华人

政治意识发展的基本脉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从入选的有关20世纪初华人政治

意识的文章中，人们不难看出：20世纪初，印尼华侨发展华文教育以及接受民

族主义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于当地。9另外，著名华侨问题研究专家、美圈学者

威尔莫特(Donald Ewillmott)在其博士论文《1900一1958年间印尼华人的社会地

位》中，对华侨民族主义兴衰与华侨在当地社会享受待遇的好坏之间的关系进行

了探讨，大量使用田野调查所获得的英文和荷兰文资料是该书的～大特点。⋯

美国学者史金纳在其著作《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中，提出了20世纪

初泰国政府华侨政策变化，是导致华侨放慢与当地社会融合步伐，进而产生华侨

民族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可惜他在论述华侨民族主义发展时，过多地强调了国

民党势力的影响。@同样的错误还出现在布赛尔的著作《东南亚华人》一书中。。

杨进发(c F．Y0ng)与麦肯拿(R B Mckenna)曾根据20世纪初马来半岛地区的

相关记载以及20世纪60一80年代间公布的英国殖民局和外务局档案资料撰写厂

《1912—1949年英属马来亚国民党活动》一书，作者把国民党的研究放置于英国

在马来半岛地区的殖民统治、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变迁与华侨民族主义兴衰相互作

用的大背景中进行。尽管作者努力阐明国民党运动既是马来亚地区华侨政治文化

遗产之一，也是近现代新马地区历史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由于过多地强调华

侨与国民党的关系，以至于使人感觉到华侨就是国民党的味道。。另外，杨进发

与麦肯拿二人还发表了⋯篇名为《1912—1925年新马地区国民党运动》的文章，

①寥建格著：《对东南亚华人研究的几点看法》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资斟译丛》t 19s9年第三

期。

②窭建裕著，李学民等译：《爪畦土生华人政治(1917—1942)》，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t 1985年版。

③Leo survadlllala：尸。，Ⅲ删，曲IH≈mg 0厂晴#^舶7 2∞埘l c船I甜P，P口mJ99J，singapore umV盯s耐Press，1997
④I)onaldE willmotLll】eNatiollal St咖s of山echlncsI：mhldoneslal 900-l 958，comdl Univ鲥lv，New YoA．

1 96l

⑤Gw史金纳(Gwilliam skillll盯)著：《泰国华人社会．史的分析》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问题

资料译丛》1964年第1_4期。

@布赛尔著：《东南亚华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闸题资料译丛》，l 957年第4期，1958年第

1．3期。

⑦cFYjng&R B Mckcmla，m矗∞nl”f枷侣^如1Ⅷw，，”J日，7，枷胁向w』pJj-，9√只smgapore u1Hver目tv

P雎ss．j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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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详细地阐述1912．1925年间国民党在新马地区华侨社会中的种种活动。“。

王赓武教授是一位在华侨研究领域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东南亚本土学者，他

一贯主张站在华侨的立场上，把东南亚华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来研究。他强调民

族主义在华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曾经将同化与归化视为贯穿两次世界大战

期间东南亚华人历史演变的基本旋律。。此外，王教授还在《东南业华人认同I、ⅡJ

题的研究》一文中提出：自二战结束到七十年代，东南亚华侨的认同先后经历了

历史认同、民族认同、社会(社区)认同、文化认同、人种认同和阶级认同几个重

要阶段。王教授在分别对上述的认同形式进行界定后，努力勾勒出华侨认同变化

的轨迹，并以此反观东南亚华侨历史以及东南Ⅱ华侨与中国关系史。。王教授一I：

述研究视角独到，对华侨民族主义研究富有独创性。

王赓武教授反对那种因华侨与中国关系密切而将华侨历史从东南亚整体历

史中分割出来的做法，这种立场清楚地反映在《南洋华人民族主义的限度

(1912—1937)》一文中。在该文中，王数授在宏观把握】912—1937年之间南洋地

区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强调20世纪初华侨必须解决的根本浏题是

谋求在当地的长远发展，为此，他进一步分析了该问题对当时华侨社会不同群体

的影响。他把东南亚华侨按其认同对象的差异分为三个集团，第一集团成员十分

关心中国的事务，第二集团主要关心华侨社会内部的利益，第三集团则致力j二在

居住国中争取自己的政治地位。三个集副中，第一集团是最激避的民族主义者，

由于他们对中国的强烈认同，因此部分学者坚持从中国的立场研究东南亚华侨，

并因此得出中国威胁论。对此，王教授指出第一集团支持中国革命的激烈的民族

主义运动从来都是短暂的，在整个华侨历史发展中不占主流。并且，该集团支持

中国革命并非是完全忽略当地的影响，它取决于中国要求他们做¨‘么，而啤·国又

能为他们做什么。1937年东南亚华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运动，该运动被视

为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华侨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表现，是华侨自行

脱离当地社会的最大“罪证”。对l比，王教授指山此次运动的规模与影响之所以

都胜过以往，其原因不仅仅是由于目木侵华，还由于华侨抗日符合当地政府抵制

日本侵略的目的，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与鼓励。对于第二集团在政治立场Ji的

麻木、骑墙态度，王教授则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必须考虑中国与当地政府

之问的实力对比，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精心设计自己在当地社会生存防线。第二

集团积极参加了当地政治活动，这直接反瞬了华侨在经济长远发展j二的考虑。“乇

渺C FYo!堙＆R B Mckou】＆、11】e K∞洲¨2㈨1旦Mov c】nelli】11 M。J】丑、，a a】1d SmgalⅪK】912。】925，^)f，，Y加f o，
S∞『『Jm¨mfⅫ舶时∞、vol 3．198l

②王赓武：《同化、归化与华侨史》载郑赤璇等编：《两次世界太战期间亚洲之海外华人》t香港·扣立，k学，
l 989年舨．第11．2l页。

③．=E赓武著：《东南亚华人认同问题的研究》，载《南洋资料译丛》，1 986年第4捌。

乜)工赓武：《南洋华人民族主义的限度(1 912一}粥7 J》载手赓武普，姚楠泽：《东南亚与华人》．北京．中
同矗：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32一I 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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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上述言论对于人们认识华侨民族主义本源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只可惜他日

前尚未就此进一步深入展开。

明石阳至(Y两i Akashi)曾对东南亚地区华侨在1908到1928年间发动的反

日抵制日货运动进行研究，他强调华侨反目不仅仅出于爱国的目的，而且也是为

了反抗日本人对华侨经济的侵略行为。华侨反日斗争的激烈程度不仅与中国方面

的影响直接相关，而且与当地政府的态度、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等等因素具有不可

分割的关系。。

在外国学者就有关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积极进行研究时，海峡两岸的学者也

不甘寂寞，他们在吸收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挥侨乡的优势，努力在该

领域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

早在20世纪70年代束，台湾学者古鸿廷、张震东等人便对当时有关东南业

华侨民族主义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9针对当时部分学者把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

视为中国反帝斗争影响直接结果的观点，古、张二学者提出～个颇有意思的问题，

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英国一直是西方侵华的急先锋，反英是

中华民族反帝斗争的最大目标。反观1 912一1941年间东南亚华侨社会，华侨反日

斗争的激烈程度远甚于反英，这种反差证明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

之间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此外，古、张二学者还就有关华侨民族主义研究方法、

史料的苑集使用等等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在研究方法上，他们力主把握多元化

的标准、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注意不同地区、不同阶级、阶层的华侨

在对待民族主义方面的差异性。在史料的使用方面，他们提出有关华侨的史料记

载往往因为编纂者国籍或立场的差异而大相径庭，譬如，“以英国殖民部档案为

主要资料的研究，却很容易感染到大英帝国当年的‘阴谋论’，将许多华人的政

治表现归因于国民党或‘左派’的煽动。(ⅥctorPurcell与Evelvn sim都有这利，

倾向)”。@因此，他们特别强调在史料收集中，必须广泛罗致、反复参证瓦通，

认为只有这样才有望做到求真剔伪，全面而真实地还原华侨历史。可以说，古、

张二学者注意到了华侨民族主义研究方面比较深层次的问题，遗憾的是，他们只

是提出了问题，却没有提供相应答案。

李盈慧著《华侨政策与海外华侨民族主义(1912．1949)》一书，堪称近年来侨

史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佳作之一。。该书将研究视野直接锁定在整个民国时期，

作者在广泛收集有关民国时期中国侨务政策的有关文件、档案以及报刊杂志等等

④Y巧1^ka出，11忙Nallyang chinesc Antl—Japall岛e nlld Bo坪ⅢMovcnlcrIt(1908-1928)，如Ⅲ77n，矿m口s。Ⅳ曲
s阳ss∞l哪，voI 23，No卜2(1968)译文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资料译丛》2000年第3、4期。

②古鸿廷、张震东：《论南洋华人民族主义运动之研究》，崔贵强等编：《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新加坡．

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

③古鸿廷、张震末：《论南洋华人民族主义运动之研究》．崔贵强等编：《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新加坡．

救育出版社，1978年版．第36贝。

④李盈麓著：《华侨政策与海外华侨民族主义(1912一【叫9)》，台{E，国史馆，l 997年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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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基础上，集中探索了该阶段中幽政府华侨政策与海外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的互

动关系。该书资料翔实，内容丰满，洋洋洒洒50多万言，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

民国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华侨关系研究方面的不少空白。但由于作者过多地从中国

的角度来研究华侨民族主义与中国政府华侨政策的关系，因此，其理论构架不免

显得单薄，其学术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亦受到1一定程度的削弱。

华侨支持中国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壮举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亮丽的一页，华侨

爱国主义是华侨民族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宝责遗产之。一。

亦因此，新中囤成立后，有关华侨支持中国革命及其他建设的历史一直是中国大

陆学者研究的热点，相关的著作也不断地推陈出新。由林金枝、李国粱等学者撰

写的《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一书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在大

量吸收消化前人研究成果、广泛罗致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较清楚地梳理了20世

纪90年代以前海外华侨支持中国政治、经济、教育等等事业发展的历史，为世

人了解华侨的爱国主义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资料。。继林金枝等人之后，黄小

坚、赵红英等人撰写了《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一书。。该书较全面地反映了华

侨在抗目战争中毁家纾难的爱国热情，大量的统计数据和档案资料是该书的一大

特色。此外，任贵祥所著《华侨第二次爱国高潮》、《华夏向心力》两本书也把新

中国成立前华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作为主题。。

近年来，大陆学者在讴歌海外华侨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也不断谋求与国外

学者之间的对话。庄国土教授在其新作《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一书中，对华

侨民族主义的研究着墨颇多，这部分内容亦成为该书一大亮点。作者在蒯

1911．1941年东南亚华侨对中国以同的发展轨迹进行鸟瞰之后，提出华侨民族主

义发展不仅受中国因素的影响，而氇．青其自身的内在原因，这些原因包括：宗亲

观念、新移民与经济利益等等。⋯庄教授的上述结论，较有力地反驳1广部分国外

学者所持的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完全是受中国单方面影响的论断。

总而言之，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东南皿华侨民族主义的研究已经取得

了较大的进步。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当前这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许多不足。

在研究方法上，人们习惯从华侨社会外部而不是从其内部来理解华侨民族主

义。他们看不到谋求在当地的生存发展是华侨移居东南亚的根本目的，忽视华侨

社会具有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经济利益，人为地割裂华侨与当地社会业已建立的密

切联系，剥夺华侨站在自己立场上发言的权利。因而也看不到民族主义是华侨对

付当地环境变迁的基本手段。

①林金桂等著：《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殴9．幅州，儡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黄小坚等著：《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

③任贵样著：《华侨第二次爱国高潮》，北京，中共党员出版社，1989年版。《华夏向心力》，桂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1 993年舨。

④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州，广L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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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片面性表现在对待华侨民族丰义产生发展动力问题上，火多数学者

部把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宣传看作华侨民族主义产生的唯一原因，看不到当地形势

变化(包括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加强对当地的直接统治，当地政府对华侨

的歧视政策与日本侨民在其政府的保护下不断改善自己在当地待遇等等)是刺激

华侨接受民族主义的内在动力。，例如：王赓武教授认为：“华人认识到了强大中

国与海外华人之间存在的切肤关系，是维新派与革命派积极宣传的结果⋯⋯南洋

华人之所以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意彭I，完全是由于那些事实上生活在他们社会之

外的人所进行的活动。”o威廉斯则认为：“20世纪有两个互为因果的发展，一是

20世纪初出现的华人现代教育制度，一是普通话作为华人移民通用语的普遍使

用，这两者成了民族主义的摇篮和媒介，对海外华人中革命民族主义的出现起了

积极的作用。”圆布赛尔特别强调华校教育对华侨的中国意识形成具有决定性作

用。‘9

民族主义主要由精英分子进行传播。近代东南亚华侨社会由农工商阶层组

成，缺乏士阶层，在此情况下，传播民族主义火种的任务自然主要由来自中国国

内的精英分子来完成。在这一层意义上，』三赓武、威廉斯等等学者所持的关于华

侨民族主义是外生型民族主义观点并没有错。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学者在重视中

国方面影响的同时，忽略了海外华侨的主观能动性，没有看到当地环境变化所产

生的巨大压力推动着华侨主动地接受民族主义。这种主动性是民族主义种子在东

南亚华侨社会里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没有它，民族主义就会象落到石板上的种

子一样，难阻生根发芽。

同样，在研究中华民国成立后华侨民族主义发展时，不少学者继续站在中国

的立场上进行他们的研究。他们强调中国政府华侨政策以及来自中国国内的知识

分子对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的影响，看不到一战前后，当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

日本势力在东南哑地区的迅速膨胀、西力国家对共产主义的防范以及华侨经济当

地化趋势加强等等因素引起了华侨在当地生存环境的巨大变迁，也看不到民族主

义成为华侨应对环境变化的工具。例如，部分学者把20世纪初华侨回国投资纯

粹看成是华侨爱国行为，没有看到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把自己的产业从侨腊地恶劣

的发展环境中转移出来。电有不少学者把华侨民族主义与中国反帝斗争直接等同

起来，认为华侨在当地所发动的种种民族j·义运动，其目的与国内的革命运动发

展一样，都是为了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恻家，，看ii到华侨发动E述运动，其根本

①，赓武毫、姚楠译：《东南亚与华人 王赓武敦授论文选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 087年．

第1j7、j剁噩。

臣)I，ca E wIlIl{uus，7k，，¨fT¨r 0厂ff陀0vc，ims(、mfjr"川so¨f『J E，哪r J5Ⅲ，PP4j_46 fNcn York M‘2raw一】、1l

book coI“pa“y L 1966

(∞v PL"ccIl m口(Ⅵm。s口川^向f口1日，PP【58．1j9()、I()rd¨小℃rslIY Prcss，l 967转引自LE目I‘：《+#侨牛几二

中国的关系》，』1‘卅卜广东高等教疗出版社，2(J()j年版 第2 J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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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于使中国旱日强大，从而为他们在当地的发展提供切实的保护。亦言之，

华侨爱国是标，维护自己在当地的发展是本。

在研究内容上，过多强调华侨支援中国革命斗争的政治运动，甚至把这些运

动视为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的全部内容。看不到政治运动只是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的

一部分，除了政治民族主义之外，华侨民族主义还包括了文化民族主义，后者以

维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标的，并不带有政治目的。但部分学者不仅看彳i到上述

的差别，而且把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等同起来，一言以蔽之。

在史料的使用上，20世纪初的东南亚华侨大致分为二个集团，第一个集团

认同_i|i二中国，第二个集团认同于西方殖民宗主国，第三集团认同于当地。从研究

华侨民族主义角度来说，第一集团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该集团积极地同中国政

府联系，热情回国投资办实业。从史料的使用角度来看，研究该集团民族主义时，

有关当时华侨与中国交往的档案资料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史料之一。王赓武教授

努力从华侨的立场看华侨民族圭义，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他本人尚没有收集和使用这部分史料，从而无法深层次地把握华侨民族主义的

核心内容。对于大部分西方学者而言，他们都是使用殖民时代西人的记载来研究

华侨民族主义。有关殖民时代西人的记载，则如古鸿廷教授所说的那样，带有明

显的反华排华味道，今天学者们根据这些史料来探索华侨民族主义，自然会感染

上述历史偏见。

总的来说，目前学者仍然无法做到站在华侨的立场上研究华侨民族主义，主

要原因是西方学者以及东南亚本土学者无法摆脱中国威胁论的困扰，而中国学者

则难以走出民族主义自私自利性所衍生的民族本位主义的怪圈。因此，当前华侨

民族主义研究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华侨成为中国势力在海夕}的延伸，

华侨威胁论、中国威胁论的产生便成为必然。

三、本文的基本框架与研究方法

本文力图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紧紧把握一个主题：驯谋求在当地的生

存发展是华侨移居东南亚的根本目的，民族主义是华侨实现上述目标的基本手

段，以东南亚社会变迁与华侨民族主义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主线，试图找出华

侨民族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吼及其自身的特质。

本文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沦，^要吲顺前入的研究成果，介绍E4己

选题的原因、文章基本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等等。

第一章简要概括辛亥革命胜利前东南Ⅱ1i华侨民族主义的发展特点，指j“这

州期是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华侨民族生义的产，扛并不足。卜国单力蛳作剐的

结果，面是当地形势变化与中国疗豳j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华侨民族主义从，。

生i便体现出华侨自身的}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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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主要介绍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外华侨利用当时国内活跃的民主氛围，

建立了华侨与中国交往的新载体(其中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侨联组织——华侨联

合会为代表)。借助当时的新形势与新载体．华侨不断扩大自己在新生的中华民

国政权各方面建设中的影响，华侨与中国的交往形成r新机制(如华侨回国参政、

华侨教育纳入国家教育的范畴等等)，藉此，华侨与中国的交往进一步加深。这

一时期是华侨民族主义高涨阶段，华侨民族：E义奋斗目标由原来的反满转变为建

立强大的民族国家，在此目的驱动下，华侨不断加深对中华民国的政治认同。同

时，华侨对中国政府的各方面要求也逐渐在交往中体现出来，华侨民族主义进入

了比较成熟的发展阶段。

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叙述一战时甥，东南亚华侨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以及这一切给当地华侨民族主义所带来的影响。一战时期，东南亚华侨利用

战争带来的机会，加强了自己在当地支柱产业(如橡胶、锡矿、大米等等)中的

实力，华侨自己电越来越深地被卷入世界市场当中，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世界市

场竞争的残酷性。例如：华侨经济成长于单一经济的贫瘠土壤中，自身带有明显

的依附性弱点(包括投机性、被动性、脆弱性等等)，这一切注定了它在世界市

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其政治、军事等等方面优势对华侨经

济进行打击，更加削弱了他们的竞争力。另外，日本在一战期间加快对东南亚地

区的经济扩张，给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最后，一战后，衷

南亚土著居民也分享了战争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他们开始走出传统的自然经济窠

臼，逐渐向当地销售与生产加工等等服来由华侨占优势的经济领域进发，土著居

民的经济进步，直接冲击了华侨在当地的经济根基。受西人实行分而治之政策的

影响，当地民族主义者对华侨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见，这种偏见逐渐演变为对华侨

的排斥打击。

第五章主要集中分析一战后华侨在当地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一战后，东南亚

社会发展变迁引起了华侨在当地生存发展环境的大变动，华侨社会内部结构、华

侨社会与外部世界(包括当地社会、中国以及西方国家等等关系)原来形成的交

往体系已经滞后于华侨社会的发展步伐，华侨已经很难继续从上述旧交往体系中

获得其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保护。为此，对旧的交往体系进行整合已经迫在眉睫，

华侨民族主义也因此而获得了其自身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力。

第六章以具体史实对华侨民族主义上述整合功能进行实证，包括华侨要求中

国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在当地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创办华文教育阱及回国

投资办实业等等。近代中国政府与话方国家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是束缚华侨在东

南旺地区发展的一大枷锁。一战后，中国成为战胜国，获邀出席巴黎和会与华盛

顿会议，华侨为此欢欣鼓舞，他们在民族主义的指引下，积极要求中国政府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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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条约，换取华侨在当地平等的发展权利。一‘战后，由于当地发展环境的恶化，

加上中国民族工业的繁荣，华侨便以回国投资的方式，努力躲开当地政府的压制。

但更多的华侨想依靠中国政府的帮助，通过倡用国货与抵制日货的方式，来抗击

日本的经济侵吞。另外，面对当地政府的强制同化政策，广大华侨为了避免遭受

灭种之灾，便纷纷兴办华文教育。在这过程中，民族主义扮演了动员与团结各阶

层、各地区华侨的重要角色。

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法、演绎法和归纳法。历史研究讲究史沦

结合，论从史出，在史料收集使用上讲求，。征博引，剔伪求真，因此，必须使用

实证法进行考证。对于史料的消化与使用，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曾提出“必神游

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析列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i旨，

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o笔者在处理

史料的过程中，不敢说自己完全做到J’反客为主，与撰写史料的古人“处于同⋯

境界”，“表一种之同情”，但上述标准确实贯彻始终。例如，在研究一战后东南

亚华侨民族主义发展态势时，笔者努力站在华侨的立场上，从当地形势变化来了

解华侨当时生存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此来把握华侨民族主义的内涵。另外，

华侨史属于中外关系史的范畴，其史料往往同时有中文、西方以及其他文种的记

载。因此，要想较真实地还原某～一段华侨历史，更加需要对史料进行精心的甄别、

考证、筛选。为此，笔者在史料的使用过程甲，除了采用回溯的方法，努力与古

人处F同一境界外，还力求对中外方面相关的史料进行对比，对之进行多侧函I、

多视角、多方位的考证，力争傲到贴近原貌。在此基础上，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

对史料进行归纳分析，继而进行预测推理，以求傲到古为今用。例如，笔者在筛

选与考证相关的中西文史料基础上，列～战后东南亚华侨社会发展变迁历史进行

了闹述。在此基础}二，运用演绎法．结合结构功能理论，指出华侨原有的交往体

系已经滞后于华侨经济发展步伐，为了谋求在当地的发展。华侨以民族主义为工

具对【日的交往体系进行整合，以此建立一个全新的，能成为华侨发展于当地依托

的交往体系。

四、本文的创新之处

(一)“新理论”：生存发展权是’一个人、一个群体(包括民族、阶层、国家

等等)最基本权利，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马克思曾经说过：“ 切人

类生存的每一个前提【且是一切历史的每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创

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行以及其他东

西⋯⋯”。②

①王家范著：《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上海远东出版社，20 01年版，第12页。

②《德意志息t鞋形态》，中共中央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列部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
读》．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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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这里重提这个早己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证明的客观规律，并非有意

浪费时问哆壤人所共知的“ABC”，只是想以华侨民族主义研究为例，提醒学界

同仁汴意一个当前学术发展的错误倾向：近年来史学界在批评阶级斗争学说的同

时，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个极端，把澡盆里的小孩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人

们在大肆鼓吹文化决定论，不断仿效经济学研究领域，热衷于构建新模式、新{学l：

念的时候，似乎全然忘却了人类要发展，首先必须吃喝拉撒的基本道理。因硫i历

史研究很难回应社会发展需求，继而遭到社会的冷落，出现了史学危机。

就华侨民族E义研究而言，人们似乎都忘记华侨属于和平移民这一基本属

性，忘记了他们移民海外的根本目的在于谋求在当地的经济发展，并无政治目的

的性质，忘记了华侨从移居当地、到扎根当地都依靠自身力量来进行的客观事实。

硬生生地把两方国家利用移民进行殖民活动的模式，套用到华侨与中国关系发

展、以及华侨民族主义的研究上。事实上，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国将

不国，政府自身难保，无法履行对海外华侨实行保护的职责，遑论借助华侨侵略

东南亚地区?在上述情况下，大多数华侨更多地考虑如何维护自己在当地的地

位，如何谋求在当地的生存发展，而决不会象部分学者所说的那样，完全不顾自

己在当地的利益，全力支持中国国内的建设。

这就是我们研究华侨历史(包括华侨民族主义)所必须紧紧把握的基调。

(二)新视角：从华侨在当地生存发展环境的变迁来研究华侨民族主义，努

力做到站在华侨的立场上研究华侨民族主义。

笔者的做法是从交往的角度，运用结构功能理论来研究20世纪初东南亚华

侨的民族主义。世界历史发展分为纵横两条主线，纵向主线是生产力的发展，横

向主线是指交往的发展。交往是指人类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世界各地区、各

民族人民逐渐打破相互之间的封闭、分裂状态，走向开放、联合，走向一体化的

过程。其具体表现形式是：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相互

问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交往体系，这些体系主要由各种制度、结构组成，这些体系

负责提供其内部各个群体发展所需的种种功能(如保护、协调、扶持等等功能)。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这些交往体系内部的结构逐渐滞后于生产力发展步伐，

它们渐渐不能继续提供各个群体发展所需的种种保护功能。因此，各个群体为了

继续获得发展，不得不对其原有的交往体系进行调整。人类社会就在制度、结构

与体系的不断更替中不断向前发展。

一战前后，受帝国主义、工业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等等潮流的冲击，

华侨与当地社会的变往程度进一步加深，华侨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越来越成为当

地社会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华侨在当地发展所面I腐的压力却逐

渐增加。在这新的形势下，传统东南业华侨社会内部结构，华侨社会与外部世界



4 东南亚华侨民族主jL发展研究(19l 2—1 9 28)

(包括华侨与当地社会、华侨与中因、华侨与世界等等)所形成的交往体系已经

滞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步伐，无法继续提供华侨在当地生存发展所必需的保护。华

侨要想维护自己在当地的经济利益，谋求在当地的生存发展，就必须调整旧的交

往体系，构建新的交往体系。该任务包括改变华侨社会内部冈血缘、地缘以及业

缘等等狭隘藩篱阻隔而形成的沟壑林立的分裂状况、改变华侨依靠自身力量单枪

匹马应对外来压力的做法、改变华侨在当地在商言商的生活方式、改变中闭与西

方国家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给华侨在当地发展造成的种种束缚等等，该任务涉及

的范围广、触及的程度深，需要全体华侨共同参与和支持。由于民族t义是唤起

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内部凝聚力，对付外来压力的有效方式，圳此，它

成为华侨调整交往体系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调整华侨与中国的交往结构只是

华侨民族主义的诸多任务之～，其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华侨在当地的发展，而决不

是为了使华侨重新回到国内发展，关于这一点，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在研究

华侨民族主义时必须加以足够的重视。

(三)新史料、新内容：华侨与中图交往的历史是最能体现华侨民族主义的

核心内容之一，一直以来，学界把华侨支持中国反对日本“二十一一条”、声援中

国五四运动、省港大罢工等等事件视为20世纪30年代以前华侨与中国交往的全

部内容，因而容易推导出华侨民族主义是中国反帝斗争海外延伸的结论。事实上，

华侨支援中国反抗外侮的斗争只是他们与中国交往历史的一部分(即华侨为中国

服务的部分)，另外还有华侨需要中国为他们服务的部分。这两部分内容取向互

动，密不可分，是我们全面认识华侨民族主义的必要基础。只有将这两部分历史

全部理清后，我们才能据此探讨华侨民族主义的真正走向，才能断定华侨民族主

义到底具有多少中国特色。在还原上述历史过程中，有关当时华侨与中国交往的

档案资料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材料之一。迄今为止，西方学者尚未有人收集使川

上述的档案资料。李盈慧在其论著q。，曾部分使用了这方面的档案资料，剥民仞

东南亚华侨与中国交往的历史部分地进行了回溯。但由于其著作时间跨度太大，

篇幅有限，作者对于这段历史只是做了粗略的勾勒。有关北洋政府时期华侨与叶1

国交往的真实历史仍然扑朔迷离，犹如雾里看花，人们亦难以藉此全面j’解当刚

华侨民族主义。笔者利用民国时期的档案资料，对民初华侨与中国的交往历史(包

括华侨回国参政、泗水华侨升旗案、华侨联合会、华侨修改不平等条约运动等等)

进行阐述，不少内容在学界还是第一次触及。

五、基本概念的界定

历史研究主要以各种文献资料为刈缘，后稃主要由‘个个单独的字词纲合jfji

成，因此，历史研究最初开始于对一个个荦．独的字词的理解。同样，有关华侨}屯

族主义的研究也要从一个个概念的界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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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的孪生兄弟，民族主义就是建立民族国家的手段之一。

它发端于18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势力的斗争之中，但直到19世

纪中叶后，它才开始在世界范围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其原因是民族国家此时开

始成为世界交往的基本单位。19世纪下半叶后，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

展阶段。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先后完成r第二次工业革命，苏伊士运河开通，铁

路与轮船大量出现，其结果是不同文化类型、不同发展水平的民族被卷入到日益

整体化的世界市场当中。资本主义生产所崇尚的竞争规律成为世界交往的基本游

戏规律，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使各民族感受到世界交往的残酷性。为

了在激烈的世界交往中谋生存、求发展，各民族一方面要抵挡世界交往给本民族

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必须壮大自身的力量，加快实现本民族经济的工业化、政

治的民主化以及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上述目标只有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才有望获

得实现，受此影响，民族国家逐渐成为近代世界交往的基本政治荦位。于是，19

世纪中叶后，追求民族独立、创建民族国家成为那些处于西方国家殖民统治之下

的落后民族的政治奋斗目标。对于民族国家而言，民族主义是有效的社会动员手

段，即社会动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具。民族主义利用地理、语言、血缘、宗

教、价值观等等因素塑造了一个民族，并通过鼓吹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优越性，

对该民族内部不同种族、不同发展水平、不同阶级、不同地域的人们进行整合，

使全民族人民迸发出建立民族国家所需要的强大凝聚力与向心力，进而帮助本民

族以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形式参与激烈的世界交往，并在交往中力争获得有利的优

势地位。

民族主义本质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系统的学说，因此，极易被随意解释和

滥用。①民族主义所追求的往往是全民族的整体利益(甚至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

益)，该利益并非该民族各个组成部分个体利益的总和。为了实现全民族的整体

利益，民族主义往往忽略与牺牲个体利益，进而形成狭隘性与自私性的民族本位

主义，无视本民族其他组成部分的个体利益。长期阻往，则失去民族内部部分成

员对民族的效忠，造成民族国家的解体。

(二)华侨民族主义：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对华侨民族主义进行界定，这是

因为绝大部分学者都将华侨民族主义与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等同起来。实际上，中

国与华侨是两个具有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群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海外华

侨社会与中国在经济基础上的独立性决定了双方民族主义之问的差异。具体而

言，华侨民族主义是帮助华侨在当地、乃至在世界获得生存发展机会的手段，它

通过培养华侨对中国的政治认同，以及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化认I司，使全体

①刘军宁：《民族主义四面观》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时期中国的命运》t长
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 3一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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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产生强烈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秸此，帮助华侨对付各种外来的压力，帮助华

侨更好地立足和发展于当地，进而在世界交往中获得有利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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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其特点

中华民国成立之前，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处于产生发展的初级阶段，它的

产生是当地社会变迁与中国方血影u向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节东南亚形势变化是华侨民族主义产生的内力

对于华侨民族主义的产生，部分学者认为足中国单方面作用的结呆。例如：

王赓武教授认为：“华人认识到了强大中国与海外华人之间存在的切肤天系，是

维新派与革命派积极宣传的结果⋯⋯南洋华人之所以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意

识，完全是由于那些事实}=^生活在他们社会之外的人所进行的活动。”。威廉斯

教授则认为：“20世纪有两个互为因果的发展，一是20世纪初出现的华人现代

教育制度， 是普通话作为华人移民通用语的普遍使用，这两者成了【e族主义

的摇篮和媒介，对海外华人中革命民族主义的出现起了积极的作用。”。布赛尔

特别强调华校教育对华侨的中国意识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不可否认，由于早

期华侨社会主要由农工商三个阶层组成，缺乏士阶层，因此，传播民族主义的

任务主要由来自中国国内的知识分于来完成。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lP国知识

分子的宣传并非华侨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他们只不过是扮演了民族主义

播种机的角色，民族主义种子之所以能在当地华侨社会中生根发芽，一亘多的是

获益于专地所提供的养份。具体而言，华侨在当地生活环境的变化足促使广大

华侨主动接受民族主义的内在动力。、

19秘纪中叶以前，由于西方殖民统治者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相当博弱．他

们与当地人民之问的经济交往需要华侨商人的帮助，而他们在当地的经济开发

活动则离不开以吃苦耐劳著称的华侨工人。因此，他们善待华侨，经济上，殖

民政府允许华侨包税，西方大公司给予华侨中介商享受较好的待遇， 一方面，

允许华侨中介商以信用来赊取商品，过了 定期限(一般为3、6个月)后，再

将售货所得的款项交给公司。另一力而，西方公司预先将货款交给华侨中介商，

让他们到土著居民居住区收购土产，该制度给华侨商人的商业活动提{』l：了方便。

政治上，西力殖民者采取间接统治政策，给予华侨聚居区拥有较高的自治权。

@王赓武著，姚楠译：《东南亚与华人一～土赓武教援论文选集》，北京．中围友谊出皈I：酬．1987年，
第】37、144页。

@I．ea I?w1 11Iams．"坩n r，¨，℃矿ⅣjP 0坩，?edj(Ⅶ，，∞rⅢso?fm阳5，一Hd，PP45．46 fNew York Mc叠raw一㈨1
book colllpany)】966

@V PllrcelI，71，P(，Ⅲ，删P¨J^抽，毋∽PP】58一J59．OxI’ord unlv叮sllv Press，1967转引自庄国{：⋯毕侨华人与

-p匡l的关系》．J、川|．』‘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f)】年版，第2j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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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政府不仅允许华侨社会保持相当吊的目治权，拥有拓地、贸易、管理华侨

聚居区域等全权，而且，有的地方政府还豁免华侨的兵役、劳役。。藉此，华侨

在当地获得_r较好的发展环境。

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一电动机发出的轰呜卢和苏伊士运河

上轮船的汽笛声，宣告J，东南死4捌厅在jb地所亭受“特权”的结束。这时期，

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两疗国家先后完成，西方资产阶级则外经济

扩张获得了更为强大的武器，他们将一L厂、资本直接迁至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地

区进行生产投资。与此同时，他们也将欧洲经济发展中破产、失业等苦难带到

了殖民地地区。自此，殖民地地区人民代替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承受了西方

工业文明发展所带来的苦难。正是在这⋯时期，东南亚绝大部分地区先后沦为

西力国家的殖民地，越南于1884年6月第二次《顺化条约》后，完全沦为法国

的殖民地。英国经过三次侵略战争后，于1885年将缅甸划入自己殖民帝围的叛

圈。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菲律宾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倚兰也卜20世纪初

实现了对东印度群岛的直接统治。此后，欧洲人取代华人成为殖民政府优惠政

策的受益者，在政府的扶持下，珏方资本家大批出现在当地的商业和生产加工

业等部门，他们拥有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以及享受着殖民政府所赋予的各

种特权，因此，他们很快在当地的各个部门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在他们的冲击

下，包括华侨矿LU主、种植园主和商人在内的当地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全面收

缩。

在爪哇糖业中，华侨一直占据着显要的位置，即使18世纪末荷兰人”始涉

足该领域后，上述的状况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但19世纪中叶后，荷兰人资

金雄厚、技术先进的优势渐渐显露J_}5来。，]840年以后，荷兰人经营的糈厂丌始

采用现代化机器进行生产，这种趋势到1870年爪哇糖业法颁布后体现得更加明

显。而华人制糖厂由于资金短拙，无力进行现代化机器生产，因此大部分被排

挤了。020世纪初，英国人利用先进的采矿投术淘汰了马来半岛的华人锡矿主，

成为半岛上锡耵业的新霸主，华八力：该产业巾独领风骚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至此

结束。。受上述变化的影响，华侨经济所具有的投机性、被动性、脆弱性、经营

力法落后等等目q点暴露无遗。面对这 剀变故，华侨的有识之』‘感慨道：“20

世纪以前的华侨，是靠克勤唰劳l』q字成习“门。此时南≯r的地带，I{自r1秽人+j

华侨，即白种人亦未踬虑到整个姻经济㈦逝，此时白种人所簟奄的是统治，1、

①吴风斌主编：《ji南亚毕侨通史》，福州，憎建几民1j，扳fI．【、)94年版，筻7“一7，-I

②畅启光：《印艘圮西亚独立前的肆二人ff鼻》．《‘#忻ve t坐≥第辋，，一州，J‘尔1#侨，，』殳世会，l 9s2句‘

舨．第429乳。

@饕风斌_j二缟：《^im亚5托侨通尘》，稍十I，一rt：避^、l也⋯数n．1 994年敝+第171、，_，



第一章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其特点

是经济。入了20世纪，情形大变了，白种人随政治而来的庞大经济组织，有如

洪水泛滥，直把华侨的弱小经济组织，摧残殆尽，到了现在，无论那一方面，

白人的经济力量已很雄厚，华侨所能支持的亦不过是蝇头微利的营业，。”“从

上述的喟叹中，人们不难感受到当时华侨面』瞄的压力。

西方国家在强化对东南亚地区直接统治的过程中，大部分殖民政府都加强

了对当地华侨的直接控制，有些甚至实行了歧视华侨的政策。

近代荷印殖民政府实行严格的科，族隔离政策，阻止华侨与当地其他种族的

同化，在这种政策下，人们的社会地位与其所属的种族直接挂钩，不同的种族

之间，其社会地位隔若鸿沟。1893年，爪哇华人有248，484人，这些人当中，

除了28人被赐予欧洲人的地位之外，其余的人都被荷兰殖民当局归类于第二等

级的地位，他们在法律地位与活动自由等等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政府于1740

年红溪惨案后先后对当地华侨实行了通行证制度(PaSsenstelsel)与居住区制度

(w冰enstelseI)，严格限制华侨在当地的行动自由，阻碍了他们的经济发展。锄

此外，按照当地政府1848年颁布的警察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华侨在司法待遇

上与当地土著居民列为一等，有关华侨与土著居民的审判归当地的警察法庭进

行。在这里，案件的成立与否，其性质如何，惩罚之轻重全由警察决定，一经

判决，就不能再改动，也不能上诉。警察法庭制被认为是荷印殖民政府对华侨

实施的野蛮残暴制度之一，它遭到了广大华侨的强烈反抗。。

1877年之后，荷兰政府由自由派执政，“自此东印度开始准私人开发，而

政府始走入土人之保护者与公断者之地位。”蚴在这过程中，土著居民在教育、

经济等等方面的待遇逐步得到改善，而华侨的境况却越来越糟糕。譬如，当地

政府对华侨教育采取漠视态度，1854年，政府专门为土著居民制定了一个高级

学校的体制(a limited school system)，19、20世纪之交又提出在土著居民中加大

教育普及的力度。政府在实行上述两项措施的过程中，都明显将华人排除在外，

只有少数华人予女能够进入欧洲人学校或当地学校学习，但他们必须缴纳高昂

的学费。@华侨是荷印政府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政府对于华侨教育的漠视，

显然与华侨对政府的贡献背道而驰，它自然引起了华侨对政府的反感。

在经济待遇上．1870年政府颁布土地法，禁止华人和其他非土著居民拥有

新的耕作土地。19世纪末，荷兰政府开始实行道义政策(Etlmical Policy)，对

当地华侨的金融力量进行打击。1900年，政府首先取消了华商的鸦片专卖权，

①丘汉平编著：《华侨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4·55页。

②廖建裕著，李学民等译：《爪畦土生华人政溆1917．】942)》．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
1】页。

⑤周南京主编：《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北京火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94页。
④驻棉兰领事馆报告，《外交部公报》第20册，第219页。

@DoflafdF晰nnlon，nPM打。7j日，s搬，"。，mP c』，”，敞，"，^Mhl盯m』p0班，，船，(conleHulliversI‘HNew Y0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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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研究(1 91 2一l 928)

由政府成立了一个鸦片的专卖机构来管理鸦片的销售，并限制其使用。同一年，

政府的垄断行为扩展到全印度的当铺业，政府成立了一个农业信用银行，以比

私人放款者(主要是华侨)更合理的利率向农民发放贷款。上述措施意味着华

侨富商们将失去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同时，在放款业领域内的激烈竞争也给

绝大部分华侨(包括华人小店主)造成了成胁。这些措施促进了华侨社会内翔：

的团结，并将他们赶到了政府的对立面。。

东南亚各国在西方殖民统治下，逐渐掀起了民族独立斗争的运动，这些啦

给华侨在当地的发展带来不小的冲击。

在暹罗，华侨民族主义的产生，几乎与当地政府华侨政策的改变同时进行。

在20世纪之前，暹罗政府鼓励华侨同化当地，当地社会向华侨全面开放，华侨

不仅可以通过同化于当地社会而获得种种经济发展特权，而且，有才华的华侨

还可以晋升为当地政府的领导阶层。～}：述政策的结果是华侨自动地同化于当地

社会，“在19世纪中，华侨的有些儿子尤其是所有孙儿，都完成了和泰族社会

的完全同化。第四代的华人没有听到，并不是因为华人一直到筇四代还没有定

居成家，而是因为华侨的所有曾孙辈都并入了泰族社会。”嵇

19Io年，拉玛六世上台后，开始推行以泰族为中心的民族政策。政府不仅

逐渐加强了对华侨经济的管制，如把赌博与鸦片业的经营收归政府管理，废除

包税制等等，而且，政府关闭了华侨晋身为政府官员的大门。遥罗政府实行的

种族偏见政策，延缓了华侨的同化，’‘’一直到整个19世纪，在逞罗具有特征的

华人迅速同化率，到20世纪10年代开始卜I降了。从1910年到1947年间，完

全同化越来越少地变成为一个自动的过程。”。华侨放慢同化于当地社会步伐的

同时，加强了内部的团结。1910年前后，暹罗社会先后出现了以地缘、方言等

等为纽带的华侨会馆、华侨学校，与此同时，以团结整个华侨社会为目标的磺

线社团组织也开始出现。1904．1906年问，五大语系的华侨联合组建了曼谷最漂

亮的医院——天华医院。1908年，中华总商会开始成立，该组织向清政府注册，

此后，中华总商会成为当地华侨社会的领导机构。陔总商会与其他华侨方言、

业缘组织一道，加强了华侨社会内部的团结，提高了华侨社会的自治性，华侨

社会这种发展态势对于华侨认同于中国，接受民族主义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总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尽管东南亚地区华侨经济获得了一定程度

的发展，但他们更多面对的是失败、彷徨，这种失败与彷徨是华侨与世界其他

海后地区人民在西方工业国家唱主角的世界市场上所分到的“礼物”。从长远来

①I)onald Ewlllmon，丌增№㈣wf sfun”矿，抛(协F5口J”^J咖，i∞m』p口函』9最(co丌leiI U1llve吼Ik№w Yo『k

1961、．P 3

②史金纳：《泰国对华侨的同化政策》，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3期，
第1页。

③删上。



第一章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其特点

看，华侨要想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积极应战，他们必须首先取得在当地的生

存发展的权利。恰恰在这一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孙中山等人所宣传的民

族主义思想使华侨看到了自己在当地发展的希望，因此，他们主动地接受了民

族0二义。

事实上，在部分学者的著作中，也主张华侨民族主义的产生是源于当地环

境变化所提供的动力。

例如，在研究荷印地区华侨民族丰义产生的原因时，威尔莫特(EWillmott)

认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华人认同于中华帝国，力图从那里得到相应的

保护。⋯⋯华侨社会所隐藏的普遍不平情绪为民族主义种子的生长提供了丰富

的土壤。”锄

廖建裕也认为，荷印政府对华侨实行的歧视政策催生了华侨的民族主义，

“同一时期，华人民族主义在整个东南亚蔓延开来，⋯⋯立宪派在新加坡的影

响，从新加坡波及邻近的爪哇，这一系列事件，使得已经同化于当地社会、同

中国联系不多的爪哇华人，又重新考查他们自己的民族成份，中华民族的意识

被唤起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感情在东印度华人中开始生长发展

了。”②

威廉斯在其第一部著作《华侨民族主义：1900一1916年印尼泛华人运动的起

因》中提出：在1900—1916年期问，民族主义是全体荷印华侨对付当地政府歧

视政策的唯一出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的东南亚地区，日本侨民在日本政府的扶持下，迅

速改善其在当地的社会地位，这一‘过程对华侨民族主义的产生具有十分重要的

促进作用。

日本侨民移居东南亚的历史较短，在爪哇等地，日俄战争后，日人才开始

出现于当地。。一战爆发前，在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东南亚地区的日本侨民力

量十分弱小，数量电十分有限，除了部分日本妇女在当地从事妓女职业外，其

余的日人多从事小买卖。⑤他们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当地的华侨经济网，如以

往Ej人在新加坡之零售商因资本少，必须通过当地的华商才能得到其所经营的

口货，@其他地区的日商也大致如此。在社会地位方面，目侨与华侨一样，都被

列为东方外侨，遭到欧洲人的歧视与虐待。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荷印地区，

(DDonaldEwmmon，拍P^h打D，甜fs鲫ms旷蛹口aⅢ，cyF"J^砌，甜fⅡJ如o．，9船，(comeJluIliversllv，New
York．1 961)，P3

②廖建裕著，李学民等译：《爪畦土生华人政治(1917．】942)》．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
】1一12页。

⑤廖建裕著：《对东南亚华人研究的几点看法》载《南洋资料译丛》1989年第3期。

④华侨联台会编：《华侨杂志》第2期，上海，华侨联合会．191 3年12月刊印，调查部，第2l页。

⑤林水椽、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马来两亚．铁山泥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67页。
⑥林水檬上揭书，第68页。另见野村i丁生，《南洋。五十年》第215、225—228页．转引自古鸿廷、张

震东：《论南洋华人民族主义运动之研究》，崔贵强等编：《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1 978年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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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曰本侨民翊归华人玛腰或甲必丹管理。“因此，当时东南亚地区的日侨远

非华侨的对手，当地人多势众的华侨也根本不把日侨放在眼里。然而，19世纪

末20世纪初，随着中口两国国际地位的一萍一涨，东南亚社会中华侨与日侨的

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894年甲午[}；曰战争成为了上述变化的分水岭。，

1895年，日本打败中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

来自诩为天朝的中国竟然败在日本这样‘。个弹丸小国手里，这一事件对j二东南

亚华侨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不啻是一次打击。相反，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割占

了中国的台湾岛与澎湖列岛，从而获得了向东南亚扩张的根据地。战后，饿、

德、法三国共同干涉，强迫日本归还了辽东半岛，此事在阻止曰本政府北进步

伐的同时，却坚定了其南进的决心。1899年日本废除了外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

并恢复了关税自主权，目本的国际地位飞速提高。此后，日本政府加大了对外

扩张的步伐，日人在东南亚的势力不断地增强。

在逗罗，自从朱拉隆功实行改革后，逞政府立法、司法、行政等等部门纷

纷聘请日人当顾问。1896年，逗吕两国订立暹目通商航海条约，移居逞罗的EJ

本人逐渐增加，“南渡商人(即日本商人)，每一航期，船为之满。”②在菲律宾，

华侨与日侨享受着“差别待遇”，当地政府“只订我国商人和职业阶级入口，

至于农人、工人，皆在严禁之列，n『是日本人到菲律宾去的，大半都可以到棉

南多(Minado)岛去耕地为生，而中国人不能够，即使想去也还不能。”@在荷属

东印度地区， 1899年日本人在荷属东印度提出并得到了与西方人平等的权利。

此后，日侨不仅不再受到华侨玛腰或甲必月的管理，而且，其地位来了个l 80

度大翻身，跃到了华侨的上头，与当地的欧洲侨民平起平坐，将华人及其他东

方侨民远远地抛在后面。

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亚洲l=：14家战胜

了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个大帝国，这对整个亚洲产生着令人振商的影响。”一7

受此影响，日人在东南亚地区的处境日益改善，在暹罗，战争的胜利使fJ本人

的在当地的威望迅速提高。190s年11月俄国公使自暹罗向彼得堡报告说：“除

国王和两个亲王以外，暹罗每一个人都成了亲日的人。”@

在19、20世纪之交，日人在东南业地区的待遇如出园史诗般不断前进的时

候，华侨在当地的境况却不断地经历风雨，，这～时期，华侨不断地丧失其原来

所享受的种种特权，并且华侨在政治和法律上受歧视的程度不断加深。

(D《外变部公报》第12册，第85页。

②《内外时报》．《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912年l【)月J，第l页。

@《菲律宾的华侨人数》，《东方杂志》第23卷筹18号，(1 926年9月)，第58页。

④(薨)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一15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敝社．1992
年版，第491页。

@(势-j尼瓦烈勃里科蛙薯，王易今等译：《泰国近f℃t￡纠》，商务印托馆，1974年搬，第4m、416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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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地位的迅速提高与华侨受到的歧视逐渐加深，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

反差，它给广大华侨造成的震撼是无法言表的。在荷印地区里，由于日侨与华

侨享受不同的司法待遇，因此，假若一个日本妓女要与法院打交道时，她可以

到“司法会议”去上诉。但是一个华侨商人不管他怎么有名，或者一个第一流

的中国新闻记者，如果与司法事务有关的话，就必需到“最低法院”或“地方

法院”去。Ⅲ正是在这种反差中，华侨认识到中国强大对华侨在当地发展所具有

的意义，“1899年，荷兰人看到日本的势力正在增长，准许原告被归类于东方外

国人的东印度日本侨民获得欧洲人的地位。这又刺激了爪哇华人的民族主义思想

感情，使爪哇华人民族主义得以兴起，他们相信，中国一旦强大起来，他们的委

屈鲐睛将会得到解救，这一信念，进一步激起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感情。”。

总之，日本侨民与其政府在东南亚地区的双向互动发展，是华侨所获得的

关于民族国家的最初感性经验之～。它以榜样的形式加深了华侨对民族国家内

涵的理解，从一个侧面加强了华侨剐‘_个强大中国的渴望，推动着华侨接受孙

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理论，鼓舞着他们为建设一个强大、统 、独立、民主的

中国而不屈不挠地斗争。在这一层意义上，在东南亚地区的日人不啻是华侨民

族主义产生的助产婆之一。

可见，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从最初产生便与当地社会环境具有密不可分的

关系，如果没有当地社会提供丰富的养分，由中国传送出来的民族主义种子要

想在东南亚华社中生根发芽，是很难想象的。

第二节 中国的影响是华侨民族主义产生的外力

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不断冲击下，中国门户洞开，

中华民族面临着三千年来之变局。为了摆脱危机，以清政府的有识之士、维新

派与革命派为代表的三股力量开始探索中国的自强之路，他们的探索行动对华

侨民族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众所周知，历代中国封建政府长期将海外华侨视为化外之民，政府不仅对

华侨在海外的遭遇不闻不问，而且还经常迫害回国的华侨，害得华侨有冤不能

伸，有家不能回。19世纪末，晚清政府迫于形势的需要，开始改变其华侨政策，

政府通过派官员、军舰出访华侨居住地，在华侨居住地派驻领事以及在华侨当

中实行卖官鬻爵等等方式，扩大政府在华侨社会中的威望，藉此加强政府对海

外华侨的控制，这一改变对华侨认同的影响作用是相当明显的。

①潘开兴：《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侨生》，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问题瓷料译丛》1957年第3期，
第3l页。

②廖建裕著，李学民等译；《爪哇土生华人政治(】917一1942)》．北京．q1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

1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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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政府在海外华侨中实行卖官鬻爵，扩大，政府对华侨的吸引力。在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金榜题名，官达显贵，封妻萌子，光宗耀祖，是评定一个

人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之一。早期海外华侨绝大部分都是由破产的农民、手工

业者组成，他们文化水平极低，但官本位的成功标准同样也“武装”着他们每

一个人的头脑。所以，当中国清政府允许他们用钱来买官时，尽管这些官衔大

多是虚衔，但在华侨的眼中，该政策无疑意味着他们可以通过钱则，由社会的

最底层——商，上升到社会最高层一一士，打一‘个漂漂亮亮的翻身仗，从此进

入中国的主流社会。因此，华侨社会的大小富商，对于清政府的耍官鬻爵趋之

若鹜。如1911年以{i茸，新加坡就有295华侨买得官衔，有的华商有多种爵衔，

如新加坡富商吴寿珍一个人就拥有知府与道台两个衔头。m晚清政府派遣军舰出

访华埠，对于激发华侨的民族自豪感与培养华侨对清廷的效忠同样也产生了积

极的效果。如在1894年，水师提督丁汝昌在四艘战舰陪同下，到新加坡访问，

引起了群情激动的反应。大批当地华侨(男女老幼全一样)群集码头．全被战

舰和龙旗的出现以及礼炮的喧闹声所激奋。那些已经买得清政府的官衔的华侨

商人，表现尤为激动，他们身着官服，集结在码头上来欢迎显贵的访问者，随

后他们还在欢迎水师的宴会表达了自己对皇上和清政府的效忠。甚至一些政治

上通常是效忠于大英帝国的当地一些侨生领袖，电表示效忠清政府。。

晚清政府在华侨社会中长期实行羁縻政策的结果是：政府在华社中营造了

一张由驻外领事、中华总商会等等机构组成的，以效忠清政府为中心的交往网

络，这张网络主要的支持者是华侨社会中的富商，它对维新派与革命派在海外

华社所进行的政治宣传活动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

康有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民族j二义思潮的唤起者与推动者之一，并以此

影响和推动了海外华侨民族主义的觉醒。9粱启超曾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国论》

⋯文中指出，18、19世纪之交，欧洲是“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而到』’19、

20世纪之交，欧洲已经处于“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欧狮I

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他呼吁中国人迅速培养自己的民

族主义，以反抗西方的侵略。。梁启超还第一次对民族主义概念进行了诠释，民

族主义是：“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

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也。”@

戊戌变法前后，以康有为、粱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中积极

①颜清湟：《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族领导屋(1877—1912年)》，载《海外华人史研究》，耨加坡亚洲研究
学会。1 992年舨，第7页。

②颜清湟：《新加坡和马米业华侨的民族主义》，载《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_砭洲研究学会，1992年
版．第221—222页。

⑨庄国土著：《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

④粱启超著：《饮冰室台集》文集之6，上海，l 933年版t第19_22页。转引自庄国土上揭书，第197页。
@粱启超著：《饮冰室舍集》文集之10．第35页。转引自庄国土上揭书．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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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革命宣传。他们希望借助华侨的力量，对慈禧太后政府施加压力，帮助光

绪皇帝从慈禧太后手中夺回统治权，进而把中国建设成为～个君主立宪制的民

族国家。∞维新派以其君主立宪思想以及康梁等领导者出色的个人才华赢得了海

外华社中上层人士的支持。在新加坡，林文庆与邱菽园等人在康梁尚未到达当

地之前，已经在当地积极主动地开展支持维新派的宣传活动，邱菽园于1900年

创立了保皇会新加坡分会。在此前后，马来亚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也先后成立

了保皇会分会，只是由于一些不明的原因，上述保皇会分会都是地下组织。为

了更好地进行宣传，林文庆在1899年9月在新加坡创立了好学会，以合法组织

的身份在当地进行维新运动的宣传。此夕}，林邱等人还先后创办了《天南新报》

和《日新报》等等报纸，在华侨社会中进行民族主义教育。1900年初，康有为

到达新加坡后，新加坡地区的维新运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维新运动联系得到了

加强，其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罾

除了创建保皇会分会之外，维新派还积极创办新式华文学校，要求华侨子

弟同时接受西方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康有为在1900年到达新加坡

时，曾呼吁当地华人建立现代华校，并在一首亲手写就的诗歌中宣称在他的致

力推动下，当地先后创办了30间华校。。此外，维新派还以创办报纸、杂志、

印行小册子等等方式，在华侨社会中进彳j=民族主义宣传，呼吁华侨社会消除分

裂，实现全体华侨的大团结。尽管维新派于1900年因国内起义的失败而逐渐在

东南亚华侨社会失势，但其创办的学校、报刊杂志等等，极大地开启了广大华

侨的民智，丰富了华侨对民族主义的认识与理解。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把民族主义成功地付诸实现的第一人。长期在海外生活、

从小接受西方教育的背景．使孙中山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比清政府、维新派站得

更高、看得更远。清政府在海外进行各种活动，其目的不过是培养华侨对清政

府的效忠，使清政府能利用华侨的经济实力为自己的建设服务，同时还可以借

助华侨的力量阻止维新派与革命派在华社中进行的反清活动。维新派虽然提出

把中国建设成为～个西方式的民族国家，但他们坚持以君主立宪制为救国纲领，

要求华侨效忠于～个软弱无能的封建君：E一～光绪皇帝。相比之下，孙中山民

族主义建立在“叛君”和反满的基础之上，他与他的追随者极力把中国的长期

积弱归咎于满清王朝的统治。因此，他们呼吁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汉民

族首先必须“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另外，孙中山不仅鼓吹推翻满

清王朝的统治，把汉民族从满族的统治中解救出来，而且还逐渐提出把中国建

①颜清湟：《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的民族主义》载《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年扳
第223．228页。

②颜清湟：《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的民族主义》载《簿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 992年版

第227页。

③杯水椽、骆静山台编：《马来话亚华人史》．马来西亚．铁山泥出版有限公司．【984年舨．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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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成为现代意义的强大民族国家，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获得生存发展权利。孙

中I¨关于民族主义的阐述，不仅暗合『『。大海外华侨思想当中反清复明的情愫，

而鼠把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直接联系在一起，把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在世界上

的生存发展联系在一起。上述理论对于长期生活在西方殖民统治者歧视之下的

东南亚华侨来说，无异于暮鼓晨钟，既满足了华侨大汉民族自大心理，又让他

们看到了自己在当地获得平等发展权的希望。

另外，孙中山在民族主义宣传过程中使用了先进的手段，设置了完善的机

构，这一切注定了他在华侨社会中获得的支持胜过清政府和维新派。与维新派

一样，孙中山也在东南亚各地分别设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一一同盟会分会。但

与维新派不同的是，孙中山同盟会具有明确规定的革命纲领，并且各地的同盟

会分会与当地的书报社、夜校、剧团等等组织组成完善的革命机构。这些革命

机构借助于大量发行的报刊杂志、小册子，通过长期进行的演讲、文艺表演等

等活动，在华侨社会中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并终获成功。u

总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南亚地区形势的变化阻碍了华侨自然同化

于当地的过程，西方殖民主义者统治政策的改变冲击了华侨在当地的经济发展

基础，引起了华侨对当地政府的强烈不满。同一时期，清政府华侨政策的改变，

维新派与革命派的民族主义宣传，使华侨认识到强大的民族圉家是维护中华民

族(包括海外华侨)在世界上争取平等发展权的根本保证，推动他们主动接受民

族主义。另外，当地的日本侨民在其政府的扶持下，迅速改善其在当地的社会

地位，这一事实作为样板使华侨真Jlj认识到强大民族国家对侨民在海外发展的

重要意义。上述几种因素共同作用，最终催生了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

但是，在中华民国创建之前，东南甄地区华侨民族主义仍处于产生阶段，

其发展呈现出坷i成熟的特点：

从内容上看，这一时期华侨民族主义主要分为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l二

义，对中国的政治认同尚未占主体地位。当时的文化民族主义分为两种，其一

是在殖民统治比较宽松，华侨与当地人民同化速度比较快的地区(如英属马来

半岛、菲律宾等地)，文化民族主义的目的在于阻止华侨同化F当地的步伐，藿

新恢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华侨社会中的地位。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实质上属于

传统文化中的华夷秩序观，它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利，民族自大心理。其二是在殖

民统治政策十分严酷的地区(如荷属东印度地区)，华侨文化民族主义的目的在

于对付当地政府对华侨实行的歧视虐待政策，为华侨争取平等的发展权利，，无

论是为了重新确立传统文化在华侨社会中的地位，还是服务于华侨在当地的发

展，文化民族主义都表现为创办华义学校，培养华侨子弟列r扣国的感情。

∞勘满涅著，孝恩涌译：《星马华人与辛反革命》，台．|：，i随聚出版事!出盆司．1 982年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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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服务方向来看，华侨民族主义成熟化的一个重要标识是民族主义成为华

侨在当地的生存发展的思想武器。从1912年以前东南亚华侨社会政治民族主义

三种类型来看，上述特征尚未明显。亲清政府的民族主义想利用华侨的力量来

为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服务，无视华侨经济上扎根于当地的事实，更没有顾及华

侨在当地长远发展的利益，具有明显的自私自利性。维新派在华侨社会里创办

新式学校、出版报刊杂志，呼吁华侨加强内部团结，其日的在于加大华侨对慈

禧太后政权施压的力度，为其君主立宪制的民族国家服务，其服务方向尚未从

华侨在当地的发展来考虑，仍然呈现明显的内向性。孙中山所宣扬的民族主义

不仅符合了广大华侨普遍存在的反满情绪，而且开始把民族主义与现代意义的

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提出中国的强大是华侨在海外获得平等社会地位的保证，

使民族主义具有了服务于华侨在当地生存发展的功能，因而得到了广大华侨(尤

其是中下层华侨)的热情支持。但在整体上，孙中山先生此时所宣扬的民族主

义在本质上属于一种狭隘的种族情绪，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是它的主要目的。

至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宗旨在这一H_J

期尚未占主流，亦言之，其服务方向是对内，而不是对夕}。用台湾学者朱法源

的话说：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革命派以“驱除鞑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只算

非智的情绪，同时也作为革命策略的一种，因此不曾被认真地当成原理，更不

曾作为目的。”@而实际上，只有现代意义的，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才有可能帮

助中华民族在激烈的世界竞争浪潮中站稳脚跟，才有可能给予华侨在当地的生

存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护。总之，这一时期，华侨民族主义为华侨自身发展服

务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体现，其发展尚处于不成熟阶段。

①朱沆源：《从族国到国族；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民族主义》，《思与言》第30卷2期(1992年6月)，第2

贞。



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研究(1 9l 2一l 9 28)

第二章 中华民国成立与华侨民族主义的成熟化

第一节民初涉侨事件与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

19、20世纪之交，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东南亚华侨社会开始泛起民族主义

的浪花。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政

权，中国社会民气大开。这一时期，先后发生了测水华侨升旗案、华侨回国参

政等等几件涉侨事件，通过这些事件，海外华侨开始切身体验到中目的强大对

他们在当地发展的重要意义，而国内人民也开始认识到海外华侨的强大实力及

其对于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借助于当时中国社会高涨的

民主氛围、活跃的民问组织，东南距华侨与中国逐渐在民族主义的召唤卜，主

动地走到了一起，华侨民族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情境，其发展逐渐进入成熟化

阶段。

一、泗水华侨升旗案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荷属东印度便发生了泗水华侨升旗事件，

该事件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宗涉侨外交事件，它发生于中国推翻封建君主专

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权的历史转折时期，因此在海内外中国人当中产生相

当大的反响，对华侨民族主义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有关泗水华侨升旗案最详绌的资料现今笔者所能见到是民元年3月24日由

福州发到外交部的电文，该电文是根据il』!)水华侨陈文波回闽报告写成的。。丑据该

电文记载：民国元年2月17日是中国农历的大年除夕，泗水华侨商店增兴号、

瑞昌店、同举隆号因燃放炮竹同当地荷兰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开枪威卟这些丽店

的工作人员，并有三个警察闯进同举隆号大肆骚扰。该商店店一_E晴求当地警长主

持公道，该警长却将该店主绑了起米，并象对待当地土著居民那样，强令其赤着

双脚蹲在地上，进行毒打。第二天(1 8日)，同举隆号的伙计将此事报告当地的华

侨宫员玛腰和甲必丹，不料这两位官员不但簧之／1i理，反而横加侮辱。当地华侨

闻讯后，无不义愤填膺。这一天，适值民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测水，当地华侨欢欣

鼓舞，举行了极其热闹的升民国国旗仪式。，而华侨甲必丹韩钟庆与玛腰郑泰兴既

不剪断辫子，【乜不参加升旗，他们两人的态度引起了当地华侨的公愤。19日，

儿名来自广东的木匠在街上和郑、韩二人相遇，他们上前拦住郑、韩二一人，要求

④陈丈波报告荷兰虐待华侨各节并拟办法数条咨请板夺施行由(1912年3月30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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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参加升旗，以壮大华侨的声威。不想郑、韩二人却叫来荷兰警察要把这些华

侨赶开，愤怒的华侨越聚越多，韩创t庆马上打电话请荷兰官员派兵前来弹压。此

举引起了同胞们的愤慨，他们冲进韩氏家中，将其家具砸碎，荷兰警察开枪还击，

当场打死一人，伤十余八，警察还将华侨升起的国旗扯下撕烂。4枪响后，华侨四

处逃散，一部分人跑进了书报纵而荷兰警察尾追而至，不分青红皂白把包括当

删在书报社中读郫的华侨在内的二十九人全部逮捕，带走了里面全部的电文和帐

本等资料，并查封了该书报社。同一灭，荷兰警察大肆搜捕，共拘捕华侨五十七

人，又打死两人。。事件发生后，当地华侨社会一片哗然，20日，全体华侨不顾

荷兰警察的拘捕威胁，一一致罢市，以永抗议。在接下来的两三天时间里，当地殖

民统治者共搜捕了几百名拒绝复市的华侨，在狱中又有一华侨死去。而在这期间

由中国前往荷属东印度的百余名华侨亦遭监禁。9

一石击起干层浪，泅水华侨升旗案发生的消息传回国内后，正沉浸1：创建民

国欢乐之中的中国社会各界做出r积极的反应。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在

收到巴达维亚华侨于删日(15日)发来的电文后，立即于筒曰(21日)给巴达维

亚华侨回电，表示“已尽力向荷使交涉”，同时王宠惠又先后给袁世凯总统发去八

封电报，要求袁世凯在北京“就近向荷使交涉，以存国体，而慰侨望。”9但王宠

惠连续给袁世凯发去第四封电报后，才收到袁氏的第一封回电，在回电中，袁氏

声称已经代表中国政府向荷驻北京大使提出抗议，并去电要求中国驻荷兰大使刘

镜人同荷政府交涉。他同时也表明：“总之，华侨遭厄，自必极力援拯，惟现在

政府尚未统一，交涉各事每令人轻视，棘手极多。”o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除了同

北京的袁世凯总统联系外，还直接致电中国驻海牙公使刘镜人，“希严重交涉。”

另外，外交部还下令前清政府任命的原中国驻爪哇总领事苏锐钊续任旧职，并命

令他立即前往泗水地区，“一面调查，相机交涉。”9

有资料表明，孙中山得知泗水华侨升旗案之后，即于1912年3月19日下

令粤督禁止华侨华工前往荷属殖民地。原令指出：“查海疆各省，奸人拐贩‘猪

①荷兰驻上海总领事表示：荷兰警察并不阻止华侨升旗．只是由于当地华侨借升旗事劫掠甲必丹、玛腰等
政府官员．扰乱治安，为维护社会秩序．荷兰警察才逮捕r部分不法之徒。另外，华侨的伤亡情况也远远

没有华侨向中国政府报告中所说的严重。参见《泅水华侨与和兰警察之冲突》，《东方杂志》第8卷第12号

(1912年6月)。
②对于泗水升旗案发生的具体时间，目前尚有争议．根据陈文波的报告，升旗案发生于2月19曰，而华
侨巳于18目升旗。巴达维亚华侨则认为泗水华侨于2月15日升旗，荷属孟锡嘉侨民代表宏远号电(20日)
称：“⋯⋯霰日(17目)升旗”。陈文波于1912年2月17日由福建省抵达爪哇泅水埠．目睹了升旗案发生

的全过程，因此，本文以其记载为准。具体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
532。

③外交部致新选大总统勘电(1 912年3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l 039．案卷

号：532。另据《泗水华侨与和兰警察之冲突》一文记载，在冲突发生的当天，荷人“围掳大小男女四百余
人⋯⋯f之后)．和兵逐日围捕，专捉粤侨工商，已达二手亲。”

④外交部致新选大总统菌电(i912年3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
号：532。

⑤收新选丈总统袁世凯径电(1912年3月25日)，-p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I(J39．案卷
号：532。

⑥致桂都督陆电(】912年3月2日)，中国第一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末号：J039．案卷号：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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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陷入涂炭。曩在清朝．熟视无睹，致使被难』到胞，穷f酊无告。今民国既成，

亟应拯救，以重人权，保全国体。⋯⋯今民国人民，同享自由幸福，何忍侨民

向隅，不为援乎?除令广东都督严行禁止‘猪仔’出口外，合亟令行该部，妥

筹杜绝贩卖及保护侨民办法，务使博爱平等之义，实力推行。”。由j二华工是荷

印地区矿山及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因此，孙中山的命令使荷兰殖民政府感到

十分恐慌，荷兰驻香港总领事从当地华文报获得这一消息后，立即向驻北京的

荷兰大使打探此事的真假。学

当刚‘身为副总统的黎元洪也专门为此事给外交部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文，从

该事件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影响、华侨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占重要地位等等方面，

阐述了此次涉侨事件交涉的重要性。他认为：“(荷兰殖民统治者撕毁我中华民

国国旗，滥捕我中华民国国民)此种举动，几以待亡国之行为待华侨，而藐视我

民国也，况民国之基础初立，总统之选体始定，而当头一棒，即发于被保护之

荷兰，倘东西列强尤而效之，则将若何?⋯⋯今日之事，似以为尝试以视我民

国新政府之意耳。⋯⋯夫华侨富有资则，为民闲之外府，自民军倡义，军需饷

源，悉资取求。其引领内政之振兴也，可谓切矣。⋯⋯况大局定后，民凼财多j，

一切应办之事，未有不赖其资助，兹当危迫之际，人心激昂，若无圆满之保护，

不惟失华侨内向之心，亦恐启外人欺侮之渐用，恳向荷使严重交涉，以保侨民，

失今不图安见，后曰华侨之受荷人之虐待者，不更甚于今日乎?又安见他圆之

待华侨者，不援以为例乎?⋯⋯”。可以说，黎元洪的此番言论颇具深度，它代

表了当时中国政府相当一部分人对此事的立场。除了中央政府之外，各地疗政

府对此次涉侨事件的反应也相当强烈，福建都督孙道仁在收到华侨联合会的电

文后，结合泅水闽侨的来信给外交部去I乜，力陈此次交涉的重要意义，他髓：“腹

夫荷人所以敢如此者，诚南清政府向视侨民为赘瘤，故荷人亦视若无围之民，

此次民国起义，各华侨不惜倾家荡产以为助力，无非在仰望新政府成立，保护

有人，故此次泅水侨民之呼吁，万刁i可仍如满清时代之忽视。”④广西都督陆荣

廷也致电中央政府，询问升旗案的交涉进展情况。龟

但是，民初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削弱丁中国政府在此次交涉活动中的作用。

中华民国成立后，迟迟得不到西方国家的承认，这⋯点成为中国政府一块软肋，

使政府在对外交涉中理直气难壮。在测水华侨升旗案的交涉过程中，荷兰殖民

政府便以中国政府未获承认为借f__：|，百般推凄。2月24口，当袁世规两次派人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科汇编》，靖二辑，南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l奸．舨，铸
36页。

②收北京政府外交部电(1912年3月23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39，案卷号
532。

③武昌黎副总统来电(f912年3月12日)，中屠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来号：j03v，集卷号
④闽都督孙道仁来电(1 912年3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巢卷号

⑤桔都督砧荣廷来电(1912年3月30日J．斗I鱼第二历电档案馆馆藏挡案，全宗号：l∞9，巢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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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荷兰驻北京大使诘问荷警撕毁中国国旗一事时，“荷使伊援前未认葡萄牙之

刚，葡船挂旗亦不准进口”加以回答，o后来又声称泗水地区警察拘禁华侨多人，

完全是出于维持治安的考虑，“政府并无反对共和之意，惟该地方官于未奉承认

明文(即荷兰政府正式承认中华民国的文书一一笔者梭)以前，不能不照向章办

理。”圆而当中国驻荷兰大使刘镜人向荷兰外交部提出抗议时，荷兰外交部竟然

提出中国政府不应该将中国政权更迭的消息通告给荷印地区华侨。@可见，民初，

中华器国政府得不到世界各国的承认，阻碍了政府外交工作的开展。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尽快得到西方各国的承认，避免遭到西方国家

．盼于涉，政府全盘接受了前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无形中又给中国

政府外交工作增加了一层障碍。如：191 1年中荷关于荷兰领地殖民地领事条约

规定：“第二条；中国总领事、领枣、副领事及代理领事，保商业事务官，为其

辖内本国人之商业保护者。⋯⋯第六条：总领事、领事、副领事、代理领事毫

无外交上之性质，无论何项请求，非经驻扎海牙外交官则不得迳陈于荷兰政府。

遇有紧急事情，各领事官得直接陈请于领地殖民地督抚，但须证明其事，确保

紧急，并当备文记载不能请求于次级官吏之故，或陈明前已向次级官吏请求，

绝不见有效果。”④上述规定使中国驻荷兰殖民地领事的权力大打折扣。

首先，根据条约规定，中国驻当地领事的保护职能范围仅以华侨商人为限，

“商人以外农工百业之皆任入摧折”。@其次，当中国领事行使对华侨商人的保

护权时，荷兰殖民地则可以藉口涉及外交而加以拒绝。因此，当中国驻爪哇总

领事苏锐钊前往泅水调查华侨受迫害情况时，荷政府虽“准苏锐钊仍就巴达维

亚总领事之职，惟须照约专允商业，允在管辖地方内维持己国商业，不得干预

内政”。固在荷印殖民政府看来，苏锐剑到泗水调查华侨受迫害情况干预了当地

政府的内政，因此，苏锐钊到泗水后，受到当地政府的种种束缚，根本放不开

手脚去完成中国政府交给他的任务。对此，著名华侨李登辉博士指出：“惟中和

(荷1问片面之条约一日不废，则社会卜、政治上华人与欧人歧异之待遇必随之

存在，初不在乎中国政府在该处是否设有领事也。”。刘镜人在处理此事的过程

中也喟叹道：“此案连日磋商，刚柔q：用，彼狃于治侨习惯(即原晚清政府与荷

①收新选大总统径电(1912年3月25日)，q1固第二历史挡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532。

②收北京唐绍仪来电(1912年3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l【)39，案卷号：532。
③收新选总统袁世凯有电(1912年3月2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
532。

④《东方杂志》第8卷第7号，中国大事记，第4—8页。叉见黄月波等编纂：《中外条约汇编》，上海．商
务印书馆．1935年12月版．第319—320页。

⑤驻棉兰领事张步青关于修正领约的意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榘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101。
⑥中国驻法公使胡惟德电(1912年3月22日j．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仝宗号：1039，案卷号：
10l。

⑦李登辉博士致顾前总长(顾维钧)函(1927年6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1039．案卷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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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政府所签订的关于治理荷属殖民地华侨的条约一～笔者按)，不复通融，殊深

焦愤⋯⋯”o

另外，中国政府的南北分裂削弱了政府在对外交涉中的力度。1912年2月

13日，孙中山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继任者袁世凯却始终不肯离开自己的

老巢一～北京，因此，远在南京的临时政朐外交总长王宠惠只能以电报的形式

剧袁世凯联系。上文提到，泅水升旗案发生后，王宠惠给袁世凯连续发去四封

电报后，才收到袁氏的第一封回电。庄电报于京宁两地辗转的过程中，泗水地

区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

1912年2月8日，以温雄b、冯自由、吴世荣等人为代表的海外华侨在上

海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侨联组织一～华侨联合会，该组织以沟通华侨与巾

国之间交往，维护华侨在海外合法权益为宗旨。华侨联合会成立之初，泗水便

发生了虐侨事件，消息传来后，华侨联合会“即全力争之，计通电南北政府各

省各团体不下数十通，且假张园开会，研究对待之法、救援之法√’国存会上即

拟定J’三大要件，(一)请外交部与驻京荷使开严重交涉，(二二)请速派领事前往爪

哇碾查案情，(三)中荷条约务须修改，以保国权。⑧会泌结束后，即由庄啸国将

此三项要求带到北京，向外交部请示。但由于南北分裂，华侨联合会代表庄啸

国等人为了泗水华侨的命运不得不奔波于沪、宁、京三地之间。袁世凯政府在

北京宣布成立后，外交部随即迁到北京，陆征祥接替王宠惠担任外交总长之职，

但由j二种种原因，陆氏本人迟迟不到北京就职。庄啸国等人赶赴：i匕京向外交部

请示时，陆征祥尚留在天津，而外交部要求庄啸国等人待到陆氏回京后，再做

定夺。面对这种情况，心系荷属东印度地区五_卜八万同胞生死的庄啸国心急如

焚，加上连日的奔波劳累，庄氏终]i痫倒庄京城。待他康复出院后，“值陆氏告

痫不能见客，故转向颜次长接洽”。。町见，全国政权的不统一，延缓了政府在

涉侨事件中反应的速度，削弱了政府在交涉中的作用。

最后，中国政府长期与海外华侨的隔阂，不仅使政府中缺乏专门的侨务机

构，而且大部分政府官员(包括外交人员)不谙侨务。可以说，政府在外交中无

法做到独挡一面是泗水升旗案的最后交涉结果与华侨的要求相去甚远的主要原

因之。

民国时期，在中央政府无力对全国政治经济外交等工作进行集中统一领导

的情况下，政府之外的民间力量则表现得异常活跃。同样，泗水华侨升旗案发

生后，在政府交涉面临重重阻碍的情况下，以华侨为主的民间力量在此时应形

①征兆铭致外交部支电(19j2年3月4日j，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039，案卷号：532。
②《华侨联合会过去一年之略史》，华侨联合会编：《毕侨杂志》第2期，19l 3年12月刊行。
③同}：。
④《华侨代表报告录》，《民立报》，1912年l{)月8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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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发展所需，勇敢地挑起了监督、推动政府涉侨外交的重任。在整个交涉过程

中，他们立场坚定，态度坚决，他们所提出的种种方案为政府的外交T．作提供

了重要参考。升旗案发生后，巴达维亚华侨于15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

声称：“事关国体民命，恳速交涉。”o并在电文后附上种种交涉办法。

事件发生后，华侨联合会多次致电中央及地方政府各大要员，力陈此事的

重要意义，促成各政要纷纷驰电中央政府，要求政府采取严正的立场。为了郑

重起见，华侨联合会除了派出庄啸嗣向政府呼吁外，还先后派出林文庆、田梓

琴等代表前往北京向外交部面陈，督促政府加强交涉力度。在当时中国政府尚

未在泗水设领的情况’F，华侨联合会为了及时了解事态的发展，派邱心容为代

表由上海赶赴泗水进行调查，及时向国内报告事件发生的最新动态。由于华侨

联合会反应及时，斛此，泗水华侨二j一2月22日便收到了华侨联合会寄回的电报，

该电报是升旗案发生后泗水华侨收到的第一封来自国内的回电，它使当时一直

在等待国内消息的华侨社会“人心稍安”。㈢此后，中国政府所获得的有关泗水

升旗案的不少信息便是由华侨联合会直接提供。

针对当时民国政府尚未得到各困的承认，在对荷外交上处于被动地位的局

面，在华侨联合会的倡导下，由36个群众团体在上海成立了“国民外交后援会”。

陔组织提出：“政府因国是未定，不能施强硬之交涉，此亦不得已之苦衷，当为

国人所共喻。惟长此迁延，既失人心，又损国体，海内同入，不忍漠视，趺合

各团体，公举代表，面陈方策，以备采择。”。该组织吁请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

府外交部立即与荷兰驻中国大使进行交涉，并要求外交部去电给中国驻荷兰海

牙大使刘镜人，命令他向荷兰政府提』峙f立刻放人的要求，否则中国将与荷兰断

绝关系。∞上海统一共和党亦于3月11日致电外交部，要求政府担当起自己的

责任，在电文中，该组织表示：“泗水华侨被荷人惨待一案，为民国初次外交之

关头，稍一退让即启列强效尤之渐，损新国开幕之威，乞严与交涉，力争国

权⋯⋯”@上述组织所提出的要求，直接反映了民初中国民众对新生民主共和政

权所寄予的厚望以及捍卫中国主权的坚定决心。

事实上，此后中国政府与荷兰交涉的重心，如华侨在当地遭受不平等待遇、

荷属殖民地华侨的双重国籍、中国驻荷属殖民地领事职权范围狭窄等等诸多问

①致新选大总统袁电(1 912年3月21日j，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532。

②陈文波报告荷兰虐待华侨各节并拟办法数条咨请核夺施行由(1912年3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532。

@对荷外交后援团来电(1912年3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

532。在泗水华侨升旃案交涉过程中，“国民外交后援会”一直使用“对和外交后援团”，只是到了1913年

《华侨杂志》第二期刊载的文章《华侨联合会过去一年之略史》中，才出现“国民外交后援会”这一名称。

④对荷外交后援团来电(1912年3月鲫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
532。

⑤上海统一共和党来电(1912年3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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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都是在此次交涉案中由华侨不断地反映出来的。如泗水华侨陈文波在报告泗

水华侨升旗案发生经过后，提出中国政府应采取的措施：“一、荷官应向汹埠书

报社鸣炮升旗，以洗辱国旗之耻，二、荷官应向民国政府道歉，三、严办残杀华

侨之荷官及其兵警，四、赔偿受累受伤之华商，五、派遣领事及军舰妥为保护，

六、荷官待华侨应消除苛例，各国人一律平等。”。当时，⋯个名为中华民围联合

会江北分会的民问组织亦向夕卜交部提出：“除群放侨民赔偿损失外，仍将虐待侨

民苛例除去，与各国一律之于世界平等地位”。o可见，在民初政府缺乏专门的侨

务部门，各驻外使领受前清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束缚，无法对海外侨民实

行保护的情况下，华侨联合会、海外华侨社团及国内各群众组织等在很大程度上

充当了中国侨务机构的角色。

在海内外中国人的大力呼吁下，叶|国政府与荷兰方面进行了反复交涉，最后

就该事件的解决达成如下协议：“(一)枪毙华侨之和(荷)人，由和政府惩办。(0

巳死之华侨，和政府除优礼埋葬外，并优给其家属抚恤费。(三)被伤之华侨，除

由和政府医治外，给调养费。(四)华侨财产损失，须照数赔偿。仃i)旅居和属华

侨，和政府须与和人一律看待。(六)条约定厉，均须逐条实行。”@另据有关方砸

报告，经交涉，荷兰政府被迫同意华侨升中华民国国旗，并逐渐释放被关押的华

侨。。尽管上述结果与华侨及国内各界的要求相去甚远，如关于修改中荷条约中

有关中国驻荷属殖民地领事职权的条文，给予华侨与当地其他国家侨民同等待遇

等要求没有实现，并且已经达成的协议到后来也没有做到“逐条实行”。然而，

我们必须看到，泅水华侨升旗案作为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第一件涉侨外交事件，

它对于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华侨来说，泗水华侨升旗案意义非同～般。华侨认为：南京临州政府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按照孙中山三民主义纲领创建的民族国家政权，该政权对

于海外华侨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中华民国成立的新形势下，如果华侨

对当地政府的不平等待遇依旧逆来顺受，忍气吞声。那么，不仅荷兰殖民统治

者，而且其他西方国家都会继续歧视他们，虐待他们。丰H反，如果华侨在此次

事件中同仇敌忾，借助新生的中|：垂1政府伸张正义。那么当地政府从此就会明自：

华侨已经不再是人尽可欺的无国之民，新生的民主共和政府已经把华侨视为自

己的国民，实行切实的保护。西方殖民统治者驱侨、虐侨的行为将会有所l改敛，

藉此，华侨将得以洗雪几百年来华侨受到的耻辱。可见，对]‘华侨来说，汹水

∞陈文渡报告荷兰虐待华侨各节并拟办法数条咨请榜夺施行出．(J 912年3月30 LJ)．中国第～历史档泉
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532．，

②牧中华民国联合会江北分会来电(191 2年3月jl目j．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锖藏档案，全东号：1∞q，
案卷号：532。

⑨《泅水华侨与和兰警察之冲突》载《东方杂志》，第8卷第12号f】9】2年6月)，第35．36页。

④外交部致巴运维亚华侨的东电(】9】2年3月l Fi】。汪兆铭致外交部支屯(元年3月4日)．中国第：

历史挡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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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升旗案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抓住了这次机会，华侨的境况就会大为改

观，抓不住这次机会，那么华侨在当地的前景将会依然一片漆黑，甚至更加艰

难。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泗水华侨不畏荷兰殖民政府的逮捕、监禁，团结一

致，共同罢市；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华侨联合会的成员们积极奔走，殚精

竭虑，死而后己。

正如上文所述的那样，新生的中华民国政权就此事进行了较严正的交涉，

并为海外华侨赢得了一定的合法权益。这与历代封建政府对华侨不闻不问，华

侨在当地受到迫害后，投诉无门的情形相比，其进步是相当明显的。它对于激

发华侨对中国的认同，刺激他们民族土义的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不难想见

的。

泗水升旗案对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它昭示着海外华侨认同中国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在晚清政府时期，

扫，侨工作主要依靠中国驻外使领与华南各侨乡的非官方机构以及海外华侨共同

来完成，在空间上，海外华侨社会是该项工作的中心。泗水升旗案的交涉中，

在华侨联合会的努力下，华侨积极参加政府的护侨工作，其工作中心从海外华

埠转移到国内，并越过东南沿海的闽粤侨乡，扎根于上海。上海成为海外华侨

参与中国政府护侨工作的中心，这种空间上的位移，本身便是华侨内向心加强

的一个重要表征。

第二，华侨社会中下层人民自发的爱国行为是华侨民族主义加强的重要标

志。此次涉侨案的发生，其主因之一是广东木匠数人不满“玛腰郑泰兴、甲必

丹韩钟庆不去辫亦不升旗”的行为，他们白发地诘问郑韩二人，乃至引起了冲

突。对于／。东木匠等人的行为，荷兰殖民统治者将其诬为生事之徒打击当地华

侨富商，扰乱治安。而国人高劳则指出“则在彼目为扰乱治安之败类，在我实

为热心爱国之侨民。”。广东木匠等人自发的爱国行为是孙中山在华侨社会中长

期进行革命宣传的结果，在晚清耐期，以封建统治阶级开明人士为代表的清政

府、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以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三股力量几乎同时在

东南亚华侨社会中打起了侨牌，然而，前一：者]．作对象主要是华侨富商为代表

的华侨社会上层，而孙中山的革命派姗以华侨社会中下层为依托，1911年辛亥

革命的胜利，标志着清政府与维新派在华侨社会中的失败，它大大激发了华侨

社会中下层人民的爱国热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华侨社会的中下层的爱国行

为与华侨的上层有所不同，华侨社会的上层大多数由土生华人组成，他们在当

地多有产业，经济上已经离不开当地。所以在总体上，他们对当地有着剪不断，

理还乱的感情，对中国的认同也无法做到坚决彻底；相比之下，华侨中下层多

①《泗水华侨与和兰警察之冲突》载《东方杂志》第8卷第12号(】912年6月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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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窖组成，他们大多赤手空拳到南洋谋生，在当地尚未积攒到多少财富，租

国与家乡是他们感情的唯一寄托，因此，他们一旦接受了民族主义，便马上在

华侨社会中掀起汹涌澎湃的爱国热湖。在某种程度上，泅水华侨在升旗案。f一的

表现是上述爱国热潮在新环境下所发生的第一次涌动，它给荷兰殖民统治者留

下r深刻的印象。“昨年(1912年一笔耆按)六七月问，有华民政务司(荷爵为伊

卢麻沙)巡视各处，始知华人程度日高，知不能专事苛政，致生仇视，近日颇有

平等相遇之意议。””

第三，华侨社会领导层所发生的_f噍变是华侨民族主义加强的重要表征。具

体而言，升旗案使荷兰殖民政府任命的华侨官员⋯一甲必丹、玛腰等在华侨社会

中的威望遭到自0弱，而认同于中目的原革命积极分子(如同盟会南洋各地分会、

书报社等组织的领导)在华侨社会中的地位避一步提高。对于泗水升旗案发生的

真相，中荷双方各执一词，但有一点双方是一致的，即此次升旗案直接的导火

线是甲必丹、玛腰等殖民政府任命的华侨官员，这一一点在陈文波的报告书tp已

经有所反映，而荷兰殖民政府也承认这～事实。锄出于对甲必丹、玛腰等人的不

满，在升旗案发生后，对葡外交后援团向夕}交部提出：“一撤换洒水玛腰、甲必

丹，二非确有暴动之证据者不能治罪，务速释放，以上二枣，至平至芷之办法，

实巳无可再让。”@尽管中国政府无权罢免甲必丹、玛腰等官员，但通过此次事

件，甲必丹、玛腰等侨领在当地华侨心目中的地位不断削弱。相比之下，庵啸

国、吴世荣等人为了华侨的切身利益而积极奔走，甚至以身殉职，他们以臼己

的行动赢得了华侨的爱戴，提高了自己在华侨社会中的威望。如果况，辛亥革

命的胜利，使吴世荣、庄啸国等原支持革命的积极分子取代了传统的、认同r

清政府的华社上层人物的领导地位。那么，泗水升旗案之后，吴、庄为代表的

新一代侨领则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领学地位，他们取代传统的甲必月、玛腰等

官员成为华侨争取合法权益的希望所在。

二、华侨参政权的讨论

参政权是～个主权国家赋予本国国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民国初期，正当洒

水华侨升旗案在中国社会刮起一股风浪，引起国入关心海外华侨命运时，一场

关于华侨回国参政的讨论在国内迅选展开，把华侨地位与作用在全国范围内推

得更深更远。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全闰百废待兴，各省代表纷纷集中南京，共商

国是，海外华侨代表冯自由、吴世荣、谢碧田等人也回国参加组织临时政府事

①《纪南巴畦》，华侨驻台会编：《华侨杂志》第船．硝查部，j913年11月刊行，第12员。

②参见《溜水华侨与和兰警察之冲突》载《东方杂志》第8卷第12号(19i2年6月1日版)。

③对葡外交后援团来电(1912年3月3l臼)．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039t案卷号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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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但由于当时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并无海外华侨参加选举的规定，区I

此，冯氏等人没有获得投票权，只能列席旁听。为此，谢碧田曾两次上书参议

院，璎求获得投票权，未果。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公布《临时约法》，其

中有关临时参议院的规定中也没有华侨代表的席位。本来，在辛亥革命发展过

程中，华侨视自己为中国人，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临时约法》

有关规定无异于宣布政府不把华侨视为中国国民，因此，当《临时约法》在海

外公布后，华侨社会顿时掀起轩然大波。为了获得参政权，海外华侨以华侨联

合会为中心，屡次向参议院吁请，一场以华侨参政权为中心的讨论由此拉开序

幕。

概括而言，华侨之所以极力争取参政权，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1)华侨是中国的国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一个国民的天职，因而华侨

理所当然获得这项权利。南洋华侨叶兆松等人在绘参议院的上书中提出“华侨

既为有国之民，即不敢以国民应有之责，诿以寄身域外，放弃不顾，⋯⋯总之，

侨等谨根据约法，凡民国国民，俱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之规定，以求完此国民

之天职而已。”∞为了表达他们要求参政的强烈愿望，叶兆松等人声称：“誓将尽

力以争，决不忍忿然而去者也。”o

(2)华侨将参政权的获得与否，视为试探中国政府对华侨态度的问路石。

在辛亥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华侨毁家纾难，捐资输物，为革命胜利立下了汗马

功劳，华侨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之一便是渴望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这一点，

福建总督孙道仁看得十分清楚，他说：“此次民国起义，各华侨不惜倾家荡

产，⋯⋯无非在仰望新政府成立，保护有人故。”嘲中华民国成立后，华侨积极

要求参政，其目的是希望自己在新创建的共和政府中有一席之地，藉此密切海

外华侨与中国的关系，加强中国对华侨的保护，改变华侨在当地长期遭受殖民

政府歧视奴役的命运。尽管华侨一直自认为中国人，但他们并不清楚新生的民

主共和政府对海外华侨的真正态度，因此，他们将此次参政权的讨论看作是检

验中国政府对华侨真正看法的机会，并以此决定他们此后对中国政府的态度。

对于海外华侨这方面的顾虑，当时参加有关华侨参政权讨论的参议院1号议员

看得很清楚，他说：“本员以为华侨所以要求代议权者，必有一种心理，其心理

固谓吾辈侨居海外，固的系中国之民也。但华侨虽为中国之民，已大半非中国

国籍，而心则仍自认为中国人，要求代议者，乃表明其心，视吾同胞，能否承

认其为中国国民也。”o

①刘士术编：《华侨参政权全案》，上晦，华侨联台会．1913年2月版．第13、17更。

@同上书，第18页。

③闽都督孙道仁采电(1912年3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532。

④刘士术编：《华侨参政权全案》．上海，华侨联合会，j913年2月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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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中国争夺东南亚市场之长久利益计。1912年，巴拿马运河尚来凿

通，但东南亚华侨的有识之士已经预见到：该运河通航后，太平洋必然获得巨

大的发展机遇，同时该地区的经济竞争也必然日趋激烈。在太平洋地区，中国

已经先后失去了台湾与琉球等地，依靠华侨的力量，东南亚成为中国在该地区

占有较大优势的地区。因此，华侨提醒中国政府加强与东南亚华侨的联系，以

此争取在未来的太平洋经济发展新格局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这一观点明确反映

在华侨在向参议院上书中；“巴拿马海峡，行将凿通，全球商务，将‘跃而趋『．

太平洋，吾国沿太平洋，如台湾、如琉球、均为人有，只此华侨经营于南洋重

要地点，尚不能爱护自保，为他曰发展政策之地步，亦可惜矣，且民国成立，

吾辈天权，转因而丧失，流亡在外，人将日肆其荼毒手段以范围我辈，在稍明

义理者，固隐恨于无穷，其知识薄弱者，鲜不入籍外国，苟安目前，身辱而国

随之，可忍言乎?”o

中国社会各界对于华侨要求参政权一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临时参

议院的讨论中，主要有赞成、反对、折衷三种立场。反对一方的意见j二要有：

(1)华侨参政与现存法律不合。这些法律包括：A、《临时约法》，1912年

颁布的《临时约法》规定参政权的外延范围只以西藏、青海、蒙古等处为限，

华侨不包括在此范尉之内，因此，关于华侨参政的讨论没有必要再继续进行；

B、《选举法》，按民初《选举法》的规定，凡是属于中国国民都有选举权与被

选举权，华侨既为中国的国民，那么他们在他们的原籍已经有了选举权与彼选

举权，如果政府再同意华侨在侨居地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那华侨则掏有双

重权利，于法律不合； c、与当时国际通行的、有关国民的规定不和，按国际

公例，一国的国民，只有承担了服兵役、纳税的义务，才能享受选举权与被选

举权，华侨身居海外，既不服兵役、又不纳税，理当不能享有国民的选举投与

被选举权。㈢

(2)华侨参政极有可能引起围际交涉。当时国际上只有殖民宗主国才能在

自己的殖民地上实行选举，并且这种选举也属于有限度的选举。如英国宪法规

定，殖民地人民不能直接选派议员到中央政府，只能选派代表到伦敦议会，陈

述与该殖民地有关系的事件。而美圉的属地菲律宾，“亦只能由菲律宾选派代表

至华盛顿元老院，陈述有关于菲律宾事件之提案权，而无言论权与表决权"，’n

如果中国政府同意给予海外华侨选举权与坎选举权，“直是以外人领土为吾陶之

殖民地，必致酿成国际交涉无疑。”。出于这方面的顾虑，有议员提出当州&国

①同上书

②同L书

③同上书

④同上书

第l 8页。

第56贞。

第46页。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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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尚未得到西方各国的承认，因此，对于华侨参政一事的处理须以避免与西

方国家抵触为上策。o

针对上述反方的意见，赞成华侨参政一方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们强烈要求中

国政府从客观事实以及中国的长远发展需要来考虑华侨参政一事，而不要只着眼

于政策法律上考虑此事。他们认为：

(1)华侨参政，合情合理。华侨对于辛亥革命，厥功甚伟，从情义上，中

国政府没有理由不同意给予华侨享受回国参政的权利。从法律上看，华侨并没有

脱离中国的国籍，他们仍然属于中国国民，政府绝不能取消他们的参政权。另外，

政府同意华侨回国参政，加强对他们的保护，是共和政权有别于晚清封建专制政

权的表现，是共和精神的真正涵义所在。。

(2)华侨参政，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有议员认为，“华侨居留在

外者，其数多至六七百万，势力甚大，不啻内地一中省人口，如在外国团家，能

积极保护者，则己俨然成一殖民地。⋯⋯况中国国家，向来对外以让步为主义，

独华侨能与中国之贸易补海外之漏卮，将来民匿维持国家生活，于华侨有直接之

利害关系，故与以代议权，实为发展政策起见，并非藉为报酬恩惠之具。”。也有

议员提出，20世纪是商人时代，华侨是在海外经商的佼佼者，如果政府同意他

们回国参政，允许他们在政府中发表意见，这必然对我国的商业进步、经济发达

大有裨益。o可以说，华侨拥有强大经济实力，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建设具有重大

意义，这一点已经成为政府同意他们回国参政的首要条件。

(3)原来晚清政府有关华侨参政的规定形同虚设。赞成一方认为，尽管清

政府规定华侨在原籍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由于华侨离开原籍已有一二百

年，原籍人民对他们根本不了解，从而也决不会投他们的票，因此，上述规定：__卜

符合实际，形同虚设。@同样，赞成一一方还否决了折衷一方所提出的～系列主张，

包括仿照前清的做法，在各省咨议局章程中规定，华侨代表得于咨议局中陈述意

见，其代表的产生援引英美做法，由侨居地的领事官监督，选举正式代表，给予

华侨在参议院中的特别请愿权等等。

上述三方讨论的最后结果，参加表决的全部58名参议院议员中，35名赞成，

23名反对，华侨最终获得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此后，新制定的国会选举法在第六章中对华侨选举法做了专门的规定，规

定华侨在参议院中拥有六名议员。由于下议院按各省人口比例分配议员名额，

死￡豇死风死拍”如舵”∞第第第第第第书书书书书书上上上上上上同同同同同同①②@④⑤@



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研究(1 91 2一l 9 28)

而上议院按行政区域来分配议员名额，并兼顾特殊的情况，因而，六名华侨议

员按照特例安排在上议院中。

关于六名华侨议员的产生及其选举办法，最初政府公布的选举法观定如下：

“第三十九条：选举人，以华侨选举会会员为之。第蹦卜条：华侨选举会，由

华侨侨居地所设各商会，各选出选举人一一名组织之。”“7“第四十三条，华侨选

举会会员，园故不能到会，得委托他人代理。”。上述选举法出台后，立|；}|j遭到

了海外华侨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华侨社会由工商学界等人士组成，各界人

士都对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如今只有商会才能选出代表，这刈亍二商业之外

华矫“殊不公允。”更何况在海外华社中，尚未设立商会的地区指不胜屈，j二述

规定无疑挂一漏万，华侨难以接受。。为此，华侨联合会代表海外华侨先后致电

国务院、参议院以及袁世凯、孙中liI、黄兴等等团体个人，要求修改选举法，

允许华侨居住地其他团体电获得推选华侨选举会会员的权利，并废除有关华侨

选举会会员可以请人代理的规定。在华侨的极力要求下，北京政府遂将原来的

华侨选举法修改如下：“第一条、参议院议员选举法第四十条，于第‘一届选举，

不适用之。第二条、于第一届选举，华侨选举会，由华侨侨居地所设各商会、

中华会馆、中华公所及书报社，各选出选举人一名，组织之。前项商会，以经

本国政府认可者为限，中华会馆、中华公所及书报社，以选举法公布前设立者

为限。第三条、本施行法，自公布曰施行，于第一届选举完毕废止之。””至此，

有关华侨选举法逐渐确定F来，民国时期，尽管政府更替频仍，但华侨参政作

为一项制度，历届政府都加以实行(虽然北京政府有时是出于收买人心的考虑)。

它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政府与海外肇侨一种特殊的关系，对华侨民族主义发展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华侨参政权在临时参议院表决获得通过后，海外华侨社会一片欢腾，他们

认为参政权的获得，是华侨界的空前大事，是政府“审于其共和之真谛，世界

之大势，不泥法以外情，不执一以求是”的壮举。@在极短时间内，世界各地华

侨团体立即选出自己的代表，不远万里，赶赴祖国，进行选举。第一届国会华

侨参泌员选举定于1913年2月10日举行，8而早在1912年12月2 Ej，华侨联

合会便致电北京工商部指出，(截至发稿时)，旧金山、檀香山、新加坡、仰光、

涮水、巴达维ⅢE、安班澜、巨港、民扎、亚齐、多隆、亚公、山口洋等埠的华

①同上节

②同上书

③同上书

④同上书

⑤矧上书

⑥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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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选举会会员已经抵达上海，“其余各埠，己举将到。”。而爪哇华侨更是参政心

切，“于表决代议权以前，即先联络i于t埠选定～议员(即邱一心容一一笔者按)，

要求临时参议院承认该议员的合法地位。”。海外华侨参政热情之高涨，由此可

以窥见一斑。二月初十日选举结果，唐琼昌、吴湘、朱兆莘、蒋报和、谢良牧、

卢信等六人当选为华侨参议员，这六人全部是国民党员。。

三、华侨反对彭寿松专制福建事件

民初，海外华侨不仅积极参加中央政府的各项工作，而且还努力在地方事

务发展中发出华侨自己的声音。华侨反对彭寿松专制福建事件是民初华侨积极

参加地方事务的一个典型，下面以该事件为个案，分析华侨传统宗乡观念在新

形势下所发生的新变化。

彭寿松，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前夕加入同盟会，在光复福建中，策动湘

军起义，获得成功，革命后，他被举为福建同盟会会长，初政时尚能“虚心接

纳”，锐意创新，之后便独揽大权，专横跋扈，引起了当地人民的不满。为此，

福建人民强烈要求撤换彭寿松，福建省议会议长宋渊源(字子靖)率四名省议

员前往北京，请求中央政府出面解决此事。宋氏等人途经上海时，特地拜访了

华侨联合会，商议解救办法，华侨联合会认为此事关系到海外几百万闽籍华侨

“桑梓安危，不能漠视”。当时，华侨联合会成员庄啸国正在北京办理泗水华侨

案，而白蔟洲也正代表海外华侨出席中央教育会议，华侨联合会遂命令庄自二

人代表该会在北京处理此事。庄、自：二人接到命令后，即与宋渊源等人一道前

往北京市的福建公会与同乡们共商救乡大计。之后，白蒴洲与宋渊源等人一起

谒见大总统袁世凯，宋渊源向袁世凯详细地汇报了闺省的现状，并请求政府派

岑西林(即岑春煊)率兵进闽，平定闽乱，恢复当地的治安。袁世凯同意宋渊

源的请求，但他表示：岑西林率兵进闽事，非数十万元不能成行，而中央财

政困难，“无款可拨”，因此，出兵一事无法立即落实。

得知袁世凯的态度后，庄、白等人向宋渊源表示：“福建之事，与华侨有密

切关系，而余为本会(即华侨联合会⋯笔者按)代表，自应竭力筹谋，则海
外华侨亦必乐于赞助也。”果然，在华侨联合会致电南洋各地华侨，要求他们筹

款，支持乎定闽乱后，南洋华侨迥速微出回应，在几天时问里，庄、自等人先

后收到J’泗水商会汇来的五万元和仰光华侨汇来的十万元。在庄、白等人筹得

l 5万元的华侨捐款之后，宋渊源再次妻见袁世凯，请求他下令岑两林督兵入阅。

袁世凯认为此事事关重大，不能自行决定，他建议宋渊源将此事提交参议院进

①同上书．第8l页。

②同上书．第62页。

③同上书．(本编)．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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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表决。参议院表决的结果，同意派岑西林督兵入闽。于是，庄啸国立即汇J7

十万元给当时在上海的岑西林，给他筹备出兵一事。不久，岑西林又致电庄啸

国，要求再汇十万元。而此时庄啸国手中只有五万元，为了筹集剩下的五万元，

庄氏前往财政部，拜见财政部秘书长赵从藩。清求财政部暂借五万元，以解燃

眉之急，并答应海外华侨一定尽快将此款项筹还：，财政部同意了庄氏的请求，

至此，岑西林督兵入闽一事的各方向条件终于成熟。然而，此时福建省的政局

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福建省混乱局面此时已经趋于稳定。因此，当福建人民

得知岑西林准备率兵入闽后，他们都感到十分震惊，担心岑军的到来会重新引

发新的战乱。为此，福州的林学卫、林秉章等人致电袁世凯及参议院，力阻岑

军入闽。袁世凯等人接到电文后，“颇有缓岑入闽之意。”庄啸圈认为闽事如此

不了了之，无法给海外华侨一‘个交待。于是，他与白蒴洲一道先后拜见海军总

长刘冠雄、参议院议员刘崇稿等人，刘氏向庄白二人解释：岑军入闽，必会遭

到彭党的反抗，两军相争，受害最深的唯有闽省老百姓，为_r避免这种严重后

果，同时又给予海外华侨一个满意的答复，刘氏告诉庄氏等人，陆海军参谋三

部将共同致电彭寿松，要求他进京解决此事。而当时袁世凯、黄兴、陈英士等

人亦分别致电彭寿松，表示了上述的意见。在海内外人民的声讨中，在中央政

府的压力下，彭寿松被迫辞职，而岑西林最终也没有出兵入闽，闽乱一事至此

告一段落。①

在明清封建政府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政府将海外华侨视为化外之民，

对他们在当地所遭受的歧视与虐待不闻不问。晚清政府时期，统治者为了维护

自己的封建统治而开始对海外华侨实行羁縻政策，清政府倡导海外华侨设立中

华商会，并在华侨社会中实行卖官鬻爵，部分华侨商人也应政府的要求回国投

资办实业。但从整体上看，华侨列中国政府的各项政策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

响。华侨在国内所进行的投资项目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晌部分侨乡，并且受器

种因素的制约，这些投资项目大都没有取得成功。而华侨花巨资所买来的官衔

绝大部分都是虚衔，华侨并不能据此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影响国内政治的发

展。19】2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泗水华侨升旗案、华侨参政权讨沦以及华侨反

对彭寿松专制福建等等事件，标志着海外华侨开始回到周内，直接参与新政府

外交、内政以及地方政治等等方面的建设。这一。切构成了华侨加强对中国认同

的重要标识，该结果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辛亥革命后，中国国内出现新的形势，

它成为了华侨民族主义发展新的环境。

①《民立报》．1912年10月8曰第12页：}913年5一l 8目第2页。《华侨联台台过去一年之略史》《华

侨杂志*第2期(1913年12月)，陈昌福来刊沦文《民初华侨联合会》，另外，有关闽乱一事另见刘通：
《辛亥福建光复回忆》，《辛亥革命刚忆录》第4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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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华侨民族主义发展新环境

巴勒克拉夫曾将20世纪前半叶视为新旧世界历史的分水岭。。c L莫瓦特

等人则认为欧洲的衰落与欧洲之外民族主义的兴起是20世纪初旧世界向新世界

转变的重要标识，而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以及1912年中华民

国的成立，便是欧洲衰落与欧洲之外民族主义的兴起的两大预兆。。在中国，1912

年同样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这一年，民主与进步的

洪流终于冲垮了封建专制势力的束缚，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不可阻挡的决堤之势。，

1911年是“中国与海外华侨之关系的重要转折年代，也是近代中国爆发政

治性转折事件的一年。”@对于海外华侨而言，1912年同样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

义的年份。此前，他们在民族主义的召唤下，身居海外，心怀桑梓，支持孙中

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华侨欢欣鼓舞，继续以各种

方式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的民主共和建设大业。泗水华侨升旗案、华侨参政权

案以及华侨反别彭寿松专制福建等等事件，便是华侨在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权上

所划上的浓墨重彩的几笔。华侨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转折时期产生显著的影

响，主要是因为在世界大气候与中国、东南亚地区小气候的共同作用下，中国

社会出现了有利于华侨扩大影响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是海外华侨民族主义发

展的结果，也是其进一步深化的原因，是我们研究整个民国时期华侨民族主义

发展的背景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较详细的阐述。

一、中国政府迫切需要华侨的支持

上文已经提及，】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南亚地区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方

面影响的加强，推动华侨主动接受民族j一义。中华民国成立后，随着国内外形

势的发展，中国迫切需要得到海外华侨的支持，政府加大了对华侨的关注程度，

在华侨民族主义发展中，中国方面的影响力一度加强。

首先，中国的经济建设需要得到华侨的支持。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电

力为标志的第=次工业革命在西方各国先后完成后，东南亚地区的城市建设、

交通发展、资源开发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东南亚华侨借助于这一有利时机，

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这一时期，华侨积累起来的一部分商业资本己投到厂

工业等生产领域”，④华侨在泰国碾米业、马来亚的橡胶、锡矿业、荷属东印度

地区的糖业、越南的大米业等地区支柱产业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一批初具规

①巴勒克拉夫著，张广勇等译：《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叛，第23页。

②cL莫瓦特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绢译：《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杜．1999年版．第7页。

③颜清湟著，李思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序言，第28

页。

④郭梁著：《东南亚毕侨华人经济简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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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华侨企业开始涌现，如荷日J地区黄仲涵的“建源公到”、新加坡的林莱祥公

司等等。与此同时，华侨银行也开始出现，如新加坡．1903年有“广益银行”、

1906年有“四海通银行”；荷印地区，1906年有“黄仲涵银行”；泰国在20世

纪最初十年里，电建立起了3家华侨银行。”华侨在建设企业、发展经济过程中，

积累了丰富的资金、掌握了较成熟的技术、造就了～批管理人才，⋯⋯所有这

些都是处在探索阶段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因此，当时有识之士呼

吁政府充分利用海外华侨在资金、人才以及管理等等方面的优势，发展中国的

经济，并认为政府这样做，“不独可以慰现在而励后来，联络(华侨)感清，劝

令投资，尤非从此着手不可。”。

除此之外，华侨每年数百万的侨汇，对于填补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巨额贸易

逆差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华侨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突出贡献，华侨购买的公

债给于南京临时政府财政上极大的支持，这些事实都活生生地摆在中国政府面

首i。

武昌起义后，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权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这时候秩J弘扰

乱，金融恐慌，需款的用途极多，筹款的方法极少。”黄兴在南京为筹军锏而“寝

食俱废，至于吐血”。。在这种危急关头，海外华侨挺身而出，从经济上给二弘新

生的民主共和国以大力的支持。从武昌起义到民国元年(19】2)5月短短的七

个多月时间里，海外华侨汇交革命党人或新政权的钱有(1)港币l，3]8，ooo

元，尚有两笔各为数10万的约数，一笔20万以上，未汁入。(2)新加坡币234，

000元。(3)中困银元1，977，726 3元，内载于当时《广东财政司收支报铬总

册》者，共l，758，669 5元。。这一笔笔巨款，对于推翻清政府，对』_孙中{』I

先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创立并维持南京临时政府和若干地方政权，都是大局

攸关。黎元洪曾于1912年接见海外华侨代表时说：“武汉起义以来，海外华侨

屡助军饷，始有今日大功之告成。”o

华侨除了以捐款的形式支持新生政权之外，他们还积极地支持中因的实业

发展，1912年6月上旬，驻留武昌的黎元洪副总统请求海外华侨帮助重建受战

火破坏的汉口镇，华侨联合会代理吴世荣副会长之职的陈楚楠专门为此事赶赴

武昌，经过考察后，陈楚楠同意发动海外华侨支持汉L]的重建工作。④南京临时

也郭粱著：《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②南洋荷属婆罗洲山口洋华侨代表邓克辛呈文(i917年9月8日J．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
宗号：1001，案卷号：1410。

瞧j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上海，中华部局，1 93f)年版，第171、177页。转引自杨立强：《华

侨联合会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1912一1919)》，张希哲主编：《毕侨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1997年版，第264爵。

@杨立强根据洪丝丝等著：《辛亥革命与华侨》，北京．人民出版社，1 982年版．第27．56页之附表1一q
统计。参见杨立强上揭文，第264页。

@《华侨联合会纪事》，《民立报》19i2年6月20日。

@《毕侨联合会纪事》，《民立报》】912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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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甫立，孙中LU便任命沈懋昭为劝业特派员，于1912年3月前往南洋，劝导

侨民兴办实业，并招募中华实、叱银行股份，结果侨商热心认股，数爿后即已溢

额。“这～切都在告诫叶]国政府：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与其舍近求远，冒着丧权

辱国、遗臭万年的危险去求助于西方国家，不如倚重于倾心中国、对中国有利

无害的海外华侨。黄烈曾为朱镜字著《英属马来半岛》一书作序，他提到：“中

国与南洋，既有坚厚之历史关系，以言地理，义仅一农带水，以言人口，更无

待于论述。然则国人苟言海外贸易者，台此其孰与求?”。可以说，上述思想反

映了民初中国社会大部分人在发展与华侨经济交往关系上的立场。

其次，在政治建设上，华侨回国参政是新政府稳固自己政权的需要。在人

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任何一个新政权产生后，新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尽

快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合法化，为此，它必须力争得到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对

于辛亥革命后诞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来说，它同样也而临着如何尽快巩固自己政

权的严峻问题。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图政治采取两面手法，国内封建力量垂死挣

扎，这一切都恶化了民主共和政权的生存环境，也迫使政府千方百计寻求一切

可能力量的支持。在共和政府的限中，海外华侨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资源，为了

继续获得这份资源的支持，新政府当然愿意在各方面主动做出让步。

民族主义是近代民族国家统治阶级争取民心，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有效手

段之一，为获得民族共同体的支持，民族主义需要培养共同体成员的民族认同。

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首先确定成员们的民族身份，并努力扩大这种民族身份

的涵盖范围，“以民族国家来表现民族身份，是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表现的，如

国籍就是民族共同体确认的现代表现形式。在国家的政治程序中，民族身份表

现为国籍。”⋯因此，中华民国政府要想获得华侨的支持，则必须承认华侨拥有

中华民国国籍，以此来激发他们对中目的广泛认同。

参政权是中华民国国民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中华民国政府既然承认华侨

为中国国民，必然要赋予华侨回国参政的权利。保护本国在海外的侨民是现代

主权国家责无旁贷的一项义务，中国政府既然承认华侨为中国国民，则必须就

华侨居住国政府的虐侨行为(如泗水华侨升旗案)进行交涉。同样，中国政府

既然承认华侨为中华民国国民，那么也就不能对海外华侨对地方政治的意见(如

反对彭寿松专制福建)充耳不闻。

由上可见，自19世纪末开始，世界形势的变迁客观上提供了海外华侨与中

国加强交往的势能。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上述势能之所以能够迅速转化为动能，

①汪兆馅关于懋昭存南洋招殷设立中华实业银行的报告(1 912年9月11日j，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减

档粟．全宗号：103s，案卷号：1407。另见《政府公报》．第7册．第203号(1912年11月20日)．公
文，第487_488页。

②朱镜字：《英属马来半岛》，沈云龙主编：《近代牛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卅辑，序。

⑤徐迅：《民族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98年7月舨，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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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加强双方交往的物质基础。具体而言，民初中

国社会浓厚的民主氛围，活跃的民间组织，从下而上地推动政府与海步}华侨交

往关系的发展。

二、华侨在中国的影晌不断扩大

晚清是中国封建统治走向衰落的最后阶段，19世纪50年代爆发的太平天

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中央集权统治，长期窒息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的民

族资产阶级与其他民间力量开始获得较自由的发展空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

西方国家加强了对中国经济的开发与掠夺，洋务派开展了洋务运动，在此过程

中，中国的交通、工业以及城市化等等都取缛了较快的发展，这些新的经济增

长点给刚刚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其他民间力量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机会。⋯

j905年，中国废除了科举制，以讲授新知识为主的现代化学校在中国社会趟口
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学校成为社会名流长袖善舞的新天地。民间力量活跃的

一个重要标志是以地方士绅和商人为代表的社会名流成为活跃于政府之外的政

治经济力量。w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中国历史发展进入产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社会里，各种文化思潮激昂澎湃，各种民间团体极其活

跃，当时民间社会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新闻事业蓬勃发展。1912—191 8年，全

国新创立的新闻通讯社有20余家，辛亥革命后，“无冠皇帝(H口记者)纷然并

起，报社如林，报章如雨，高谈雄辩，扬厉铺张，当道虚席，社会侧目，炙手

熏天，此为～盛。”②蓬勃发展的新闻媒体业在社会上营造了一种浓厚的民主进

步氛围，开垦出一块民主进步赖以生长发育的二L壤。

在民初一系列涉侨事件发展过程中，民间力量以报刊杂志为阵地，按民主

共和政权的高标准要求政府：而政府因西方国家的威胁以及受自身种种问题困

扰，也不敢过多地违背民意。二者相结合，使中国政府之外出现了～股关心海

外华侨的民问力量，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推动政府主动关心华侨命运的民主氛围。

其主要表现有：泅水华侨升旗集发生后，华侨联合会全体成员～边积极发

动社会各界共同关心海外华侨的命运， 边奔走1二中央与地区政府之间，大力

呼吁政府～改前清政府视华侨为化外之民的陈圳，为华侨在当地的发展争取合

法的权益。在华侨联合会大声疾呼，积极奔走下，中国出现+，社会各界‘j海外

华侨戮力同心、并肩作战的局面，这一点从泗水华侨升旗案的交涉期问产，￡的

民间组织一～国民外交后援会中可以管窥一斑。国民外交后援会分别包括；华

①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举出版社．1998年版．第3_6—382炙．

②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13()砸。转引自白寿爨主编：《中国通史》第li卷．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9年舨，第l《)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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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联合会、统一人民社、民国公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协会、豫晋秦陇协会、

二【：党、工商勇进党、招商会、华商联台会、社会党、寰球中国学生会、光复总

会、共和宪政会、全国商团联合会、盐业协会、商学青年联合会、广西共和协

进会、惜阴公会、民生国计会、西北实业协会、大同公济会、工业建设会、报

界同人国货维持会、泉漳会馆、潮州公所、国民总会、万国改良会苏州支部、

大同民党等等。呲从以上可以看到：国民外交后援会的成员集中了来自全国各个

地区、各行各业的俊彦，这些人在上海这座当时思想活跃、媒体发达的国际大

都市里，为海外华侨的命运并肩作战，他们的行动所引起的社会效应是可以想

见的。

正是在他们的积极呼吁下，政府就此事与荷兰政府进行了较严正的外交交

涉，而泅水华侨升旗案也引起了全国人民开始广泛关注海外华侨的生存发展问

题，这与历次华侨受虐待案只在闽粤等侨乡引起小范围的反响相比，其变化是

较显著的。

同样地，借助于民初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形势，华侨参政权的讨论进一步扩

大了华侨在国内的影响。

华侨参政权的讨论与泗水华侨升旗案几乎同时发生，有关此事的讨论成为

当时临时参议院重点讨论的议题之～，该议题一直从南京讨论到北京才产生结

果。在论证过程中，全体议员从情感JL、国家的长远利益上、国家体制上、中

国与华侨居住国的外交关系等方面就华侨参政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由于华

侨参政问题所具有的特殊性，因而它不仅成为政府讨论的焦点，而且也引起了

国内社会各界的J‘泛关注，包括天津《大公报》、上海《申报》、《太平洋报》、《民

立报》、《民权报》等等报纸在内的新闻媒体，对此事的发展进行了大量的追踪

报导。在激烈而持久的讨论中，海外华侨的经济实力、华侨的人口分布状况、

华侨的国籍、华侨与中国的关系等等情况被议员们以及社会各界广泛认识和了

解。

例如，在临时参议院的讨论中，有议员提出华侨并非仅仅限于南洋地区，

在北美、南美、日本等地都有华侨居住，该议员还提出，当时处在英国统治之

下的香港居民、处于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居民是否也属于华侨?罾该议员的上述看

法，不仅将国人对华侨的理解扩展到南洋之外的南北美、日本等地，而且他还

从国家主权的角度对华侨的概念提出质疑，不仅加深了国人对华侨的了解，而

且丰满了围人对国民概念的认识。

另外，华侨参政权的讨论对国家体制中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了激发

①收华侨联合会段各社党等会电，中国第二历史挡寨馆馆藏档案，全宗号二1039t案卷号：532。

@刘士木编：《华侨参政权全案》，上海，华侨联合害，】91 3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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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的爱国之心，使他们继续支持中圉的经济建设，南京临时政府与北京政府

不惜在国家宪法体制上做了修改。例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选举法大纲第三条

第二项规定：在中国居住一年以上的国民才拥有选举权。在临时参议院的讨论

中，有议员提出为方便华侨回国参政议政，他建议政府修改上述关于选举法的

规定，规定华侨不受上述居住时间的限制，从而达到在事实上、法律L都不妨

碍华侨回围参政的目的。。《临时约法》本来只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实行范围

外延到西藏、青海、蒙古等处，海外华侨最初并未包括在其中。但参政权讨论

的结果是《临时约法》的上述规定做出了修改，政府在《临时约法》中重新规

定了一种特例，从而使华侨能够选出六名议员参加国会。

参政权是～个国家国民应有的权利，cp国政府之所以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赋予华侨，其中最主要依据之一是：依照】909年中国国籍法，华侨属1二中国国

民，而绝大部分的海夕}华侨也视自己为中国国民。但实际上，自1909年中国国

籍法公布后，中国政府既没有对海夕}华侨进行登记，华侨也没自到所在地的中

国领事馆领取证明自己国籍的有效证件，华侨为中国国民的身份特征大都只停

留在中国政府的文件上以及海外华侨的思想意识里。

在1912年关于华侨参政权的讨论过程中，为了避免因华侨回国参政而引起

种种法律上的冲突以及导致中国与外国的交涉，有议员提出必须根据客观事实

“必先制定国籍法后，始可言选举。”。至此，华侨的中国国民身份被中国政府

正式摆到桌面上进行讨论，1912年修订《国籍法》时，原拟采取国际通行的属

地二}三义(即出生地主义)，后经华侨革命党人白蒴洲力争，才改为以血统主义为

主，j面以出生地主义为辅。1912年】1月18日，中华民国第一次颁布国籍法，

该国籍法在原则上采取以血统主义为主，以出生地主义为辅，这与清末国籍法

纯以血统主义为原则，有所不同。但基本上符合了海外华侨视自己为中国人的

要求。。此后，政府在1914、1929年的国籍法的制定中部大致沿用了1912年颁

布的国籍法。

中国公民的身份特征是今天人们界定华侨身份的最基本特征。民初，现代

意义的中国国民(公民)开始产生，在有关华侨参政权的讨论中，海外华侨的

中国国民身份也开始真正得以承认，在这一层意义上，华侨参政权的通过标志

着现代意义的华侨真匹产生。

华侨获得回国参政的权利，这～点为华侨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加深提供了制

度上的保障，此后，海外华侨借助上述的条件，以自己对中困的～片赤诚、手

中掌握的经济优势、以及出色德行等等特征，逐渐赢得了国内各界人士的支持。

①同r书，第35页。

②同上书，第53页。

③《政府公报》，第7册，第202号，(民国兀印11月1 9目j，法律，第313—318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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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2一1923年间，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被赶下台后，当时北京、上海等地有

关人士提出由黄仲涵、林文庆和陈嘉庚三人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

华侨在国内的影响至此达到了顶点。j7

华侨联合会领导下的海外华侨反对彭寿松专政福建事件，是海外华侨利用

自己在中央政府中的影响力，对地方事务进行冲击的一次尝试，它不仪维护了

侨乡人民的利益，而且列0：海外华侨与中国关系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早在福建光复初期，新加坡华侨便组织了保安会，推举陈嘉庚为会长，专

门筹款救济闽省及维持治安。在一个多月时问里，保安会共筹集，20多万元寄

给福建省都督孙道仁。当时的闽省贝才政空虚、人心动摇，新加坡闽侨的这笔款

项如同一场及时雨，对稳定当地社会秩序产生了良好的效应。。但此事所影响的

范围毕竟只限于闽省境内，相比之下，华侨反对彭寿松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则是

全国规模的。在华侨反对彭寿松在福建专制事件的处理过程中，由于华侨联合

会的积极呼吁，海外华侨在短时间里便筹集了15万元，支持岑春煊督兵入闽，

而财政部也出于对华侨强大经济实力的信赖，在政府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同意借五万元给华侨联合会，支持他们反对彭寿松专政。这一些事实使各地方

政府认识了华侨在地方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众所周知，民初的中国政治动荡、

经济衰退，各地方军阀在混战中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财政问题的困扰。为此，他

们绞尽脑汁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而海外华侨在反对彭寿松专政一事中的表现，

无异于给各地方政府提供了解决财政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因此，在民国时期，

无论是侨乡、还是非侨乡政府都极力拉拢华侨，例如，1913年，在北京政府通

过华侨回国参政的决定后，福建、云南两省也出于联络华侨感情、吸引更多侨

资的目的，提出让华侨在闰、滇两省省议会中也有议员专额，上述建议遭到了

参议院的否决。⑧除此之外，各地方政府还频频派官员前往华埠视察，笼络侨心，

他们的行动使民初之后，华侨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多了一张新的网络。

由上可见，在民初特殊的形势下，海外华侨在中国各方面的影响不断地扩

大，它极大地增强了华侨参与国家建设的自信心，进一步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

同，在此基础上，华侨民族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

第三节民初华侨联合会与华侨民族主义

民初，海外华侨在中国政治、经济等等方面的影响玎i断扩大，华侨民族主

义不断取得迅速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社会建立了一些新的华侨

①李盈慧著：《华侨政策与晦外华侨民族主义(1912一1949)》，台北。国史馆，1997年版．第158页

②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岳麓书社，1998年扳．第3页。

③《政府公报》．第l册．第2】号，(民国元年5月21日J，附录．第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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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华侨与中国的交往发展中获得了新的载体，华侨民族主义获得了新的活

动舞台。华侨联合会是上述新载体中～个典型，华侨联合会在民初的发展历程

浓缩了当时东南亚华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折射出当时华侨民族主义

发展的诸多特点。o一华侨联合会主要在国内开展活动，对此，有人认为它是华

侨中国化的典型。但事实上，华侨联合会在与中国政府交往的过程中，它不断

站在华侨的立场上，发出华侨自己的声音。

一、华侨联合会的产生经过

华侨联合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侨联组织，它的产生，完全是民初海外华

侨与中国关系发展的结果。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海外华侨无不为之扬眉吐气，他们纷纷派出自己

的代表回国，“参预改革事业”。圆这些华侨代表汇集到上海后，他们感到，在共

和政权甫立的历史转折时期，必须将海外华侨联合起来，加强华侨与祖国的联

系，为新生的民主共和国做出更大的贡献，“一方面对于政府欲补助其建设，一

方面对于华侨谋未来之幸福，因念欲使此两方面之行动，能活泼而有力，非组

织～完全之团体不可。”锄最初提出成立一个组织来沟通华侨与祖国联系的人是

槟榔屿代表吴世荣、徐瑞霖，泗水代表庄啸国、王少文，巴达维亚代表白濒洲，

新加坡代表吴应培、谢碧田等人，他们的提议得到了美洲华侨代表温雄1毛、冯

自由等人的支持。当时，白濒洲提出将该组织的名称定为“南洋华侨联合会”，

但其他代表则认为该名称涵盖范围太狭小，不能代表全世界的华侨，因而改为

“华侨联合会”。商议已定，众代表分头进行筹建工作，吴世荣、徐瑞霖两人前

往南京向孙中山请示，王少文留在上海，负责起草联合会章程及组织机构等等

问题，而庄啸国、白濒洲二人则前往南京，向内务部注册。创建华侨联合会的

提议得到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大力支持，1912年1月25日，临时政府总统孙中

山给吴世荣等人的呈文做了批示：“查该代表等组织华侨联合会，以谋各方面公

益，爱国热诚，深堪嘉尚，所订简章十八条，宗旨既极正大，条理亦复分明，

自应准予立案，以资保护，而促进行。”“在内务部，庄、自二人的提议“全得

各国务总次长及参议院议员之赞成。”。在得到中央政府的首肯后，华侨联合会

于1912年2月8目在上海张园宣布成立。在会上，与会者公举汪精卫、是世荣

①目前国内关于华侨联合会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杨立强教授的《华侨联合会与孙中Ll

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1912一1919)》，张希哲主编：《华侨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1寸会论文嶷》

台北，国史馆．1997年8月版。以及上海社会主义学院陈昌福未刊论文《民初华侨联舍会》。

②《华侨联台会过去一年之略史》，华侨联台害编：《华侨杂志》第2期，史编，第12页。
@海外华侨代表吴世荣等为组织华侨联合会呈文(1 912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
号：26，案卷号：011，缩微号：16J00()1。

④大总统孙文批示(I 912年1月25目j，中斟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26，案卷号：0 Jl，

缩微号：】6J0001。

@《华侨联台会过去一年之略史》，华侨联台会编：《华侨杂志》第2期．史编．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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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副会长，并商定此次成立的联合会作为i临时机构，宣布的简章，作为临时

章程，待～年之后，再由海外各分会与国内的分会一道召开『E式会议，选举正

式的职员，制定正式的组织章程。至此，华侨联合会的组织工作基本结束。

上海华侨联合会成立后，海外各华埠也纷纷成立分会，华侨联合会取得了

较大的发展。按照原计划，华侨联合会于1913年5月8日在上海举行了正式选

举大会，海外各埠华侨联合会代表聚集上海，以投票方式重新选举了会长、副

会长及机关职员，制定并通过了联合会的正式章程共lO章48条，以泗泾路1

号为联合会会址，(后迁至法租界陶尔斐司路56号)。

以下是华侨联合会正式选举产生的正副会长、组织机构及其成员：一

会长：汪精卫

副会长

总务科

秘书科

会计科

报务科

交际科

评议部

评议员

吴世荣

曹谦 杨汉翔曾连庆(前一人为主任，后二人为踟任，

下同)

白濒洲谢碧日1刘士木

邵南棠邓克章吕傅铭

连雅堂廖嗣兰翁方鸠

苏君明徐瑞霖朱春雷

评议长陈匪石

李登辉王仁堂吴少候邵成功刘子芬方遁之蒋逸

波 陈楚楠陈武烈吴应培庄啸国

汪精卫虽不是华侨出身，也没有参与华侨联合会的筹建工作，但他追随孙

中山在南洋宣传革命多年，在侨界享有较高的声誉，因此，华侨联合会把他选

为临时机构和正式成立时期的正会长。然而，汪精卫从未箍会视事，诚如吴世

荣所说的：“正会长汪精卫先生勤劳国事，奔走南北，嗣又求学欧洲，到今未归，

鄙人兼理其事，尤觉力有未逮⋯⋯”。可见，华侨联合会初期的工作，主要由吴

世荣等人主持。1912年4月，吴世荣与王少文曾～度离开上海，返回南洋筹建

华侨联合会分会事宜。在离开上海前，他举荐了归国不久的新加坡侨领、同盟

分会会长陈楚楠代理其职，并获得其他成员的同意。于是，陈楚楠便主持了自

1912年4月到1913年正式选举前华侨联合会的工作。@

在正式选举大会后公布的《华侨联合会章程》中，组织者明确规定了联合

会的性质与宗旨等等内容：。

@参见陈昌福未刊学术论文：《民初华侨联合会》。
@《华侨联合会选举会》，《民立报》1 913年5月Io旧。

③《华侨联合会纪事》，《民立报》1 912年4月20日．

④华侨联合会编：《华侨杂志》，第一期，】9】j年J】月版，第l—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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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纲

第一条：本会为海外华侨与内国联络之总机关(以下两条略)

第二章： 宗旨

第四条：本会对于祖国则代表华侨协助实业政治之进行，对于华侨则联络

各界力谋保护发展之方法。

第五条：本会不分省界，不涉党派，专以谋侨界各事之进行为职志。

笫六条：本会专诚联络海外团体，互通声气，以坚华侨内向之心。

第七条：本会对于华侨归国振兴实业，发展商务，力任提倡劝导，并辅助

其进行。

第八条：本会得在各处组织分会以广范围而谋普及。

第三章：责任

第九条：凡华侨返国或游历或考察商务，本会有招待指导之责任。

第十条：凡华侨返国被人欺凌或受诬蔑，本会有代为呼吁之责任。

第十一条(略)。

第十二条：本会有不时调查国务商情，报告分会暨与本会有联络团体之责

任。

第四章：特权

第十三条：本会蒙民国政府允准，有发给护照之特权。

第十四条：凡领有本会护照者，于我民国领土以内，有受政府暨地方官厅

特别保护之权利。

第十五条：凡华侨返围谋创各种实业，有须向政府或地方官厅交涉者，本

会得直接向该辖之行政官厅呈请之。

第五章：分会(略)。

第六章：会员(略)。

第七章：职员

第二十八条：本会设办事职员如左：(一)正会长一人，副会长。人。(．)

总务科主任一人，协任二_：人(三)秘书科主任～人，协任二人。(网)会计科主

任一一人，协任二人。(五)报务科主任‘人，协任二人。(六)交际科主任一人，

协任j二人。

第二十J九条：(略)。

第三十条：(略)。

第八章：会议

第三十一条：本会设评议员十二人，任期⋯年，得连举连任。

第三十二条：评议员中互举一人为议长，开会时以议长主席，议长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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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任之。

第三卜三条：每月之第一星期E{开评议会一次，以议决木会～切进行事务，

但临时有要事发生得由会长清评议部开临时会。(其他各条略)

第九章：选举(略)。

第卜章：会费(略)。

第卜一章：奖劳(略)。

第十二章：附则(略)。

由于华侨联合会跳出了传统华侨社团的地域、方言、党派等畛域，直接创

建于中围困内，在服务宗鲁上以增强华侨对中国的内向心，改善华侨在居住国

的待遇为中心，符合辛亥革命后海外华侨民族主义发展大势，因此，它的领导

地位得到了海外华侨社团的普遍认可。在南洋地区，各华埠或组建华侨联合会

的分会一一华侨公会，或由原有的商会、书报社、中华会馆等组织直接承认华侨

联合会的领导地位，一年之问，单单英荷两属殖民地，同意接受华侨联合会领

导的华侨组织(包括新成立的华侨公会在内)“不下二百余处。”⋯1913年1月21

日，华侨联合会举行大会时，台湾华侨代表连雅堂前来参加。。在大会上，连雅

堂被推选为报务科主任，他与协任廖嗣兰一道，倡议并创办了国内第一本侨务

期刊一一《华侨杂志》。@美洲与非洲等地也成立了华侨联合会，1913年11月

《华侨杂志》创办时，非洲杜省的华侨联合会还给该杂志捐赠了两英镑。固此外，

华侨联合会也曾于1913年，在国内福建、广东等地设立了自己的分会。华侨联

合会的建立，无异于在海外华侨与中国之间编织了一张无形的网络，通过这张

网络，海外华侨原有的、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等等纽带建立的、彼此间分裂

隔阂的板块结构逐渐衔接成一体。从此，海外华侨与中国的交往关系、华侨民

族主义发展获得了新的载体。

华侨联合会成立后，其各项工作得到了中央政府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例如，

在《华侨杂志》于1913年11月创办时，孙中山便以个人的名义为该刊物捐款

两百元，该款项是当时《华侨杂志》所获得的数额最大一笔捐款。当时陆军总

长段祺瑞、前教育总长董鸿神、浙江都督朱介人、前交通部总长朱启钤、福建

都督孙道仁、云南都督蔡锷、四川都督胡景伊、山西都督阎锡山等等政要都给

《华侨杂志》发来贺词，盛赞华侨联合会及《华侨杂志》在联系海外华侨、支

①《坐侨联台会过去一年之略史轧《华侨杂志》第二期，1913年12月。

@台湾《日日新报》第5994号，大正6年3月8 U，第六版。转引自：许雪婀：《台湾中华总害馆成立

前的“台湾华侨”(1895一192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2(j期，l 991年6月，第112页。

⑨陈昌福未刊学术论文：《民初华侨联合害》。

④《华侨杂志》第一朗，捐赠芳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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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祖国建设方面的丰功伟绩。“

《华侨杂志》是中国国内第一一本有关侨务问题的期刊，它先于何海呜1921

年创办的《侨务旬刊》还早了八年，开华侨问题研究之先河。《华侨杂志》创办

目的主要是出于促进华侨与中国之间相互了解、密切双方交往关系的需要。。

为了真正发挥沟通华侨与中国关系发展的桥梁作用，《华侨杂志》在内容形

式上做了周密的安排。该杂志每月一‘期，现今能见到的只有它出版的静三期。。

从前两期的内容来看，该杂志辟有言论、调查、实业、史编、时事一月记、文

苑、杂录等栏目。言论栏目主要发表一些华侨对中国侨务发展的意见，华侨在

海外拓殖的得失与解决方案，日本南进对东南亚华侨的影响及刑付办法等等。

如第一期就载有；《论闽粤移民事业》、《日本与南洋》、《侨事通沦》等等文章。

调查栏目主要介绍海外华侨的发展现状(包括华侨人口、社会地位、经济实力

等等)，呼吁国人对这些问题加以芙注，如第一期载有《纪旅日侨商之失败》《加

拿大华侨之悲运》等等文章。，实业栏目主要介绍华侨在当地的经济以及国内的

工矿业等等发展现状，如《地实粲然之爪哇》、《矿法之讨论》等等。史编栏日

主要记载华侨在海外发展历史、海外名人传等等，如《华侨史略序》、《桂太郎

传》等等。时事一月记栏目主要介绍当月中国的财政、外交等等大事。可以说，

《华侨杂志》不失为后人了解民初海外华侨发展概况、研究华侨对中国的认同

以及考究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现状等等历史的一份宝贵资料。

二、华侨联合会与新生的中华民国政权

由于华侨联合会应时代潮流而生，它借助于当时国内外有利的环境，代表

海外千百万华侨在中国内政外交建设等等疗面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例如：在前文已经论述的关于华侨参政权讨论、在泅水华侨升旗案的交涉

以及反对彭寿松专制福建的过程中，华侨联合会都站在海外华侨的立场上，巧

妙地运用自己在国内的良好声誉影响政府，使政府最后做出合乎民主共和原则、

顺应侨心民意的选择。另外，华侨联合会还应邀派代表出席了1912年7月在北

京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华侨代表白濒洲在为期一个月的教育会议中，共

提了有关华侨教育的建议二十一条，教育部为此专门存案，并答应次年逐步实

行。自濒洲所递交的《筹划南洋华侨教育草案》，是与刘士木共同草拟的，其主

要内容包括：将南洋华侨划为八区，准各匦．没立学务总会与分会，并没立通俗

教育会、图书编译会；另由教育部派查学员，每年分区考察华侨教育：并出中

国政府在南洋设立中学校、师范学校，同时奖励学董、学生与教员；已停办之

①《华侨杂志》第一期，祝词。

②《华侨杂志》第1期，1913年11月版，秘l司，第6¨。

⑤陈吕福未刊论文《民韧华侨联合会》坚持一二期浇．而夏垦大学历史系杨立强教授认为是凹期，前两期

藏于上海图书馆，后两期藏子北京冒书馆，笔者目前所能见剖的只有藏于卜海图书馆的前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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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学校从速恢复；华侨在欧美的留学生宜招考录用；宜补助华侨留学外国大

学等等。1913年北京政府陆续公布有关华侨教育的法令，正是白濒洲等人建议

的逐步实行。⋯此后，白濒洲还在中央教育会议中，为海外华侨争取到了兰个华

侨议员的名额。。1912年修订《国籍法》时，原拟采取国际通行的属地主义(即

出生地主义)，后经华侨革命党人白蕴洲力争，改为以血统主义为主，而以出生

地主义为辅。1912年11月18日，中华民国第一次颁布国籍法，该国籍法在原

则上采取以血统主义为主，以出生地主义为辅，这与清末国籍法纯以血统主义

为原则，有所不同。但基本上符合了海外华侨视自己为中国人的要求。@

华侨联合会所取得的上述胜利对华侨与中国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

国政府给予华侨参政权，无异于从法律上承认了华侨为中华民国国民，受此鼓

励，海外华侨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中圈的政治经济等等方面的建设。国籍法中

坚持血统主义为主原则，为海外华侨保留自己的中华民国国民身份提供了法律

上的保障，为他们发展与中国之间的交往关系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也为中国

政府就华侨的保护问题同各个华侨居住旧政府进行交涉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而海外华侨教育通过华侨联合会的努力，逐步纳入中国围民教育的体系，它实

际上在华侨与中国之间架设了一道新的交往渠道，为增加华侨的华夏向心力提

供了保障。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民初中国社会百废待兴，中央政府职能残缺不全的

情况下，华侨联合会主动承担了政府保护海外华侨，培养华侨内向之心等等相

当一部分侨务工作，并用自己的力量积极地捍卫民主共和果实。该组织的出色

工作，使之成为民初一个“最有声誉、最有价值之团体”。④正是由于华侨联合

会在民初国内事务中所具有的重要影响，注定了它遭到袁世凯为首的专制力量

的打击。

1912年7月，北京《时报》刊登了一则《南洋七州府华侨公电》，声称同

盟会与华侨联合会贪污华侨捐款数千万元，两会领取各省军政府执照到南洋“勒

索华侨以饱私囊”等七条罪状，要求袁世凯解散两会。@华侨联合会得知这一消

息后，十分震惊，立即派当时驻留北京的白濒洲前往《时报》编辑部索要电文

原稿。《时报》编辑部拒绝了白濒洲的要求，白濒洲随即将该报告上法庭。后来

经过法庭与白濒洲等人的调查，发现《南洋七州府华侨公电》发报那天，参议

院、国务院与国家电报局等部门根本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南洋的电文。在事实面

前，《时报》最后承认该电文来自总统府，由于此事涉及最高统治者袁世凯，办

①李盈慧著：《华侨政策与海外华侨民族主义(1912．1949J》．台北，国史馆，1997年版．第478页。

②《华侨联合台过去一年之略史》．《华侨杂志》第二期．1913年12月版，第14页。

③《政府公报》．第7册．第202号．民国元年】1爿19日，法律，第313．318页。

④《华侨全体联合大会之先声》，《申报》1919年9月9日。

⑤《同盟会、华侨联台会公电》，《民立报》1 9i2年8月3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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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人左右为难，最后乃草草收场。。

《南洋七州府华侨公电》事件以事实的方式告诉了华侨，民初国内政治斗

争仍然十分错综复杂，中国距离真JlJ的民主共和仍然十分遥远，丽华侨联合会

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果然，自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民生力量就与北京袁世凯为首的号制力量

进行丁激烈的较量，1913年3月20 H，袁喧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此事最终

酿成民主与专制两股势力之间的正式冲突。七月，孙中山、黄兴等人领导的“二

次革命”爆发。“宋案”发生后，尽管当时“舆论沸腾”，但华侨联合会依然“静

观其事，以待法庭之判决”，坚守自己“不涉党争”的政治立场。然两，4月25

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正式公布该案的证据后，华侨联合会再也无法保持沉默，

它一边“通电各属，以释群疑，”一边在报纸上声讨袁世凯的犯罪行为，“我华

侨二十年来赞助革命之志，输钱、捐生命，忍辱负痛而不辞者，亦以中国共和

而人民得享无疆之幸福尔，夫人民固有监督政府之责电，无论袁为总统、赵为

总理，而有违法犯罪，人民固当弃之，即以孙为总统，黄为总理，而有违法犯

罪，人民亦当弃之，人民之监督政府，但当论其善恶，不当用其感情也。”国该

声明大义凛然，掷地有声，清楚阐明厂海外华侨坚决捍卫民主、捍卫共和的严

正立场，抨击了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的犯罪行为。二次革命失败后，华侨联合

会成员受袁世凯势力的迫害，不少人纷纷回到东南亚各地，华侨联合会在国内

的工作也一度陷于基本停顿状态。固

但华侨联合会并没有随着大部分侨领的南返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反，二次

革命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注定了cp国离不开华侨的支持，而东南亚地区形势

的变化也要求华侨必须为建设～个强大独立民主的中国而继续奋斗。在上述两

股力量的作用下，华侨联合会于1919年叉重新组建，其简要经过如下：

1917年秋，新加坡侨领林义顺回圉途经上海时，提出重振华侨联合会的意

见，他的建议得到了原华侨联合会老干事、时任复旦大学校长兼华侨和平期成

会会长李登辉的支持。李登辉与谢碧田以及吴应培等等十余人一道，经过一年

多的准备，于1919年4月成立了一个|窿时于事部，由李登辉、吴应培、陈金山、

傅溪水、朱遐九、谢碧田、崔适约七人为于事；由千事公推李登辉为正干事长，

吴应培为副干事长，并公举李清泉、施能泳为名誉干事长。此后，华侨联合会

又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又重新活跃J：国内的政治舞台上，在维护国家的民主共

①华侨代表报告录》，《民立报》1912年lo月8 ti。

②华侨联台会自自书》，《民立报》19】3年5用18 L]。

③畅立强：《华侨联合会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崮民革命(1912-1919)》，张希哲主编：《华侨与孙中山先生
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1997年敝．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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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事业、保护华侨的合法权益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o

三、华侨联合会与民初中国侨务

协助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办实业是华侨联合会创办的宗旨之’，也是它成立

初期颇有成就的工作之一。民初，华侨联合会除了通过《华侨杂志》向海外华

侨介绍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现状，解释政府的有关政策法规等等工作之外，联

台会还热情接待回国考察商务，殖产兴业，探亲游历的海外华侨。

民国元年5月，华侨联合会在接待巴城华侨代表邱心容等人的欢迎会上，特

邀沪军都督陈其美和张人杰等要员出席，希望“转致海外华侨回国兴办实业”。。

次年4月22日，华侨联合会又专门开会欢迎回国考察商务的华侨商人李振和、

王源水、余西畴、吴瑞清等人，吴世荣在致词中表达了该会对李氏等人此行的

欢迎与希望，李振和等人也“相继答谢，各述所谋之事，”之后，联合会会员连

横与曹谦“演说中国现势及华侨兴办实业之事”。④1919年5月，华侨联合会召

开盛大欢迎会，欢迎加拿大华侨李燮南、巴东华侨匣光盛等人，干事长李登辉

在欢迎会【二表示，对李丘等人回国创办中国实业公司的爱国之举，“本会当全体

协助进行，务期达到美满目的。”蛳民初，上海成为海外华侨回国投资的首选地

区之一，从1912．1919年，华侨在当地创办的大中企业就有13家，投资总额达

1600多万银元，占上海这8年间全部投资额的36％强。@应该说，这一成绩背

后，华侨联合会的积极穿针引线的功劳是不可抹煞的。

此外，华侨联合会还积极支持国内的经济建设，1912年6月上旬，驻留武

昌的黎元洪副总统请求海外华侨帮助重建受战火破坏的汉口镇，时任华侨联合

会代理副会氏的陈楚楠专门为此事赶赴武昌，经过考察后，陈楚楠同意发动海

外华侨支持汉口的重建工作，@后来此项工作因“二次革命”而搁浅。为了更好

地引导海外华侨回国办实业，华侨联合会在福建、广东、云南、湖南等地进行

了经济调查，例如，在开发湖南矿业问题上，联合会先后派出六人前往长沙与

都督谭延闽等湖南省政要进行会商，并分别在平江等县进行实地勘察，提出先

修筑铁路，开辟航道以改善交通条件，引避机器开采金、银、铜、锡等矿的可

行性，又从当地取得数十种矿石标本、各矿分布图，拟分寄各埠华侨商会，以

资宣传、招徕。陈楚楠还被聘为湖南省交通司顾问，受委托“前往南洋各埠招

①杨立强：《华侨联合会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j912．1919 J》．张希哲主编

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1997年版．第257页。

②《华侨联台会纪事》，《民立报》1912年5月7日。

③《华侨之欢迎会》，《民立报》191 3年4月24日。

④《4#侨联合会欢迎会纪事》．《申报》1919年5月28日。

⑤杨立强：《华侨联台会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1912．1919)》．张希哲主编

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舍论文集》，台北，国史馆，J 997年版．第266页。

⑥《o#僻联合台纪事》，《民立报》1912年6 H“}L!。

《华侨与孙中山先生

《华侨与孙中山先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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徕华侨归办实业”，他表示：“当竭其能力以报效于我祖国也。”。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抵制臼货、倡用国货，是中国工商界实业救

国的主要举措。华侨联合会积极组织领导海外华侨开展抵制曰货、倡用阁货运

动，这部分内容将在后文展开，兹暂按住／1i提。另外，华侨联合会还极力保护

华侨在国内的合法权益。著名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注册案便是一例。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由侨商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创办，1909年于香港注册，

19l 5年向北洋政府立案获准。辛亥革命胜利后，海内外中国人民族自豪感倍增，

他们都喜欢购买南洋兄弟公司的产品。在广大华人的支持下，南洋兄弟公司业

务迅速扩大，从1912年到1917年问，南洋公司的产量提高了610％，。成为国

际烟草托拉斯一一英美烟公司在远东市场的强劲对手。英美烟公司～直将南洋

兄弟公司视为心腹之患，屡次阴谋搞垮该公司。

简照南在经营烟草业之前，曾经营航运、比。当时，清政府在国际上地位极

低，中国人不能领取公海航行执照。筒照南为了业务发展，便加入了日本籍，

取名松本照南。后来公司烟草生意做火，简照南经常穿行于日本、暹罗、安南

及南洋群岛之间，并经常因一些商业纠纷与当地政府进行交涉。由于近代中国

政府在东南亚地区派驻的领事对华侨保护不力，甚至部分地区尚未派驻[}J国领

事，因此，简照南便一直保留其日本国籍，借助于日本的保护来获得其业务的

发展。在当时，象简照南一样拥有双重、甚至多重国籍的海外华侨大有人在。。一

1919年全国抵制日货的风潮中，英美烟公司以简照南曾入日本籍为由，将

南洋公司产品指为“日货”，挑拨中国社会各界抵制该公司的产品。同时，英美

烟公司还花了40万元买通北京政府农商部～‘些腐败官员以及部分安福系众议院

的议员。结果，农商部竟然于1919年6，F；|宣布吊销了南洋兄弟公司的执照，勒

令其停业。消息传出，海内外一片哗然。凶为长期以来，南洋兄弟公司一直秉

行其“振兴国货、挽回利权”的宗旨，被|訇人及海外华侨视为抗击西方经济垄

断的民族工业精英，是华侨企业界的骄傲。当农商部的决定公布之后，南洋兄

弟公司进行了不屈的抗争，它的行动得到厂华侨联合会、上海各大工商学组织

以及海外华侨的鼎力相助。

华侨联合会于事发后，立即致电北京政府农商部质问，并声称：“如尤合法

之答复，将来本会当向大理院提起控诉。”“’同时，该会还发动上海社会各界进

行抗予，6月3日，联合会在上海东亚溜楼宴请了当地报界人士60多人，就南

洋兄弟烟草公司被取消注册、逞罗爪哇华侨受迫害问题等等事件阐述了该会的

①《华侨联合会纪事》，《民立报》1912年7月硼日．，

②中尾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J 958年版．蒴{9页

③《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2页．第82页。

④《华侨联台会欢迎会纪事》，《申报》19l 9年8月14 U．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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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李登辉表示“谓华侨复籍(指拥有双重或多重国籍一一笔者按)，实有

种种不得已之痛苦，中国实业正在萌芽，祖国各界人士多希望华侨回国兴办实

业，现在上海之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等均华侨回国兴办之公司，祖国人士应特

别扶助之，不可因复籍问题，极力攻击，使华侨心灰气短，此事关系中国实业

前途甚巨，甚望报界诸公极力维持。”华侨联合会另一千事朱遐九亦呼吁国人分

清目货与日籍华侨之间的关系，他表示华侨以前加入目籍，并非等于他们不爱

国，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获得经济发展所需的保护。并且，在辛亥革命过程

中，为革命捐献巨款的大多是加入了英、E{、美、荷等国国籍的华侨。因此，

国人不要轻易地把入了日籍的华侨所售商品视为曰货加以排斥，“总言之，华侨

能爱祖国，就是入外国籍，也当亲爱他，崇拜他，如章宗祥、曹汝霖等，虽然

未入外国籍，他既然卖国，我们也要同他为仇的。”⋯

由于受英美垄断集团的收买，加上政府不谙海外侨情，华侨兄弟烟草公司

注册案迟迟得不到解决。华侨联合会于1919年8月底上书农商部，抨击该部违

背1912年公布的国籍法。在呈文中，华侨联合会提出，1918年前后，中国政

府强烈反对荷印政府及暹罗政府强迫当地华侨入籍、服兵役的行为，这表明了

中国政府恪守自己于1912年及1914年颁布的国籍法当中有关出籍的规定，即

依自愿归化外国，取得外国国籍者，以年满二十岁以上，依中国法有能力，并

经内务部之许可者，丧失中华民国国籍。根据上述的规定，简照南并没有丧失

中华民国国籍，因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经理简照南之入外籍，并未经内务部

之许可，亦未呈由现住地方之该管长官呈报内务部总长经其许可，此在国法上

当然不能认为国籍之丧失。”但农商部却因简照南拥有日本国籍而取消其公司在

中国的注册，此举等于中国政府自己否认了1912年及1914年所颁布的国籍法

中有关出籍规定的合法性，而是将加入丁外籍的华侨，全部视为外国人，不管

他是否经过内务部的同意。华侨联合会认为：政府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只能让

海外华侨无所适从，“是钧部之批，直断送千数百万华侨于外人，招徕之谓何?

保护之谓何?”固在政府受人唆使迫害华侨的情况下，华侨联合会毅然表示了自

己捍卫华侨合法权益的决心。李登辉于1919年8月13日开会时声称：“政府既

不能保护华侨，则保护华侨的责任即在本会，务望我华侨协力一致，结成极坚

固、极有势力之大团体，任政府如何黑哨，决不足为我华侨害云云。”。

华侨联台会的严正立场在海内外中国人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共鸣，江苏省教

育会、上海县商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等八个群众组织专门为此事致电国务院、

内务部及农商部，支持华侨联合会的立场，要求政府立即纠正在处理华侨国籍

@《华侨联合会宴请报界纪事》，《申报》1919年6月5曰，第12敝。

@《华侨联台会呈农商部电》，《申报》1919年9日2日．第10版。

@《华侨蹉台会欢迎会纪事》，《申报》1919年8月14日．第l()版。



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研究(191 2一l 9 28)

中的错误做法。电文指出“今者卜海发生华侨复籍问题，一时群情疑骇，众沦

沸腾，而政府尚未有明确之解释，夫既口华侨当然取得中华民国之国籍，凡约

法上中华民国国民所应享之公权私权，华侨当然～律享受。⋯⋯(根据我国国

籍法中关于丧失国籍的规定)则复藉华侨之仍为中华民国国民，于国法上毫无

疑义，为特呈淆国务院内务部农商部钧鉴，迅赐呈请大总统通令各地方长官及

驻外领事，剀切公布凡属复籍华侨仍为中华民国之一分子，应与内地国民享有

同一之公私权利，实力保护，毋得歧视，而免误会。”o

马来半岛、爪哇等地华侨在接到j二海华侨联合会的函件后，纷纷向：比京政

府各部门表示抗议。他们认为：南洋兄弟公司早子1915年便已经向中国政府注

册在案，是属于国货公司，令政府出尔反尔，令侨胞寒心。马来亚育才学校在

致军政府及督军的函电中，诘问唐继尧等人，声称华侨加入外国国籍，乃是凶

为中国政府无法对他们实行切实保护所致，中国政府，1；仅不检讨自己的失职之

处，反而对这些复籍华侨加以迫害，这种举措无异于逼迫华侨与中国断绝关系，

政府电没有必要对华侨实行招徕政策了。。

由于民声鼎沸，加上简照南已于该年5月向日政府办理了出籍证明，于是，

北京政府于1919年9月同意简照南要求复籍的申请，@11月，南洋兄弟公司恢

复了注册权，英美烟草公司借刀杀人的阴谋宣告失败。

华侨联合会除了保护华侨在国内的合法权益之外，它还在维护华侨在居住

地的合法权益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一战结束后，暹罗加快了建设主权国家的

步伐，对华侨实行强制同化政策，当地华侨被强迫服兵役，华侨教育受到压制，

华侨在当地的发展环境一度恶化，当地华侨派代表回国呼吁政府利用出席巴黎

和会的机会，与暹罗政府解决长期以来两国尚未建交缔约的问题，使当地华侨

能够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与此同时，荷印地区华侨也不甘忍受荷兰殖民政府

的歧视虐待，回国呼吁中国政府同荷兰修改1911年两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

《中荷关于荷属领事条约》，给予华侨在当地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维护华侨在

当地的合法权益。在上述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华侨联合会始终站在华侨的立场，

向政府献计献策。。关于此事的洋细经过，将在后文进行论述。

综合以上所述，民初在中国政府对于海外侨情缺乏了解，政府内部的侨务

人彳4相当缺乏的情况下，以华侨联合会为代表的民问组织便承担了政府所应负

的那部分责任(这种由非政府力量来担当政府侨务工作的现象，是民初中国政

府侨务发展的一大特色)，在加强华侨与中国交往关系，维护华侨在海内外的台

①《清求保护复籍华侨之呈文》．《申报》l 919年8月I』臼，第10版。

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85页。

③《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82．87页。

④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减档案．仝宗号?I{)39．案卷号：】0】。全宗号：】∞】，案卷号：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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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益以及捍卫祖国民主共和事业等等方面做出了较突出的贡献。华侨联合会

的活动直接反映，海外华侨对新生的民族国家——中华民国的强烈政治认同，

标志着华侨民族主义发展不断迈向成熟化。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华侨特殊的生活背景及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对于近代

中国社会发展具有特殊的影响。例如：华侨在海外氏期遭受西方国家的歧视与虐

待，圜此，他们渴望中国强大的愿望比国内任何一个阶级都要迫切，他们对中国

民族独立事业的支持也相对突出。另夕}，由于他们处于西方尉家的统治之下，同

时不少人还接受了西方的教育，因此，在整体上，华侨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就比国

内人民更加真实和全面。在华侨与中国交往的过程中，他们始终按照其心目中的

民主政治标准来要求中国政府，“力虽不逮，心犹往之”。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

努力给近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华侨这种促进作用同样

表现在中国政府的侨务政策发展上面，由华侨提出的侨务政策往往更加符合华侨

的实际利益，更加具有针对性，实效性。

华侨联合会是辛亥革命胜利后时代潮流发展的产物。它的产生，为华侨与中

国关系的加深提供了新的载体，借助这个新载体，海外华侨在新生的中华民国内

政外交等等方面的影响不断扩大，海外华侨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不断增

加，华侨民族主义发展也不断地步入成熟阶段。

第四节华侨民族主义的成熟化

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中国社会万象更新，民气大开，海外华侨欢

欣鼓舞。借助当时的新形势，海外华侨归国代表创建了华侨联合会，为海外华侨

与中国之间的交往架发了新的桥梁，为华侨民族主义发展提供了新的载体。在上

述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华侨民族主义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海外华侨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认同

徐迅曾将民族主义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收集和整理民俗，弘扬文化

传统；形成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社会动员；以及文化复兴转变为政治诉求，

向现有的政治权力挑战，最终实现政治权力。”。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民族国家

是民族主义在政治权力上实现的标志，亦言之，建立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发展

成熟化的标志。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根据三民主

义创建了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中华民国。在辛亥革命前以反满为中心的民

族主义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民族主义的服务宗旨渐渐转变为把原来居住于清王

朝领土范围内各民族整合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即朱泫源所说的：由族国主

①徐迅：《民族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皈社．1 998年7月皈，第4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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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转变为国族主义。q’在这前提下，民族主义的矛头开始由对内转向对外，其视

野己经逐渐跳出中国，投向全世界，开始朝着如何保证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

林中立足的大方向发展。亦言之，民族主义逐渐走出传统的窠臼，向现代意义

的民族主义迈进，它成为中华民族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工具，而中华民国亦

逐渐成为维护中华民族在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中谋生存、求发展的根本保证，

中国开始进入政治现代化阶段。

民初，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对海外华侨的冲击是相当明显的，洲水华侨升

旗案使华侨真正体验到中国强大对他们存海外发展的重大意义，为此，他们对

中华民国的政治认同大大增强，与此倒刚，‘#侨获得回国参政权以及海外阂侨

成功反对彭寿松专制福建等等事件，则使华侨看到，自己在新生的民族国家中

的地位，坚定了他们以自己的力量加快中国民主共和事业建设的信心，这～切

都成为华侨民族主义成熟化的重要标识。

继成功驱逐彭寿松之后，海外闺侨还于1913年5月发起j，抗议张元奇出任

福建省民政长的行动，。1925年后连续发起了几次救乡运动，9抗战时期，陈嘉

庚也积极在海内外抗议陈仪祸闽运动，。’这些运动显然都从第一次运动中得到启

发，受到鼓舞。

同样，华侨回国参政也构成了华侨民族主义发展成熟化的～道新图景。在

辛亥革命前后，华侨都声称自己为-p国人，但革命前，这种身份主要是依靠华

侨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及悠久历史的认同来维系，缺乏具体的依据。1909年

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一个国籍法，规定华侨全部属于中国国民，但清政

府颁布了该法律后，并没有在海外华侨社会里进行相应的登记，华侨也没有到

当地中国领事馆中进行注册，上述的国籍法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实行，缺乏

现实意义。革命后，中国政府根据国籍法，允许华侨回国参政，从而在法律j。

最终确认华侨为中华民国国民，华侨对中国的认同最终得到J，中国的承认。烈

方关系自此进入。一个互动发展的新阶段，存这一阶段里，不仪华侨新窖增强j7

剐中华民国的政治认同，而且土生华人电出现了“重新中国化”迹象，他们积

极主动地阿围参加新生政权的各方面建设，华侨在活动空间上的位移以及态度

上的转变构成了华侨民族主义走向成熟化的重要标志。

①旌国主义是指：以民族种姓为工具，以建立新圜家为基的：国族主义是指坦同家为前提、为手段．啦

洒化境内所有种姓．使之成为同一民族为目的。参见朱泫灏：《从族国到国旌：清末民丰玎革命派的民旌士

义》．《想与言》第30卷2期(1992年6月)，第8页。

②《华侨聩合会自白书》，《民立报》1 913年5月18日。

③《厦门华侨志》编委尝编：《厦门华侨志》，腰门，鹭江Ⅲ敝社，1991年版，第128．131豆

④强蛙：《抗战时期阵嘉班发起的抗议陈仪祸刚运动》，《桂林抗战文化史研究论壶=集》笫5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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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侨民族主义开始体现其为华侨在当地谋生存、求发展的主题

民初，由于华侨将自己视为中国人，积极主动地参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等等方面的建设，因此，部分学者认为华侨民族主义是中国民族主义在海

外的延伸。事实上，尽管海外华侨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的反帝反封斗争，把统

一-、强大的中国当作民族主义的奋斗目标，但我们也不能据此简单地把华侨民

族主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等同起来。因为民族主义是一种争夺社会资源的方式，

民族内部不同的阶层，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是不一致的，对社会资源的需求电不

一致。民族主义运动所开发的社会资源，以及以主权为象征的民族国家利益，

并不是全民族不同阶层利益的总和，它代表的是整个民族的整体利益，甚至是

统治阶级的集团利益。因而，尽管各个阶层都高呼民族主义口号，都积极为实

现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而努力，但这一切不能掩盖他

们民族主义目的的差异——为厂争夺到本阶层、本集团所需的社会资源。亦言

之，“社会各阶层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兴奋点有着强牙5j不同的分布。”咄

中华民国成立后，在海外华侨民族主义高涨，华侨在政治上积极认同于中

国的同时，华侨民族主义服务于华侨在当地发展的趋势已经初现端倪。

当时，不少华侨在民族主义的激励F，把自己视为中国人，把中国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等方面的建设视为自己的当然责任，热情支持、积极参与，中国

国内的政治斗争转移到海外华侨社会的趋势也愈演愈烈。对此，部分华侨知识

分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政府与华侨都应该着眼于华侨在海外

发展的客观事实，正确对待双方之间的交往关系。他们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分清，

在华侨眼里，政府与国家是有差别的，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政府是国家的代表

机关，它可以代表国家，但不能取代国家。华侨爱国，是爱国家，而不是爱某

个政府。晚清时期，海外华侨热心革命，他们这样做，并非是反对中国，而是

反对清政府。中华民国成立后，华侨积极支持国家的政治及经济等等建设，他

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政府的单独利益，而是为了国家。圆

在华侨眼里，政府与华侨本来是相互独立，“漠然不相关涉”，双方之所以

积极进行交往，原因主要是因为彼此互有需求。“政府何必于华侨而联络之，其

所以联络之者，无非政府自为计，欲得华侨之助力，以成其政治上之计划也。⋯⋯

(而华侨)希犹殷殷然望政府之惠我者，乃为其自身计，有不得不求诸政府者，

乃如针芥之相引。侨居地必赖保护，而政府则可以保护之，侨民之事必赖提倡，

而政府则可以提倡之。”@当时的荷印地区华侨也表示，“佛果华侨若不受荷政府

①徐迅：《民族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98年版，第50页。

②华侨聩台会编：《华侨杂志》第2期，1913年12月版，言论．第2页。

③毕侨联合会编：《华侨杂志》第2期，1913年12月版．言论．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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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苛待，则久已忘却中国为何物矣。”‘

另外，上述知识分子大力呼吁华侨与中国多进行经济合作，避免过多地发

展政治关系。其理由是政治是华侨之短，经济乃华侨之长，并且在。p困划‘华侨

力量的需求上，经济上的需求远甚于政治。“就华侨与祖国之天职言之，有参政

权，有公民资格，固不能于政治方面。概抛荒。然而就华侨之经验以观，则实

业多，政治少，就华侨之能力以观，则实业易而政治难，就祖国对f华侨之属

望以观，又实业重而政治轻，何也?政治之才国内多有其经验学识均富者，尚

不乏人，即微华侨亦未始不可为治，若努眦则难言之矣。今日中国之每一急务，
只惟实业。⋯⋯然而，国内之人不易肩此大任者，⋯⋯国内所缺，JE华侨之所

长电。”②在此基础上，他们尤其反对华侨过多介入中国的政治、政党斗争。他

们认为：清末以来，海外华侨社会斟受国内政治斗争影响而产生的党派之争，

毫无必要。因为政党之争，其目的在于在国内组织政府，华侨生活在海外，对

国内的政治斗争鞭长葜及，何必去加以理会，更何况中华民国成立厉，t}|国已

经进入了民主共和时期，只要中国政治朝着这个大方向前进，华侨便呵以安心

在海外工作，不必理会国内的政党之争。

由以上沧述可见，在民初，华侨在政治上认同于中国，但他们的认同对象

是强大的中国，而不是某一个政府或政党。华侨认同于中国，为中国的强大而

不遗余力，其目的主要是希望中国在强大后，保护华侨在海外的发展。华侨还

从自己在海外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建议华侨与中国的交往应以经济合作关系

为主，以政治关系为次，尤其反对把国内的政党纷争蔓延到海外华侨社会。上

述观点充分反映了华侨已经认识到自己无法摆脱经济上扎根当地的客观事实，

只有尊重上述的事实，着眼于上述的事实来思考华侨的出路，才能做到更好地

发展于当地。这种思想既是推动华侨政治认同于中国，加速其民族主义发展的

原动力所在，也是帮助我们将华侨民族主义与国内民族主义鉴别开来的特质所

在，是华侨民族主义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识，是我们坚持站在华侨看华侨的

重要依据之一。

总之，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冈开始进入政治现代化阶段，海夕}华侨加强了

对中国的政治认同，华侨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联络进～一步加

深。与此同时，华侨开始认识到自己与中国之间经济利益上的差别，认识到自

己已经无法完全离开当地，重新叫到国内发展。他们这种独立意识影响了其民

族t义，后者开始体现出与中国国内民族主义不同的特质。简言之，华侨强烈

认同于中国，积极为中国的强大而台斗，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帮助华侨更好地在

④《爪哇通讯》(六)续．《申报》1919年6月24日．第6版。

②华侨联台会编：《华侨杂志》第1期，言论．1 9】3年¨Fj刊印，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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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生存发展。从这～意义上说，华侨民族主义至此已经进入了相当成熟的

阶段。至于此后华侨越来越深地卷入中国的反帝反封斗争，华侨民族主义与中

国民族主义越来越近地走到一起，究其原因是民初的中国社会政权更迭频仍，

政府自身难保，无力履行其保护华侨的职责。而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制造的危机，

严重威胁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这’’外来压力最终促成了海外华侨与。丰]国越

走越近。但这一切并不能成为我们在华侨民族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之间划上等

号的理由，否则不利于我们认识20世纪初华侨社会的发展变迁。

三、华侨民族主义≠中国威胁论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同意华侨获得回国参政权，是民初华侨民族主

义发展的结果，也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当时的中国政府从本国的利益出发，

最后通过了同意华侨回国参政的规定，为此，政府不惜冒以下的种种危险：第

一、在他国领土上进行选举，有将他国视为中国殖民地之嫌，引发国际交涉；

第二、不顾华侨已经在当地生活几百年，经济上已经当地化的事实，允许华侨

回国参政，给他们此后在当地的发展留F隐患；所有这些做法，被后来的西方

学者视为是中国侵略他国的行为，是中围威胁论的有力罪证。

事实上，民初中国政府的上述举措，并非中国准备称霸世界的新动向，它

是中国在近世激烈的世界民族竞争中，维护自己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产物。“近代

世界的民族竞争指的是纳入世界整体的民族间对生存的平等地位和发展优势的

争夺。”①自16世纪后新航路开辟之后，欧亚大陆西端的国家以资本主义为动力，

推动着人类历史从过去农业文明时期那种分散、封闭状况向整体、开放方面转

化，世界各地区各民族越来越处于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中，“历史就在愈来愈大

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在这过程中，落后地区人民在丧失了国家的军

事、外交、关税等等一系列自主权后，终T：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所遵循的“物

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原则的残酷性。血的教训也告诫了这些被征服的民

族，在这个以竞争为主旋律、目益一体化的近代世界体系里，任何民族要想获

得生存发展，躲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只有主动应战才有可能继续立足于世界

民族之林。而要角逐_f二世界体系，则必须团结本民族的所有力量，以民族国家

的形式参与其中。

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参与世界竞争的精神武器，它强调国家民族利益绝对

至上，“在民族主义看来，人类最重要的生存单位就是民族和种族；一切其他的

生存单位，特别是个人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只有不计代价的本民族成员的个人

①陈雄牵：《近代世界的民款竞争与近代中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一一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

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皈，第16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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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换来民族利益的实现。在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的眼里，个人的利益和全

人类的利益都是微不足道的，为了维持民族的生存，无论要个人承担什么样的

牺牲都是理所当然的。”u因此，在民国初期，尽管华侨回舀参政会引发困际交

涉，会给华侨在当地的长远发展留下隐患，但由于它有利于当时中华民族维护

国家主权、反对西方殖民统治的最高民族利益，因此，中国政府最终通过了这

项规定。可以说，华侨回国参政是民初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产物，它的舀的是

为了反对西方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生存独立，以此在近代世=界的民旗竞争中

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绝无西方学者所说：允许华侨回国参政是中国称

霸世界的重要一步。

事实上，民初，日本在东北地区，英国在西藏地区，俄国在蒙古地区大肆

地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中国出现厂严重的边疆危机，在列强的瓜分卜^，中国

四分五裂，国几不国，如此一个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落后民族，要侵略他国，

称霸世界，从何谈起?列。j二中国称霸世界的说法，英国学者霍尔曾经说过：“剑

了近代，中国人的霸主地位实际上是中国清朝臆造的一一种虚构”。②今天看起来，

认为中国借助于华侨称霸世界的说法．实际上反映了西方殖民主义耆的险恶用

心，其目的不仅是阻止中国的民族独立，希望中国永远处于世界民族竞争弱势

地位，而且也希望华侨永远得不到中国政府的保护，永远被他们玩于股掌之间。

①刘军中：《民族主义四嘣观》，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一一民族主义与转型时期中国【j勺命运》．长
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②【英1D’G‘F·霍尔著，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东南亚史》下『瓣，北京．商务印书馆，19s2
年版．捧97I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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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一战后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

与华侨民族主义发展

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激起了海外华侨民族主义浪潮的高涨，在东南亚华

侨社会的土生华人甚至出现了“重新中国化”的趋势。然而，随着袁世凯上台，

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动荡时期，民主共和成为军阀争权夺利的遮羞布，这一切

使海外华侨对中国的热情遭到很大程度的削弱。但是，这一时期东南皿地区形

势的变化为华侨加强对中国的认同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第一节一战对东南亚华侨经济的影响

自19世纪中叶起，在曰益整体化的世界市场作用下，东南亚地区逐渐陷入

了单一经济的泥潭，当地经济发展渐渐偏离自己的发展轨道，成为西方经济的

附庸。此外，以英国、德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垄断了东南亚地区的航运业与金

融业，从而加剧了当地经济发展的脆弱性。1914年，一战爆发，炮火破坏了东

南亚与西方国家之间建构的经济交往体系，长期依附于西方的东南亚地区经济

因此受到不小的打击，当地华侨经济也难逃厄运。为摆脱困境，广大华侨在积

极展开自救的同时，也不断地向中国政府求助，上述变化构成了华侨民族主义

发展的新图景。

一、一战给东南亚华侨经济带来的挑战

“(一一战)不是由于在欧洲所损失的生命和物资财产才使它在决定新的世界

史进程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相反，起决定作用的，倒是它造成的一系列的震

动和打击。”(D一战的战火虽然没有烧到东南亚，但战争引起的震动同样导致了

当地社会的重大变革。

一战爆发后，受战争的影响，航行于西方与东南亚之间的船只大量减少，

西方国家提供给东南亚地区的工业品数量急剧下降，而东南亚地区的原料产品

却大量积压，无法外运，经济一片萧条。

1913年法国输入印度支那的商品总值为107，489，638法郎，1918年为33，

213，937法郎，只剩下三分之一。②而印度支那的出口贸易，在整个大战期间，

①c L莫瓦特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0页。

②阮公平：《法属时期越南资产阶级研究》，河内．文史地出版社，1959年版，第68_69页，转引自除善

福：《论华侨在越南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其他(191 9．1939)》，郑赤琰等编：《两次世界大战期问亚洲之

海外华人》，香港中文大学，1989年舨，第14l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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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不能将出口货运往欧美国家而徘侗在1913年的水平上，日¨2，076，ooO吨。。

华侨经济是东南亚地区经济⋯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地经济的变化不可避

免地直接影响到华侨经济的发展。概括而言，在一战的炮火中，东南亚华侨经

济发展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在爪哇岛上，一战给当地经营糖业的华商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在19世纪来

20世纪初，“糖为爪畦最大之出产，有左右荷印经济大势之力量，占输出额之

首位，为世界产量9％。”。当时爪哇糖的生产主要集中于欧洲人手中，“爪哇全

岛而论．制糖厂约180余处，大半为向人营业，而为华人所建设者，不过十余

所丽已。”@在糖的销售环节上，华商则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当时华商主要的

销售方式是包买制，每年距离糖生产还有六七月时，华商便与各个糖厂签订胁

议，由华商按一定的价格，将该糖厂当年所生产糖的销售任务全部承包下来。

防议签订后，无论当年市场上糖价如何升降，糖厂也只能按原来执议上所规定

的价格把糖卖给承包商，而承包商也只能按所定的价格来收购该糖厂的糖。在

承包制的实行下，糖厂只负责糖的生产，而华商则承担了销售搪的全部风险。

一战初期，受战争影响，糖的销售不断走俏。爪哇的华商为利所动，大量

地加入到承包糖的队伍当中，其中不少人为了获得银行贷款，而不惜将自己的

种植园或商店等抵押出去。1917年，“未届定盘(即签订有关划定糖价的协议)

之期，(华商)己争先向各糖厂订定”。。然而，随着战火的不断蔓延，越来越多

的欧洲国家被卷入战争的漩涡中，1915年2月德国开始实施无限制潜水艇计划

后，欧洲各国轮船受损严重，为此，欧洲各国逐渐将各种商船征为军用，航行

于东西方之间的船只更形减少，东南Ⅱ的产品因无法外运而价格大跌。在爪畦，

“初华商与各厂所定之价，系14盾一担(百斤)，尔时市价为16盾也，至是忽

降至15盾，已又落至14盾，⋯⋯己丽忽又落至13盾，各糖商己无不同声呼苦

矣，已叉落至12，直跌至每担11盾而后止，于是各糖商无不蹙颓颦眉，惶急

无措焉。”固为挽回损失，各糖商组织起来同糖厂进行谈判，要求糖厂降低糖价。

但经过13次会议磋商之后，糖厂仍无半点让步。在此情况下，承包糖的华商损

失渗重，纷纷破产。在爪哇，“计本年(1917年)华商所定购各厂之糖，共2400

万担，以每担折阅三盾计，共折l列7200万盾，”学三宝垄是全爪哇糖业最发达的

地区，在上述华侨糖商所遭受的7200万盾损失中，三宝垄竟占了一半，当地破

产停业的华侨商人，比比皆是。在经济衰退的凄风冷雨中，当年的三宝垄“唐

@《越南华侨商业年鉴》，越南堤岸，南越中华总商会出版，1 953年版，第J26页。转引自徐善编上揭义
第14l页。

@正守愚：《二十世纪之南洋》，商务印书馆，lt"4年版，第126页。

@天南浪子：《记爪畦华侨糖业之失败》《东方杂志》第1j卷第2号(1918年2月)，第73页：

@同上。

@天南浪子：《记爪哇华侨糖业之失败》《东方杂志》第l 5卷第2号(1918年2月j，第74页。

@无南浪子：《记爪哇华侨裱!№之失败》《糸方杂志》第l 5卷辣2号(1918年2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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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街上许多高大宏丽之肆，或深深闭门，或幢幢拍卖，令人想其昨富今贫，方

炎剧冷之状态，不禁为之长太息也。”j

资金短缺、航运业落后、工业发展滞后等等不足是东南亚华侨经济的通痫，

因此，一战爆发后，受到经济衰退风浪冲击的并不仅仅限于经营蔗糖业的华侨，

其他行业也概莫能外。

在零售业方面，据爪畦总领事馆1918年lO月份对该地区90家华侨公司所

做的调查显示：在战争期间，因货源短缺，土货无法外运等等麒因，几乎所有

的华侨公司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如吧城(巴达维亚)振合公司以经

营土产与杂货销售为业，“因欧战影响，商场冷淡，货物停滞，合销者无到，不

合销者堆积甚多，加以汇价日高，该月份收入较中立期间(指中国尚未向德国

宣战前)减少12300盾，”吧城德和号(公司)一向咀销售欧美各国的铜铁漆料

玻璃等等商品为业，“因战争发生后，屡屡停滞，不能运到，更兼汇水增加，月

经济损失达loooo盾。”八打威陈宋公司，“因欧战影响，船舶不通，所定货物

不能出口，以致亏本，损失金额为每月1600盾。”四

在缅甸，一战爆发也给当地脆弱的华侨商业造成了严重损失。战前，由于

当地华侨银行发育不良，当地华侨商人多通过印度高利贷者以及西方银行获得

其经营资本。战争发生后，当地经济陷入混乱之中，印度高利贷者及西方银行

为避免损失，只收无放，当地华侨不仅无法借到其所急需的资金，而且还要偿

还原来所借的款项。与此同时，华侨经济的支柱一一大米业却十分萧条，战前，

当地市场上，每100箩(每箩46磅)大米售价120．150盾，但战争发生后，第

loo箩仅售80．85盾，却无人问津。“查全缅积赢未消之谷，较之平时尚余三分

之一，而现在新谷又届登场，则其积压大可慨见，⋯⋯夫旧存之谷未有销路，

而新出之谷，无资可购，故各机厂早已停工。又恐积重难返，勉强开碾，不但

无利可图，明知坐耗资本，亦弗计及耳。”。

可见，在一战的冲刷下，建筑在沙滩上的东南亚华侨经济大厦开始暴露了

其根基不稳的一面。为摆脱困境，东南亚华侨积极寻求解决办法。

例如在航运业方面，华侨迫切希望组建自己的轮船运输公司。在荷属东印

度地区，1916年，华人建立了东印度劳埃德轮船公司，1920年又建立了中国劳

埃德轮船公司。④陈嘉庚在欧战发生后，为了自己业务的发展，先租了四艘轮船，

①天南浪子：《记爪畦华侨糖业之失败》《东方杂志》第15卷第2号(1918年2月)，第73．74页。

②宣战期内爪哇华侨间接损失表(1918年1(1月j．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 039，案卷

号：538。

③本国人往所驻地(仰光)经商情形(1914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8．

案卷号：2119。

④《全景》1 932年12月16日．韦尔莫德：《三宝垄的华人》第21页，转引自廖建裕著．李学民等译：

《爪哇二E生华人政治(1917—1 942)》，北京，中蔺友谊m版公司，1985年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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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又购买了东丰号与谦泰号两艘轮船。“i

战争也给暹罗地区华侨的航运业发展带来了契机，1910年前，德国人经营

的北罗依特航业公司先后打败了英国、挪威和日本的航运公司，垄断了中幽汕

头、香港至曼谷之间的航运业。19lO年后，暹罗华侨不甘忍受德国航运公司的

高价剥削，他们自己创立了华暹轮船公刮，在汕头与曼谷之间与德国人展开竞

争。北罗依特航业公司为了打击新生的华暹轮船公司，它依靠自己的雄厚的实

力，经常有意地压低运费，势单力薄的华暹轮船公司仅仅依靠华侨的支持得以

惨淡经营。一战爆发后，德国势力逐渐从亚洲地区撤出，而华暹轮船公司自此

得以在中国与暹罗之间的航运业中占据优势地位。∞

菲律宾群岛曾被人们称为撤在太平洋洋面上的一串珍珠，各岛之间的汽船、

帆船运输则构成了，将珍珠串起来的绳索。长期以来，菲律宾群岛与其他地区之

间的航运业被西人垄断，当地华侨与越南华侨联合经营的大米贸易也依靠西人

的轮船来运输。一战后，航行于菲律宾地区的西人的轮船数量锐减，受此影响，

菲越之间的大米贸易“乏船可租”。当地华侨“益感自各轮船之必要矣”，他们

创建了怡朗华商轮船公司，该公司 边租借轮船，航行于香港、怡朗、宿务、

马尼刺之问，运输货客，一边计划向广大的华侨集资十万元(菲律宾货币)，以

期自行购置船舶。@

东南亚华侨除了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缓解自己的燃届之急之外，他们还积极

与地区外的华侨携手解决航运滞后发展的不足。1915年9月，中国邮船公司在

美国旧金山宣告成立。一个月后，该公司自太平洋邮船公司所购买的轮船“。p

国号”首航旧金山与上海之间，并取得成功。受此鼓舞，美国华商决定扩大、№

务，购买更多的船只，将美国与中l卅、日本、东南亚等地之问的航运业务烬揽

手中。。为了尽快获得购船所需的资金，中国邮船公司于1915年lo月致函东南

亚各埠华侨社团，呼吁联手建立轮船公司，从事太平洋地区华侨货物运输。。该

公司的呼吁得到了东南亚华侨的积极响应，因此，中国邮船公刊在成立后的三

四年之问即购买了三艘轮船(除中国号之外，还有南京号和乃路号)，获利一百

多万元，资产达四百多万元。并开通了两条航线： 条自旧金山出发，经檀香

山、横滨、长崎、上海、香港至小舄宋，再从小吕宋沿原路返回：另～条自I}_I

金山出发，经檀香山、横滨、长崎、J：海、香港至新加坡，再由新加坡沿原路

返回。

①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长沙．岳麓把社，l㈣8午版，费t17j076页。

②《旅居逞罗之中国人》，《东方杂志》第H卷第4号．(1 917年4月)．第s8—59页。

@周幼葆：《菲律宾华侨航海事业》．《东方杂志》第j 5卷第8号(1918年8月)，第69．70页。

@《华侨扩充邮船公司之进行》(1922年2月14日．牡爪哇总领饽报告)载《外交公报》第“期，译
丛部．第18页。

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l(j38，棠卷号：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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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国邮船公司事业蒸蒸日上的鼓舞，1921年11月，荷印梁炳隆(Nio Peng

Long)在爪哇(巴城)设立了美圉旧金山的中国邮船有限公司在爪哇的分公司一一

中国邮船有限公司(China Mail steamship co Ltd)，该公司是当地第一家华人

轮船公司，它的航线是来往于中国～一爪哇之间。最初只有一艘船，名为‘尼

勒号’(Nile)，载重量为1400吨，航线是香港一新加坡～巴达维亚一三宝垄一

泗水。试行几个月后，梁氏等人认为该公司有发展前途．于是中国驻巴达维皿

总领事欧阳祺连同陈丙定(Tan Pia 1、en譬)、梁炳隆来到东爪哇和中爪哇，推销

该公司的股票。总领事还来到三宝垄访问了颜鸿义(Gan Hong Gie)、郑三扬

(The sam Yang)、黄宗宣(Oei Tjong Swan)和郭祥高(Kwik Siang Kow)。在当地

华侨的支持下，中国邮船公司又增加了一艘轮船‘科雷斯坦号(corjistan)’，航

线延长到厦门。叫

尽管中国邮船公司业务发展迅速，东南亚华侨在航运业方面也取得了一些

成绩，但相比较于美国与中国、东南亚与中围之间急剧扩大的运输业务，华侨

航运业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为此，不少华侨希望中国政府能帮助他们渡

过难关。

1917年8月，中国政府正式对德奥宣战，随后，中方没收了德奥在华的十

艘轮船。海外华侨得知这一消息后，如获至宝，他们认为这是华侨增强自身航

运能力的一次机会。1918年，中国政府在浙江杭州召开华侨会议，讨论将浙江

三门湾开放为华侨农垦自治区域。与会的美国与东南亚各地华侨代表在感谢政

府的优惠政策之余，也坦言指出：三门湾港口水不深，该地区物产不丰富，将

其划作华侨农垦自治区域，条件不太理想。在此次会议上，与会华侨表达了希

望中围政府支持他们发展航运业与银行业的愿望。

当时华侨表示：“政府若有意爱护华侨，莫如将前时没收敌船，由政府悉数

收回，拨交华侨，设局行驶南洋各埠，以便运输，而免外人故意阴压，垄断商

务，则华侨受惠实多。”罾上述建议得到了主持此次会议的政府官员郑国贤的赞

同，他认为向来海外华侨商务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国造船业与金融业落

后，无法扶持华侨在海外的发展。他呼吁政府将这十艘船交给华侨经营的中国

邮船公司代理，用于发展中国与美国、中国与东南亚、东南亚各地之间的航运，

帮助华侨摆脱在货物运输上受制于人的局面。并认为这样做对政府有四点好处，

“一、政府不须自行设局，每年省经费甚巨。二、敌船十艘，闻已有两艘不能

行驶，且各船均无客位，必须修改，政府可省缮修之赘，而有坐享其成之利。

①(印尼)林天佑著，李学民等译《三宝垄历史》，广州

页。

②郑国贤关于保护华侨商务暨修改国籍法办法条议抄件，

案卷号：437。

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94年版．第282。28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m】．



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研究(1 91 2一l 928)

三、免发生国际交涉，如华乙等事。四、藉资联络华侨，冀收其经济之力。”“。许

世英曾代表政府数度出国招徕华侨回困办实业，他也建议政府将德船交给华侨

去经营，声言这是一举两得之策，既能帮助华侨渡过难关，又司以笼络侨心，“俾

扬政治之辉光，而收实业之效果。”。

对于德国船只的最后处理情形，由于笔者尚未搜集到有关的资料，凶此，不

敢妄F结论。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一战期间华侨所面临的经济困境推动他们

主动向祖国找出路，在加强与国内官方、民间联系的同时，也更加认同于中国。

二、战后东南亚华侨经济的繁荣

1918年，一战结束，欧洲各国进入了战后重建阶段，其各种生活用品、工

业原料产品的需求量骤增。乘此东风，东南亚地区经济出现了景气现象，当地华

侨经济也水涨船高，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受战后东南亚地区形

势发展的影响，经济的繁荣电成为推动华侨民族主义发展，增强他们内向之心的

强大动力。

在金融业方面，战争初期，银行业落后使当地华侨吃尽苦头。吃一堑、长·一·

智，经过这个痛苦经历后，东南亚华侨已经认识到银行业的重要性。进入经济景

气阶段后，他们便积极发展银行业，以免重蹈覆辙。在英属马来亚地区，从1903

年广东黄亚福创办第一家华侨银行一一广益银行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共有12家华侨银行在马来亚各地建立，其中和丰、华侨、太平、怡保中兴、利

华、华侨银行、华人联合银行(后改名为大华银行)、万兴利银行都是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创立发展起来的。919l 7年利丰银行成立于新加坡，资本为400万

元，该银行在马六甲、槟城等地设立分行。。1919年英属马来亚最大的华侨资

本银行——华侨银行创立于新加坡，注册资本为2000万海峡元。1934年华侨

银行与和丰银行合并，资本额达到了4000万海峡元，从而成为东南亚最负盛名

的华侨银行。1920年，新加坡还出现了另+一家华侨创办的银行——利华银行，

注册资本为400万海峡元，发行lo万般，每股100元。@在荷属东目J度地区，

这一时期，华侨银行的发展也比较迅速。三宝垄地区出现了马淼泉银行，泗水

出现了中华银行，棉兰也出现了日里银行。。在菲律宾，1920年华人成立了中

①郑国贤关于保护华侨商务暨修改国籍法刀援条议抄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01．
案卷号：437。

②宣慰员许世英关于劝导华侨兴办国内实业拟先从银行航业^手密呈抄件及有关文书(1919年4 J_；{28日j．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寨，全宗号：100l，巢卷号：434。

③郭粱著：《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④丘守愚：《二十世纪之南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2页。

⑥聂德宁著：《近现代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皈，第47页。

@《全景》1932年12月16日．韦尔莫德：《三宝垄的华人》第21页，转引自廖建裕著，李学民等译：《爪
畦土7E华人政治(1917—1942)》，北京，中国友旨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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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银行，资本达lOoo万批索，J924年成立，华兴银行，资本达200万批索。，

战争前后，暹罗华侨金融保险业也取得了较大进步。在保险业方面，1914

年，』。。东人谭民三创设_：r福安保险公司，率先在西方人垄断的当地保险业中撕

丌了⋯个口子。此后，其他华侨纷纷步其后尘，到30年代前，先后在当地成立

r J．海，先施、福安、长安、金星、联泰、永安、潮安、香安、华安等}。个保

险公司。二’地华侨十分支持上述华人保险公司，他们大都在上述公司中办理自

己的保险。在广大华侨的支持F，“各保险公司每年所收入保险费达八九十万

元，其萤业之盛，小稍驱于欧美及日本人所经营者。，”在银行业方面，当地仅有

广东、东方商业、顺福成三家华侨银行，力量不甚发达。但在银行之外，“还有

兑换银洋店称为‘批馆’，每年营业数目达千万元以上。其势力不亚于银行。”。

战时期，东南亚华侨经济实力除了在航运、金融等等传统的薄弱环节上

得到充实外，他们在当地支柱产业中的地位也不断的上升。

在马来皿地区，自19世纪末开始，欧洲资本经营的橡胶园长期在当地的橡

胶产业中占据优势地位。一战爆发后，欧洲人无力维持自己在马来亚地区橡胶

业中的发展，而世界市场对橡胶产品的需求量却急剧增加，当地华侨利用这一

机会扩大在橡胶种植加工业方面的投资，并获得丰厚回报。到战争结束时，欧

洲资本所拥有的橡胶园面积己不占绝对优势地位，1921年，在马来亚222．6万

英亩橡胶园面积中，华侨大约拥有50万英亩，占22％左右。此后，随着世界市

场上橡胶产品价格的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华侨斥资到橡胶业当中。据英国商

务官员报告，到1928年，华侨拥有的种植面积已经占马来亚橡胶种植总面积的

t／3。由于橡胶业的飞速发展，华侨逐渐建立了一张以新加坡为中心，覆盖周边

国家城市，集橡胶生产加工与贸易于一体的橡胶经济网。锄在马来亚另一个支

柱产、』k一一锡矿业中，华侨也利用战火的掩护重新夺回了他们在该产业中的优

势地位。战前，欧洲人依仗自己雄厚的资金及先进的技术，不断吞并华侨在锡

矿业中的地盘，成为该产业中的主宰者。一战发生后，受战争影响，华侨与欧

洲人在该产业中的地位开始发生改变，1920年，华侨锡矿产量占马来亚锡矿总

产量的62％，1927年占59％，1928年占51％，“尽管在比例上，华侨所掌握的

锡矿产量不断下降，但却一一直占据着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糖业是荷印地区的支柱产业之一，一战结束后，世界市场糖的价格除了某

些年份有所下降外，其总体上呈现上升的势头。

①丘守愚

②何汉文

③郭粱著

④郭粱著

《二十世纪之南洋》，上海，商务印书馆．1 934年版，第22页。

《华侨概况》．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第69-70页。

《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北京，经济利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03页。

《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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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1927年爪畦糖价变化表。

年 别 平均价目(单位：盾／每百公斤)

1918 15

1919 28．40

1920 53 45

1921 24．40

1922 1 7．7d

1923 2l 34

192q 24．26

1925 】8 77

1926 1 5．76

1927 1 7 60

因此，尽管在1917年和1918年华侨糖商因糖价跌落而遭受了一定的损失，

但从～战爆发后的十年时间来看，华侨在糖业牛产加工方面的实力不断提高。

据1921年统计，荷属东印度的糖厂中，职工达6人以上的有194问，其中华侨

拥有20间。@从投资资本规模来看，1924年，华侨资本投资糖业达到l 4亿盾，

占当地糖业总投资的16 6％，1929年前后，华侨投资达到2 2亿盾，占糖业总

投资的26％。吲

一战后，华侨在暹罗近代四大产业一一大米、木捌、锡和橡胶业中的地位

总体上得到了提高。在碾米业方面，由●二华侨势力发展神速，至1919年，西方

人在当地所设的碾米厂，不是出售给中国人，就是关闭了。在以后的十年中，

仅曼谷一地大碾米厂的数量已增加到71家，其中有些厂已经用电动机或汽油机

做动力。随着暹罗铁路事业的发展，华侨米商直接把碾米厂设在曼谷以外的稻

谷产区，从1919年到1929年，在曼谷以外的各府共新增，593家碾水厂，这

些碾米厂(包括外府的593家与曼谷地区的71家)至少有80％属于华侨所有，

1930年，据～位日本人的估计，中国人对于暹罗碾米厂的投资训5000万铢。9

在当地锡生产方面，西方的挖泥机采锡公司的产量大约f 1929年力初次超过中

国人小锡矿的产量。所有锡矿(4括西力人锡矿与中国人锡矿)的劳工，都是

以中国人为主。橡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丌始于逞罗生产。，与同 时期的

锡业不同，橡胶业无论从哪一一方面来说，都是为中国人所控制的工业，在20世

①丘守愚：《二十世纪之南洋》．上海，_f召j务印书馆，l 9、；年版．笫j 29—1 3】页。

②郭粱著：《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箢106贞，

⑧丘守愚：《二十世纪之南洋》．上海，商务印书馆，l 934年敝，第127页。

④史金纳(skmner)著：《泰国华侨社台，史的分析》．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问题蚤料详丛》，io卅
年第3期．第116．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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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30年代，西方公司所控制的橡胶种植园只有两个。o

一战时期，东南亚华侨经济一个较明显的进步是建立了一批以满足当地人

民生活需要为目的的民族工业。陈嘉庚在他事业鼎盛时期，除了经营橡胶利，植

之外，他还经营橡胶制品厂，生产胶鞋、轮胎和日用品。这些产品除了供应新

加坡及马来亚其他地区市场之外，还通过该厂在中国、东南亚其他地区以及欧

美等地所设立的100多处分销店，远销五大洲。此外，他还经营米厂、木材厂、

冰糖厂、饼干厂、皮革厂等等，厂房达30多处。。～战后，由于暹罗市场上欧

洲商品紧缺，当地以生产欧洲工业品的仿制品为对象的华侨工业相当兴旺。例

如，当时曼谷华侨刘昌生所办工厂，共有工人一百多人，该厂所生产的靴子，

打败了日本同类产品的竞争，成为暹罗国内市场主要的商品。并且该厂还成为

当地政府官员及军队警察所用靴子、服装以及帽子的专门生产厂家。∞在缅甸，

当地华侨利用欧战时期欧产铁器在当地市场上锐减的机会，发展了～批生产铁

器】．厂。其产品深受当地人民喜爱，欧战结束后，欧洲出产的铁器竟不是其对

手。量

一战时期，华侨经济取得长足进步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华侨社会中出现新

的资本家与家族企业集团。如新加坡当时便出现了以陈嘉庚、廖正兴、蔡子庸、

林秉祥、胡文虎、李光前、林义顺、陈六使等等为代表的百万富翁；暹罗出现

了陈守明的“黉利企业集团”、廖公园的“廪荣兴企业集团”、陈鸿仪的“陈炳

春企业集团”、蚁光炎的“光兴利企业集团”、郑大孝的“顺福成企业集团”等

等企业集团，他们在当地主要产业部门的投资，总计达到了12，300干铢。。荷

印地区出现了以黄仲涵建源公司为代表的华人企业：菲律宾的华人企业则以李

清泉为代表。

新兴的华侨企业家与传统华社中的富商不同，早期的华侨富商的产业主要

集中于流通领域，在商品生产和运输以及金融等等方面依赖于外人，其优势仅

仅体现在商品销售单～层面，仅仅拥有平面优势，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相比之

下，新兴华侨企业家往往采取多元化经营战略，他们不仅在不同的领域、不同

的行业内同时进行投资，而且，努力使自己的产业在生产、加工、销售、运输

与金融等等方面齐头并进。因此，他们的产业既有平面优势，又有立体优势，

其自身的独立自主性得到，加强。

如新加坡林秉祥的和丰公司在20年代鼎盛时期，不仅拥有著名的和丰轮船

①史金纳(ski衄cr)著：《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问题资料泽丛》．1964

年第3期，第117页。

②鄣粱著：《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何汉文：《华侨栅况》，上海，神州国光社，l吣1年舨．第78页。
④傅无闷主编：《南洋年鉴》．新加坡．南洋商报出版韶．}939年版，履部，第J55页。

@(曰)李国卿著．郭粱等泽：《华侨资本形成和发胜》，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杜，2∞o年版．第78．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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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还拥有水泥厂、椒油厂、碾米厂、肥皂J‘，并以600万元的雄厚资本创

办了和丰银行。陈嘉庚在他事业鼎盛时期，他在马来半岛拥有15000英亩的橡

胶园，先后开办了黄梨罐头厂、米厂等工r 30多家，在中围各大城r盯及东南亚、

世界各大商埠开设橡胶分销店100多处，直接代理遍及五大洲，雇刚工人常达

数万名，至1925年资产达1200万元。。7

在1917年爪哇糖价狂跌风潮中，唯一免遭损失的华侨公司是黄仲涵的建源

公司，原因是该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做到了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等部门

共同进步。蔗糖是建源公司主要经营的商品之一，自1894年开始，黄仲涵便陆

续创建了帕基斯、勒佐阿贡、克勒白!跨、汤古朗引、波嫩等等五家糖厂，采用

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生产设备进行糟的加：[，订有租约为其五家糖J．供应甘蔗

的土地面积约有17500英亩或7082公顷。9为了方便自己的产品的运输，黄仲

涵于1912年接管了新加坡华人航运公司～～陈金天父子轮船公司，将其改名为

协荣茂轮船公司，当时接管的轮船有南阳号、万丰隆号、艾登达尔号、强盛号

和强安号等等。

此外，建源公司还努力地发展自己的蔗糖销售网络，该公司积极地在海外

设立自己的办事处。1910年，公司在伦敦设立了分公司一一建源西方代理有限

公司。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即从1910一1911到1914—1915年，该分公司共销

售了72 5万吨蔗糖，年平均销售14 5万吨，最高峰是1911—1912年，销售了20

万吨。此外，该分公司还负责建源公司的其他产品(包括咖啡、胡椒、木薯淀

粉、橡胶等等)的销售，并购买总公司在爪畦的甘蔗种植园所需的化肥。除了

伦敦外，建源公司还于1914年在新力¨坡设立了分公司。在资金方面，创设于1906

年的“黄仲涵联台银行有限公司”为建源的蔗糖与其他产品的生产提供了有力

的资金保障。。正是利用自身完善的经济结构，建源公司成为了一战期间，糖价

暴跌风潮中唯一不受影响的华侨商号，在其他华侨糖商受英、荷、法等国轮船

公司的拒载而遭受严重经济损失时，建源公司依靠自己的轮船继续将蔗糖运到

欧洲、美洲或亚洲其他地区，从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w

除了蔗糖业之外，建源公司还成功地发展，自己在橡胶及其他农副产品等等

领域的业务。据估计，1924年时，建源公司的总资产已经达到了2亿盾左右。@

可见，一战时期，东南亚华侨抓住战争带来的机会，拓展经营。不仅加强

了自己在当地支柱产业中的实力，进一步弥补了自身在金融、航运等等方两的

④林远辉：《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卅『．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99】年版，第320．32l口I。

②(曰j吉原久仁走著，阍南京译：《黄仲涵财团》，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89页。

@(E』)吉原久仁夫著，周南京泽：《黄仲鹾财团》，北京，中国毕侨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90，J 93

页。

④天南浪于：《记爪畦华侨糖业之失败》，《东疗杂志》第15卷第2号(】9】8年2月)，第74页。另见刘
士木：《交通与华侨》，《南洋研究》第2卷第4号，第8页。

⑤蔡仁龙等著：《印度尼西亚华侨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 985年版，第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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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而且，还发展了与当地人民生活紧密相连的民族工业。他们的努力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华侨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减少了对西方经济的依赖，增强了其自身

的独立自主性。华侨经济所发生的嬗变对于当地华社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

由于近代华侨经济从其产生到壮大始终都离不开当地经济土壤，因而，它是

东南亚地区经济⋯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对于当地的土著民族而言，华侨属

于届留当地的移民。在近代世界历史上，移民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产物，他们应世

界经济发展大势而生，因而常常能够对世界经济的新变化迅速做出反应，移民经

济发展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昭示着当地经济发展的最新走向。@东南亚华侨的历史

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国家加快了对东南亚地区的开发

步伐，当地劳动力奇缺，成千上万的华工应世界经济发展之需移居东南亚。在他

们的辛勤劳动下，世界市场把东南业地区拉入了自己的怀抱。与此同时，华侨把

握时代潮流，艰难地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成为了与世界经济联系十分密

切的当地民族经济力量。由于华侨经济所扮演的上述角色，李国卿教授将东南亚

华侨资本称为当地“民族资本的先驱者”。“

由以上论述可见，一战发生后，华侨经济所取得的进步代表了东南亚地区人

民对世界形势变化主动做出的应剥’，他们的进步，实际上是当地民族经济的进步，

他们经济独立自主性的增强，实际上就是当地民族经济独立自主性的增强，是西

方垄断资本对当地经济控制的削弱，是东南亚人民在民族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道

路上艰难迈出的一小步。

第二节战后东南亚殖民政府对华侨的经济打击

一战后，东南亚华侨带领当地民族经济力量在独立道路上的艰难探索，是西

方殖民势力所无法容忍的。为了将东南亚永远置于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维护殖

民者的经济利益，西方殖民者在战后逐渐加大了对华侨经济的打击力度。

在荷印地区，一战发生后，当地政府以防止华侨囤积居奇为借口，对当地

大米销售业进行统制，规定当地大米只能由政府统一从外地采购。当时，泗水

地区华侨曾联合起来，以每担十三到十五盾的价格向荷殖民当局统一购买了一

万包西贡米和八千担暹罗米，而实际上，当时政府从外地购入的成本每担仅自

七盾五方三仙至九盾而己。另外，当局统制大米的制度时禁时驰，朝令夕改，

令华侨商人无所适从，频频遭受损失。例如，政府曾声明放松对大米运出爪畦

①郭粱著：《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n

②夏诚：《近代世界整体观》．成都出版社，j 990年版．第238页。

③(日)李国卿著，郭粱等译：《华侨资本彤成和发展》，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t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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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的禁令，由于当地夕}岛地区大米奇缺，因此，此令一出，外岛米商纷纷到爪

哇岛采购大米。当时梭罗地区一华商以每担十：K六盾的价格向巴城米商购买了

两万余担大米，没想到这批大米刚刚运抵梭罗便被当地政府查封，以每担十二．

盾的价格全数收购，其理由是原来驰禁的条例已经废止，华侨米商吃了一大亏。

总之，当时受政府统制大米制度的影响，当地华商间接直接受损达到六七百万

盾，而荷政府以平跃维持米粮为幌子，获得了暴利。①

1917年9月26日，大战结束前夕，荷印殖民政府即制定了所谓的《战HIJ

所得税条例》，规定从1914年起获利3000盾以k者，必须缴纳30％的“战税”

(所得税)。罾该条例沉重打击了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华侨经济。如按规定，亚

洲糖王黄仲涵必须缴纳3500万盾的所得税，当地另一个著名的华侨企业家黄奕

住则需要交纳1500万盾的税款。。在该条例实行后，当地“不少华人的商号都

因还不起税务而破产。”o

战争结束后，荷兰政府对荷印地区华侨的掠夺更加变本加厉。殖民政府将

1907年颁布的荷兰治理属地章程加以修改后，于1920年1月l曰爿始正式实

施。按照新例(当时华侨称该修改后的章程为新例～笔者按)的规定，华侨遭受

的剥削尤为深重。新例中关于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条文有如下规定：欧美人及与

欧美人同等者所得税之征收标准与土人或与土人同等者f华人归于此列一笔者按)

所得税的征收标准不同，前者年收入不满900盾时可免征所得税，而后者免征

的标准是年收入不足50盾。同样是年收入1000盾的当地居民，前者交纳所得

税的税额是3盾，后者则要交纳45盾；年收入2000盾的华人要缴纳90晒的税

额，而年收入3000盾的欧美人及与欧美人同等的人仅需缴纳税金45盾。如粜

按月来计算，欧美人或与欧美人同等的居民月收入达7s盾者才需缴纳所得税，

而华人月收入5至6盾者就需要缴纳所得税，并目、在这基础上，收入每增加10

盾，其税金则相应增加。“即此一项，我侨每年所纳税款不下数百万之数，与侨

居和属各国人民所纳税款比较，则我侨年中所纳之税为数最巨⋯⋯儿逾全数之

半”。@

荷印殖民政府实行的掠夺政策，给当地华侨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包括

黄仲涵、黄奕住等人在内的华商纷纷将产业从当地撤出，转移到新加坡、中国

等等地区。丽继续留在当地的华侨经济，则在殖民政府的统治F艰难度日，1927

年，荷兰商业势力依靠政府的帮助，成功地迫使三宝垄一‘家华人大银行}_lI]马淼

①《爪畦通讯》(五)，《申报》1919年5月2日，第6版。

②(叫尼)林天佑著，李学民、陈巽华译：《三宝垄历史》．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4年舨．第255页．

③螭仁龙等编：《东南亚著名华侨华人传》．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年4月舨．算l{)9、119厦。

④f印尼)林天佑著，李学民等译：《三宝垄历史》．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4年版．第255页。

⑤收泗水领事贾文献呈(1920年4月23臼)，q、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令宗号：1039．絮卷号
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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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银行破产倒闭。q

在越南，随着移居当地华侨逐渐增多，一战后重返越南的法国殖民政府加

大了同化华侨的步伐。1918年，越政府竟然强行将东京(河内)、谅山省华侨

编入越南民籍，声称如抵抗不从，即没收其则产、拘禁其人口。@

药材是近代中国输出越南的主要货物之 ，1914年其输出额达到160万元。

这一成绩引起了当地外国药店与医师的反对，在他们的强烈抗议下，越南政府

开始以提高入口税的办法限制中国药材迸入当地市场。一开始每基罗格兰姆(即

公斤klIogram)征税15法郎，而后每公斤增至60法郎，再升至360法郎，甚

至900法郎。另外，当地政府还于1919年7月制定了中国药材贸易取缔规则，

同时还设立了专门的药利检查官，实行严格的检验。被处罚的华侨药店及药商

时有所闻。为此，越南当地的华侨药业公会，“诉其穷状于祖国。”@

此外，法国人对活跃于当地大米贸易部门的华商也进行r压制。南圻是越

南大米的最大产地之一，也是华侨大米商力量最集中的地区之～，当地的大米

二卜要通过西贡港出口到世界各地。为了垄断南圻大米的出口业，1923年，一法

国公司申请承包西贡港，期限为二L卜年。这一申请作为一个议案，在南圻殖民

地议会上表决，并获得通过。这一事件在当地不仅引起了华侨的强烈反对，而

且，越南商人也抗议不止。头脑清醒的越南商人认为，华商在出口大米方面的

确占，优势，但这不是法律所认可或予以保护的垄断权，而只是经营上的竞争

规律，有朝一日，越南人的商业发展了，是可以把这权益收回的。相反，如果

西贡港为法国公司所有，法国人正式掌握了垄断权，那么它将完全支配南圻的

大米市场，届时已经断送的权益，是无法收回的。基于这种考虑，越南商人和

地主在议案通过之后，继续就取消该议案进行斗争。斗争尖锐、激烈，从院内

发展到院外，报刊参加了论战，举行公开辩论会，反对派吸引了许多具有爱国

思想的人，上街示威游行。问题传到法国，左派报纸起来说话，反对垄断西贡

港。反对派的坚决斗争，迫使殖民政府让步，把决议挂起来，暂缓执行，最后

改设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

1926年，在中国政府及越南华侨的强烈抗议下，法国殖民当局将华侨人头

税征收政策加以改变，原来华侨人头税共分四等，最高额年纳168元5角，最

①廖建裕著．李学民等译：《爪哇士生华人政治(1917．1942)》，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舨，第

54页。

②《张维翰拟陈另订中法商约及改善中法关系意见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

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第1327页。

③(臼)长野朗著，黄朝琴译：《中华民族之国外发展》，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印行．1929年．第246-251
页。

④陈辉燎等编：《越南近代革命史参考资料》第四册．河内．文史地研究委员会出舨，第39．‘12页，转引

自徐善福：《论华侨在越南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奠他(1 91 9一】939)》，郑赤琰等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旺i}1{之海外华人》．香港中文大学，】989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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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颧亦须年纳12元3角，妇女儿童及六十以上男子每年也要缴纳1元1角。1926

年后，华侨人头税一律减为14元5角，但政府在征收华人营业税时，增加了66％

的税款。当地华侨称之为“变相之人头税。⋯。可见，法国殖民统治者对华侨的

剥削只不过换了r一种形式而已。

创建于一战时期的中国邮船有限公司，曾经为东南亚华侨航运业做出过积

极贡献，但由于受到美、日轮船公司的左右夹击，加上该公司内部纷争的影响，

于1923的lO月不得不宣布破产。。而早子1922年中旬，该公司在爪哇的分公

司便已经停业，“直到如今(1931年左右)还没有华人轮船公司尝试在中国一

爪哇航行。”铆

从经济交往的角度来看，战后东南亚华侨经济所遭受的打击，也是他们参

与世界市场竞争一个的必然结果。一战后，华侨在当地橡胶、锡矿与砂糖、_人

米等等产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意味着华侨经济与世界市场迸一步接轨，意味

着他们所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所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众所周知，东南Ⅱ

华侨经济是直接成长于当地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的贫瘠土壤中，先天的营养不

良，使其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被动性、投机性、脆弱性等等缺点。因此，

当他们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市场当中面对面地较量，其实力差距之悬殊

是不言自明的。在这种情况下，华侨经济这棵纤细弱小的幼苗要想在资本主义

势力的夹缝中谋生存，求发展，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为其提供政治、

经济、军事等等方面的保护，为其在西方国家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垄断的重重

铁幕中撑开一片蓝天。这一需求与近代俄国、日本等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推动本

国政府进行政治改革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借助民族国家的力量，弥补自

己在经济方面的不足，在激烈的世界市场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在这层意义

上，华侨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与东南亚土著民族主义的奋斗目标并无二致，可

惜目前从该角度来研究华侨民族主义的学肴并不多。

第三节西方殖民统治者对华侨的政治压制

一战后，卷土重来的西方国家为了达到永远置东南亚于自己的殖民统治之

下的目的，他们～方面在经济上打击当地民族经济独立的急先锋～一华侨经济，

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千方百计压制当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成为东南亚历史发展一个重要时期，其中～个重要

的原因在F：战争把共产主义这一新的民族独立武器送到了东南亚。

④中法越南商约问题及修改各商约草案和意见等杂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蔽档案．全宗号：1039

案卷号：567。

②周南京主编：《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北京火学出版社，1993年版t第i06页。

③(印尼j林天佑著，李学民等译《三宝垄历史》，广州，噩南大学华侨研究所．I984年版，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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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结果，在帝国主义阵营最薄弱环节产生了新生的苏

维埃政权，这是一战给世界历史带来的又一个重大影响，c L莫瓦特称之为“证

明了一种世界革命的开端。”o为了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帝国主

义国家在一战结束后，纠集力量对苏俄进行了武力反扑。苏联人民为了巩固自

己的革命成果，他们极其渴望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因此，苏联政府热情支持

世界落后民族的反帝斗争，希望藉此打击帝国主义的势力，壮大自身的力量。

皿洲是当时西方国家重要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也是世界上反帝民族

解放斗争进行得相当激烈的一个地区。为此，苏联很早就确定了联合东方民族，

共同反剥。帝国主义的斗争策略。在1919至1921年间，苏俄不仅击退了国内外

反动势力的武装干涉，而且，莫斯科还在这两年时间里，与布拉格、中国、伊

朗、土耳其以及阿富汗订立了友好条约，以抵制英国。这一切使英国以及其他

西方国家在东方的统治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威胁。

在东南亚地区，由于当地人民在巴黎和会上并没有得到他们渴望己久的民

族独立，因此，巴黎利会成为了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新起点。战后，卷

土重来的西方殖民统治者的残酷剥自4在激化了当地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的同

时，也为苏俄开垦了一片播撒共产主义种子的沃土。这一点在欧洲殖民统治极

其残酷的地区(如中南半岛、荷属东印度地区等)表现得尤为突出。

对于法国人在中南半岛的殖民统治，霍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国人从来

不像英国人和荷兰人那样，对其臣民的福利有着责任感，他们只知为了法国的

利益而剥削当地的财富。其次，才是传播法国文化的愿望，但远非那么强烈，

而且大部分是由于环境的驱使，任何关于训练本地人以便最终实现自治的想法，

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②时值1925年，在河内由法国创办的一所大学里，仅仅

有学生390名，而且该大学“仅设有兽医、农商等科，文科是不设立的，恐怕

产出自由思想的人物扰乱社会的秩序。”。在法国统治期间，越、柬、老等地成

为世界最大的大米生产地和输出地之一，法国藉此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然

而，这一切的实现是建立在法国对当地人民敲骨吸髓的剥削基础上，当地人民

不仅要负担两项直接税一一人头税和土地税，而且还要负担名目繁多的间接税。

据统计，1900．19lo年，殖民政府通过上述手段获得的各种税收收入共达2700

万盾。④

一战后，法国为了摆脱战争带来的困境，开始了对越南的第二次经济开发。

∞c L莫瓦特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宄所组译：《剑桥世界近代史》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②c L莫瓦特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8页。

③龙大均：《越南的民族独立运动及华侨》，《东方杂志》第25卷第12号(1928年6月)．第24页。

④粱英明等著：《近现代东南亚史》，北京大学出瓶社，】蚺4年版，第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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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量的剩余资本如洪水般涌入，越、束、老等地，这些资本在加速当地经

济开发的同时，也加速了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海防是越南较繁盛的城市

之，但在这里的越南人生活状况却十分糟糕，据1927年7月～次调查，该月

份当地越南居民出生人数为147名，间时死亡人数却有204名，其中婴儿占了

84名，这些婴儿的死亡大部分是由于其父母营养不良，体质衰弱所造成。相比

之下，同时同地的欧人生产8名，死亡3人，其中婴儿为1名，华人生产了22

名，死亡23人，其中婴儿为6名。①海防市越南人、欧洲人与华人生死率的差

异，可以说是他们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真实反映。

在法国殖民统治下，越南社会的矛盾十分尖锐，越南人民反法斗争⋯直没

有停息。从20年代起，越南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在民族主义和共产

主义的双重作用下，蓬勃发展起来。1920年，越南工人阶级政党的缔造者胡志

明加入了法国共产党，随之又到达了苏俄，参加共产国际会议。】923年后，越

南国内要求自由、民主的运动在城市必起，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政治组织和政

党，如越南义团、复越会、兴南会、越南青年党和越南独立党相继诞生。

在荷印地区，～战后，荷兰为了迅速止出战争的阴影而加强了对荷印地区

人民的剥削。据荷兰经济学家胡恩德的调查结果显示，爪畦土著居民在i920至

1923年问的平均年收入比1913年下降5—10％，到1924年也只达到1913年的水

平。荷兰殖民政府还火幅度提高税收，以弥补其财政赤字。例如，两爪哇万丹

1918地区年征收的人头税、土地税、屠宰税等共178万盾，1924年增加到270

盾。又据胡恩德于1920年到1921年的调查，爪哇和马都拉的士著居民缴纳的

税额为其收入的13 2％，他认为这足居民所能承受的最沉重负担。而实际J：在

此后七年内，居民纳税额占其总收入的百分比还在提高。农民因不堪各种捐税

的重压而纷纷破产，农村的阶级分化加剧。1905年自耕农和乡镇小业主约占人

口的75％，到1925年已经F降为52％。4

在荷兰殖民政府的统治下，当地的工一农运动不断升温，1919年12月25日，

伊斯兰联盟与东印度社会民主联氍两个联盟所属的工会组织在日惹举行联合会

议，决定成立工人运动联合会，会员约7 2万人，司马温为主席。1920年，东

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它在5月23同通过一项决议，将东印

度社会民。l：联盟改组为东印度共产￡义】疾雕，选举司马温为t席，达梭诺为副

主席，并于年底加入了第三幽际。此后，荷E|]地区的工人运动与l堡界范围的反

帝斗争遥相呼应，蓬勃发展起来。。

一战后，在共产主义的旗帜l、，东南亚与中国民族主义者加强了联合反帝

④龙大均：《越南的民族独立运动及华侨》，《东方杂志》第25卷第12号r1928年6月)，，蒡27贯

②梁英明等著：《近现代东南弧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q年版，第256页。

@粱英明等著：《近现代东南亚史》，北京大学：lj版社，1994年版．第257—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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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力度。1924年，孙中山在经过多次的探索失败后．开始接受苏俄和中同

共产党的帮助，改组国民党，进行了北伐战争。此后，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取

得了节节胜利，这一结果有力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大大鼓舞了东南亚地

区的民族独立斗争。

1924年底，胡志明从苏联到达了中国大革命的策源地一一广州。在那里，

胡志明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于1925年在广州建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

并组织共青团作为这个革命组织的核心。uj 1925年西贡兵工厂的八百工人罢工，

拒绝修整石勒米奢力(Jules Michelet)兵舰，因为这兵舰是准备前往中图，_T涉中

国革命的。时人对这场罢工运动给于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实为被压迫民族

联合反抗帝国主义的先声”。圆1927年2月，越南民族独立党领导人黄光楚出席

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殖民地民族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会议，在会

上，他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声援中国大革命。他表示：“安南民族独立党已

经决定对法帝国主义采取革命的斗争，我们这样决定，因为此外更没有别种办

法：因为在我们后面的二千万同胞正在呻吟，匝在呼号，iE在示我们悲壮奋斗

的榜样；因为广东革命胜利的消息日夜在我们耳鼓中颤动。⋯⋯最后，我们宣

言，安南民众反对法政府调遣越兵赴华，并且希望已到上海的越兵能尽其国际

团结的责任，与中国的兄弟们互相友爱。”。

荷印地区人民显然也为中国反帝斗争所取得的成功感到鼓舞。1924年，荷

属东印度三宝垄人民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第一次悬挂了孙中山的画

像。同月，红色国际工会联合会在广州召开了太平洋区运输工人会议，太平洋

区各重要港湾的航运工人和码头工人都派代表参加，荷印地区派遣阿里明和蒲

蒂苏占特罗(Budisutifro)出席，他们除j’出席会议外，还会见了孙中山。大会

在广州设立联络局，并在中国、菲律寅、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设立分局，

目的在于加强太平洋区运输工人之间的联系。太平洋运输工人会议后，荷印地

区的工人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㈨在1926年头十个月中，连续不断的反抗

斗争事件，几乎遍及整个爪畦岛，有些地区甚至演变为小规模的武装起义。根

据荷兰殖民当局公布的材料，“在1926年，仅仅是在西冷、板底兰、冷加士三

地，由于‘触犯刑事条例’、‘暴乱’、‘蔑视殖民当局’、‘违反关于集会禁令’

和其他种原因而被认为是‘犯罪’的各种案件，竞多达5000多宗。”。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壮大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力量，与此同

①粱英明等著：《近现代东南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舨，第27s页。

②龙大均：《越南的民族独立运动及华侨》，《东方杂志》第25卷第12号(1928年6月)，第28页。

⑨龙大均：《越南的民族独立运动及华侨》，《东方杂志》第25卷第12号(1928年6月)．第28—29页。

④f印尼)艾地著：《印度尼西亚工人运动史》，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l

期，第18页。

⑤刘玉遵：《1926年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东

南亚历史论丛》，第一集．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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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困共产党的势力在东南亚一带得到了发展，明石阳至认为：随着菇产党

势力在中国国内的不断发展，南洋的共产党团体和组织明显地认同于中翻共产

党。m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荷印地区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同华侨

一道捐款支援上海的罢工工人。1925年，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南洋共，“：党于新

加坡成立，翌年，在该地区创建了“南洋总工会”(the south seas General Labor

union)。②1927年后，总部设在新加坡的“普通工人联合会”与苏门答腊、缕

罗洲、新几内亚、苏拉威西岛(Celebcs)，马来半岛、缅甸、逞罗和印度支那等

地的工人结成广泛的同盟。⑧1926年，荷属东印度地区的反荷起义得到了中国

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响导》曾发表文章支援荷印地区人民的斗

争：“我们从这里，告诉爪哇的兄弟们晚，‘中国人民是同情于你们的，你们的

斗争引起了全东方的同情，继续你们的独立运动吧!⋯o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东南亚各国与中斟所进行的联合反帝斗争，与当地华

侨具有十分重要的关系。

新马地区是孙中L“早期革命活动巾心之一，书报社是当时革命活动的主要

基地，“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新马地区已经有了58家书报社，这些书报

社为国民党组织活动提供了基础，它们在当地开展的各种学习教育活动，赢得

了当地华人的敬仰。”固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12月23日，国民党新加坡第

一个分部成立。它以Singap。re Communication Lodge。fthe Kuonlingtang ofPekjng

为名，在殖民政府中登记注册，在当地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袁世凯篡夺革命成

果后，孙中山在海外创建中华革命党，继续从事民主革命运动。1914年中华革

命党在东京成立，同年，在新加坡和马六甲秘密成立了其支部。它依靠革命前

当地业已形成的由二岛报社、中华总商会、华文学校以及广大的商人、矿业主等

等所组成的革命系统，继续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斗争。

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21年广东革命政府建立，使新马地区的国民党括动

活跃起来。据有关资料表明，1921年国民党在新加坡有一个支部以及5个分支机

构；在槟城、马穴甲和砂劳越(sarawal()各有一个支部：在马来联邦(Malav states)

有I 3个支部，6个分支机构，4个责任办公室(correspondence o最ces)。4。新马地

区国民党组织活动的发展促使广东革命政府于1924年成立了南洋总部，以控制

海外地区包括上述新马地区的8个支部以及50个分支机构的国民党活动。】925

①明石阳至：《1908-1928年南洋华人抗日抵制曰货运动》载《南洋资料泽丛》200()年第3期，第76页。

②明石阳至上揭文，注68。

③明石阳至上揭文，注69。

④《响导周报》第179期，1926年11月25曰。转引自粱英明等著：《近现代东南亚史》，北京大学出版

社，19n4年版，第259页。
@C F Yong＆R B Mckenn如Tne Ku0JningIang movemcllI m Malaya a11d slngapore 1 9】2—1925，Jomal 0i

SouthcaslAsla】1 Sfudics．1983．、，oJ 3P】20

@Monml?Review ofch缸eSeAlTairs，vol 48，1934，Pp24—25转引自c FYollg＆R．BMckclⅥ1a，TheKuolllill叠Iang
1110v洲enflflMalava and SiItgaporcl912—1925、如M埘，矾姑fr胁阳Ⅳ小曲”＆}腑甜，1983Ⅶl 3 P1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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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广东的国民党中央行政委员会海外部报告晚．“新肌1坡、马来、It(包拓

沙劳越sarawak)成立了一个总部(位于新加坡)，4个支部，71个分支机构，

80个分i≯的分支机构(djvjsj∞aJ sub-branchs)，党员人数达4317人。片外，围

l己党还控制了该地区的6份报纸、26间学校和1 5个宣传机构。～一一

<L菲律宾，华侨与当地人民联合反帝?{t勺由__=}∈已久，“当二【：人以凸明．牙人之

跋扈而抗争时，华侨力助之，当列的名将之 ，即为华产。⋯⋯当美围自由债券

n：jE发卖时，中国人购买者较他圈之民为多，足见华侨对菲对美之热忱也。”。对

于当时华侨将中同的反帝斗争传播到东南亚的情形，列宁曾经指出：“爪哇和其

他群岛上的很多华侨，他们从本国带米了革命运动。”8 R爱默森教授认为荷印

华侨参与了1926年于爪哇、1927年1二封、f J答腊进行的共产主义运动。另外．一

亿ri本政治家提到：华侨对印度尼西亚民族L义者的斗争给予“最大的同情”。1926

年初，荷印最受华侨欢迎、吲时在±著居民中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华文日报——《新

报》，大力呼吁华侨居民给予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以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④1926

年底，《新报》人士林善雄组织了一支由150名荷印华人青年组成的义勇团，回

国支援北伐战争。s

一战后，面对东南距地区人民与中国、苏俄之间联合反帝斗争不断加深的

趋势，西方国家为了有效防止共产主义南下，采取了种种措施。其中，阻止华

侨与中国进步力量之间的联系、削弱华侨在当地的势力，是当时西方国家反共

，“主义的一。项要策。其主要手段有两种：第一、直接打击当地华侨的势力：第

．、唆使当地的土著居民起来反华排华，借刀杀人。

两力各国打击华侨的活动往往刚比制当地国民党的活动交织在一起。

在英属马来半岛地区，当地殖民政府通过取缔国民党在新马地区活动来阻

止共产主义在当地的蔓延。对于国民党在新马地区的活动，英图殖民当局一直

严加戒备。1921年，马来联邦专门处理华侨事务的执行秘书古德曼AM Good．

man)提出：国民党借助当地中华总商会、国民党支部以及华文学校，把马来

联邦华侨与共和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担心马米业华人会把当地政府视为外

国政府。穆1922年，英国高级官员劳伦斯?杰里默德(Laurence Guil】emard)建

议殖民办公室取缔N民党在马来皿的支部，但其建议没有得到内政部(fheHome

(D C FYong＆R B Mckcmla，Thc nlomln昏ang】110Velllell{m Malayo a11d Slllgaj)ore l 912一】925，、，。7f"m』。，
踟H聃Pd“，』jm"S}f』确盯．1 993，、b1 3 P120

②《菲律宾簿记案节略》，《东方杂志》第18卷第17号(1921年9月10日)，第122页。

⑨《亨0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963年。

④明石阳至：《1908一1928年南洋华人抗同抵制日货运动》载《南洋资料译丛》2000年第3期．注8j。

⑤廖建裕著．李学民等译：《爪畦土生华人政治(1 917—1 L)42)》．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l 985年版，第

55页。

@C07l 7／13 File31878，e11c】osurc No 3 lo FMS Dospatch of 2l May 192l P2 CF1如ng＆R B Mckc埘Ⅺ111c

Kuollllllgta“g movcmc】1l ul Ma】8va and smgap。rc 1912一1925，如“Ⅲof矿so“坍P口Ⅳ45，o，，sm击PJ l 983、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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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研究(1 9t 2—19 28)

DeDartment)和香港政府的支持，后二二者害怕此举会引发华南地区的反共运动，

从而冲击英国在该地区的商业利益。毕竟长江以南地区集中J’英崮在远东地lx

的犬部分金融、航运等等产业，是英国征远东的经济命脉所在。。

1924年，孙中山唰意接受苏俄的帮助，并逐渐确立了联俄联共}列斗争力’针，

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令英国政府寸分恐慌，英人认为：1924年后，孙中【ll与^“、

荷、俄共产主义势力勾结在一起，接受第二三丽际的领导，与荷属印尼以及印度

的反英力量一起共同反抗英国在远东的统治。劳伦斯?杰里默德(1．aurence

Guillemard)再次提出取缔国民党在新马地区活动的建议。他认为苏联布尔¨

维克力量在中国的增长是因为得到了孙逸仙的支持，莫斯科建议中国采取暴力

手段夺取政权，这种主张必将影响全世界，因此，新马地区的国民党也将变得

越来越危险。另外，英政府认为孙中山存广东已经开了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

国民党的先例，如果新马地区国民党匝沿袭这一做泫，那么列当地的影响将足

致命的，阕为新马地区的工人L包括码头工人)都是由中国人组成，并且新马

地区共产党的主要成员己经进入了国民党主要机构中。9m]二这样的考虑，英|：i寸

政府于1925年6月通过了取缔新马地区幽民党支部的法令，并于8月正式实施。

一’战后，英国殖民政府在打击国民党反英_斗争的过程中，强化了对当地华

侨的猜疑与压制，对此，布赛尔曾经进行如下的评述：“英国对华侨的政策特点，

多少年来都常是接近于仇恨的猜疑⋯⋯结果是所有华族人士，不管他们欢喜与

否，都被归于中国国民党一类中去了。”8

1926年2月28日，新加坡地区华侨：[人团体一一南洋星洲华侨各公团联合

会“于当地的智民夜校开会讨论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活动事宜，当地政府派出

30多名警察以非法聚会的名义将会场中的42人全部逮捕。警察还同时搜捕r

当地乐群夜校、乐育夜校、南冥夜学、育瓤伎学等等学校，收缴了这些学校所

藏的书籍与文件，被捕的人关在监狱巾，“i目不得食”。事什发生后，当地l攻

府还严禁各大报纸登载此事，也不准当地华侨与中国政府联系。受此限制，在

事发将近一个月后，南洋星洲华侨各公闭联合会所派的代表钱有光才得以秘密

到闸，向广州民国政府报告此事，请求政胞为饺芙押的华侨伸张LE义¨_。

①c I—Yollg＆R B Mckclllla，1hc Kuoluulgtan2 111叭emclll 111 M。血v。I a11d sm2aDoIc 1912一1925，，州f，7 zd，“，

．‰，，^rdⅣ{tf“，jS，“(^∞I嘴3、v01 3 Pf29

r多Cf?Y()n2＆RI{Mcke川1a，Thc Kuollllngta¨g n1Lncmellt ln M：11叭“a nLl Smoallo【c q12．1 92j．，o，r"ff『／rJ／

SojfⅣ“Ⅵ吖．0^，d¨曲Hf打叫．1983、＼bj 1 P1 2C)

o币嚣尔：《东南亚的中国人》，载厦¨大学南，i研宄I*端：≮南，羊川题资料译从 958年第2—3驯，第77

fn

④I疆联合会是新加坡华侨为抗议U率H{兵我f=[；|尔北地拯m姒建．仞时名南洋星洲‘#侨各公心反抗日奉廿』

兵南满联合会，后更名为南洋景州华侨各公团外交后掳联合会．景后定名为南洋星洲华侨各公溺联台奂。
参见：广东档案馆等编《毕侨与侨务史料选编》(广尔J第l册，『3州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年版．
鹕756砸．．

囝《』|川民圈日报》．1926旬3月2()阳．广东挡皋0lX等编：“=侨与侨务史荆选鲥。(r尔)靴【Ⅲ．r

⋯．J彖几民m版社 1991年版．第7j5．757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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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7年2月20日，星洲华侨举行总理逝世二周

年纪念，英国殖民当局害怕此事助长当地华侨与土著居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便派

军警加以干涉，结果引发冲突，华侨被杀60人，伤10多人，被捕40多人。。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活动也遭到了种种压制，1925年越

南海防华侨为悼念孙中山逝世而下半旗志哀，“被法警将我国旗乱拉乱扯勒令收

下。”1926年，在西贡的国民党党员被当地政府无故拘捕，并驱逐出境。o

1927年，荷印东婆罗洲生瓦生瓦埠发生了惨杀华侨案件。是年5月3日，

当地政府突然派兵无故拘捕中国国民党荷兰支部执行委员岑菊邻，生瓦生瓦分

部主席邓谦环等等16人。当地华侨围住警察要求他们出示拘捕证并讲明拘捕理

由，不料警察竟突然向手无寸铁的华侨群众开枪，当场打死12名，重伤19名，

轻伤8名。事件发生后，由于荷兰殖民当局封锁当地媒体，因此，事发几个月

后，国内仍然不知此事。直到11月份，南京政府接到上海华侨联合会的电文和

三马林达的国民党分部的呈文后，才获悉此事。，于是派外交部总长伍朝枢向荷

兰驻华大使交涉，但时过境迁，交涉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华文学校是国民党向东南亚华侨传播革命的主要基地，华文报纸编辑与华

校教师等等知识分子则是国民党与华侨联系的基本力量。东南亚各国为了从根

本上杜绝各种反帝思想在当地的传播，均对华校与华侨知识分子进行了严格的

监控。

在马来半岛，当地政府对华侨教育一直采取放任政策。1919年五四运动爆

发后，新马地区华校学生继起响应，巡行示威，开展抵制目货运动，学生们沿

街搜查日货。这些举动引起英殖民政府的严密注视，最后派军队加以弹压。翌

年春，为杜绝上述事件的再次发生，海峡殖民政府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

指挥议政局颁布了《教育注册条例》，其要点为：(1)殖民政府得随时封闭学校。

(2)教科书由殖民政府编辑。(3)教员须经居留政府检验许可，给予许可状方

得充任。(4)如有不合居留意旨之学校，由董事会负其全责。此例颁布后，华

侨大举反对，我国外交部亦曾提起交涉，然终无成效。此后，英殖民当局的限

制措施更加严厉。1926年，英属三洲府新颁《学校注册条例》，其要点如下：

学校概须注册，违者总理、校董、教员皆以违犯本条例论罪。(2)总理、校董、

教员概须注册，否则以违犯本条例论罪。(3)提学司或副提学司，视察员得有

检查文籍公牍之权。(4)无论何人违犯本条例之初犯，罚250元以下，重犯罚

500元以下。该条刎实行后，当地华侨学校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束缚。9

①黎尚桓：《我国南洋侨务的回顾与展望》《东方杂志*第33卷第9号(1936年5月)，第70页。

②《莫子材为旅越侨胞受法越政府虐待缕陈心项办法的呈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

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4页。

③《最近两大惨杀华侨案件》，《东方杂志》第24卷第21号(1927年11月)，第1页。

④墼尚桓：《我周南洋侨务的回颇与展望》《东方杂志》第33卷第9号(1936年5月)，第64—65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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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印地区，当地政府对于华校的管制不遗余力。1923年，政府颁布了《教

育条例》，规定：(1)教员尚未就职之前，必须先将其所授科目与所受教学校地

址报告给当地政府。 (2)总督派定官员，监督学校一切行政，该官员有改进一

切教授地方及毗连学校之学生宿舍之权。(3)政府在认为教员有妨碍当地治安时，

可以勒令教员停职。除此之外，政府还严格控制华校教员的入口，“凡华校向国

内聘请教员，须先将所聘之教员姓名、履历、报告汉务司，经其同意后方可前来。

抵埠时，复由学校致一公函移民厅，并派董事～名前往担保，手续异常麻烦，近

年华校很少向国内物色师资了。”⋯

在越南，法国殖民政府针对华校教育制定了如下的规定：“(1)华校设立颂经

当地行政长官及总督署教育总管之核准。(2)华校校长教员最少须曾在越南境内

居住两年及学校所在地居住一年，且须经一年两度之考验合格者方准任教。(3)

蒙学每周须授法文3小时，小学每周8小时，代以越文亦可。(4)教科书由国内

运往者科以重税。”o

由于害怕共产主义思想传入越南，法国殖民当局防中国知识分子甚于防川。

陈序经在其著作——《越南问题》一书中，曾经就当地政府在20世纪二、三十年

代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防范做了描述：“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到西贡时，因为我

的护照上写明我的职业是教授，一位在移民局做事的安南人看了之后，就很警惕

地说：‘教授，教授，多么危险啊!’我当时实在不明白他的意思，因而问道：‘为

什么你说教授是多么危险呢?难道安南完全没有教授，或是不许教授入境吗?’

我的话刚一说完，他就对别一位移民局的安南职员这样说道：‘你看看，这么的强

辩，岂不是激烈份子吗?’我那次也经历了不少麻烦而始准入境。”o

西方殖民者十分害怕华侨在当地的革命活动会刺激当地居民民族主义运动

的发展，因此，政府严格限制当地华侨的集会、游行、言论出版等等自由。在

20世纪20年代的东南亚地区，对于华侨的集会结社自由，各地政府均采取特

许制，凡华侨集会，不论屋内集会、或者是普通会谈，必须先向当地警察厅报

告，经其核准并派员到场监视后，才能举行，否则必遭解散，并予惩处。在上

述严格规定之下，华侨开会常小心翼翼，预行报告。越南除了婚丧宴会外，聚

众15人以上，即须先向政府备案。在言论出版自由方面，政府对此项自由限制

甚严，言论稍有不合，即有拘捕之虞。因此华侨绝少谈论或批评当地政治者，

演说时有鼓动民族斗争之言词，即予逮捕。此外，政府对于当地的出舨事项限

①黎尚桓：‘我国南洋侨务的回顾与展望》《东方杂志》第33卷第9号(1936年5月)，第65页。叉见何

汉文：‘华侨概况》．上海，神州国光杜，1931年版，第58页。《外交部公报》第14册第112．116页。阁敦

札：《各国虐待侨胞苛倒之一斑和补救方策》．《东方杂志》第28卷第13号，(1931年7月)，第37．50页。

②黎尚桓：《我国南洋侨务的回顾与展望》《东方杂志》第33卷第9号(1936年5月)，第66页。

③陈序经：娃建南问题》．广州，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949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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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尤为严格，政府从出版手续到内容检查，再到违规行为的处罚都做了严酷的

规定。在出版手续方面，退罗于1927年《文书及新闻律》颁布特许制，规定：

“凡刊印新闻，须由社长及编辑人呈准民政厅及京畿省长发给证书乃得发行。”

荷印政府实行追惩制，当地出版的新闻杂志无须特许，但出版后的刊物必须分

别给当地的华侨管理机构与警察厅送去一份，“如有不合即惩处编辑人及著作

人。”越南政府要求华侨报纸必须将所要刊登的稿子送给主管该业务的法国官员

审核，再送到警察厅签字，才能最后见报。暹罗政府严禁华文报纸登载鼓动民

族斗争及攻击当地政府或对王族有不恭文字及反帝宣传等，违者封闭报馆，处

罚编辑人。政府对待违反以上条例的华侨，轻则警告、罚款、或拘役；重则监

禁、驱逐出境。“观近年各地情形，华侨报纸稍有不合，编辑人即被逮捕。”w

例如：1923年，荷属东印度地区华人与南洋其他地方的华人一道，发起了

抵制曰货运动。起初，尽管有日本外交使团不断地表示失望和愤怒，然而，对

于华侨的抗议活动，荷兰殖民政府似乎无意加以干涉。但是，一件与华侨抗议

运动毫无关系的突发事件的发生，使荷兰殖民政府改变了初衷。5月9日，当

地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工人罢工，致使雅加达到泗水之间的铁路运输受阻。由于

害怕此种共产主义思想会影响到政治上不断觉醒的华侨及土著居民，加上日本

代表团的抱怨，荷兰殖民政府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任何人“扰乱社会治安、

破坏经济发展必将被判5年监禁或loo镑(baht)的罚款。”一名荷兰官员还传讯

了《泗水日报》的主编，要求他采取克制态度，不再刊登煽动性的抗日文章。

这些警告与规劝f看上去)对于平息华侨的民族情绪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洒

水日报》、《新报》和《大公报》依然我行我素。荷兰殖民政府立即逮捕了这些

报纸的主编，并把将他们驱逐出境。o

尽管西方殖民统治者在防止共产主义传入东南亚地区的工作做得几乎滴水

不漏，但当地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是压不住的，各地区人民的反帝运动此

起彼伏，给西方国家在当地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为此，西方国家便想办

法转移当地民族主义者的视线，无依无靠的东南亚华侨成为了西方国家的替罪

羊，这一点在越南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面对越南人民在一战后不断高涨的民族独立浪潮，法国殖民统治者采取惯

用的借刀杀人伎俩，在1919年和1927年问先后教唆和纵容土著居民发动了两

次排华事件。

1919年，在法国殖民政府的唆使下，越南富商、大承包商、以及他们的子

弟、职员和学生首先在西贡，而后在河内、海防、南定等城市发生了“抵制华

①黎尚桓：《我国南洋侨务的回顾与展望》．《东方杂志》第33卷第9号(1936年5月)．第70页。

②明石阳至著：《1908．1928年南洋华^抗日抵制日货运动》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资料译丛》

2000年第J期，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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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风潮”。他们上街游行，散发传单，高呼“安南人要成立商行商店”、“安南人

和安南人交易”、“安南人不再把黄金倒迸中国河，”等等口号。类似的事件还

在1925、1926年都发生过，由于当时没有得到当地广大民众的支持，因此，当

地华侨在这些活动中没有生命危险。。

1927年海防排华事件中，当地土著居民有组织地对当地华人进行了四大f 8

月17—20日)的劫杀，“事后调登，华侨被杀毙者30余人，查得姓名者只l 3

人，重伤者60余人，轻伤者40余人，被抢掠者大小150余家，被焚青8家，

损失约50余万，因自卫丽被拘押者17人。、”。对于此次海防排华惨案发生的原

因，法殖民地政府声称是“安南工人嫉忌华工薪资较优，并有越南妇女与华妇

为口舌之争，以致推波助澜，而前此中越界域之见遂开始复深。”。对于法副政

府上述蛊惑人心的说法，时人龙大均表示_J，极大的愤慨，他认为这是法国殖民

统治者为了摆脱干系而寻找的借口。因为在20世纪初，法国殖民当局为了防止

越南人民的反抗而在当地实行了高压统治政策。政府不仅禁止群众集会和携带

武器，而且，还在全国各地设下了严密的监视网。负责监视的人员除了警察之

外，“所有的吏胥以至小学教师均兼任侦探的职务，甚至小学生亦月领30元的

津贴做法人的暗探。”在这样的环境中，当地人民的一举⋯动都逃不脱法国殖民

当局的眼睛。然而，在海防排华案中，不仅有首领乘坐脚踏车鸣笛指挥，并且，

“劫后的赃物，土人公然出售于市上，没有半点的忌惮。”在长达四天的大规

模劫杀中，法国政府似乎事前没有半点准备，事情发生后，也没有及时派兵镇

压，致使华人遭受惨重损失。因此，龙大均断言：“可见，这次惨案的主动者是

法殖民政府，丝毫没有疑义。”o

对于华侨在越南日趋危险的处境，陈序经也认为是法同转嫁危机的结果：

“近数十年来，安南入的知识逐渐发展，民族主义与国家的思想，也逐渐膨胀。

他们明白近代欧洲，而尤其是法国的民族主义、国家思想、以至民主政体、革

命运动的发达，也不过是近数百年米的事。比方法国之脱离罗马帝国，法到之

变为民主国家，均非久远的事。法国人自己从前既也受过外族的统治，受过专

制政体的压迫，那么现在法国又以外族与专制统治安南，⋯⋯(这)是违反厂为

①陈文饶：《越南工人阶级》，河内，真理出舨社，1958年版．第285—287页。转引自：豫善恫：“＆毕侨

在越南经济中的地他与作川及其他》，郝赤琰等编：《两次世界大战期问亚洲之海外华人》，香港r}，爻大学．

19舯年版，第1q6页。

②《最近两大惨杀华侨案件》，《东方杂志》第24卷第21弓(1927年11月)，第2页。另姑龙大均若《越

南的民族独立运动及华侨》一文记载，越南海防士人排华襄．“四日之间，杀死华侨八名．伤12j名，抢

劫32家．焚毁8所工厂”见《东方杂志》第25卷，第12号，32页。另见《莫J。利为旅越侨胞受法越Jl毫

府虐待缕陈四项办法的呈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榘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_|i6》第五辑第编．外交
(二j，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3页．

③《广州国民新闻》，1927年8月20日，转引自龙大均：《越南的民族独立运动及华侨》．《东玎杂志》

第25卷，第12号．第32页。

0)龙大均：《越南的民族独立运动及华侨》．《东力杂，出》第25卷．第



第三章 一战后话方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与华侨民族主义发展

世所赞慕的人权宣言了。因此之故，安南人不只要求安南要民主，而且要求安

南要独立。在理论上，法国人之统治安南，既不能不圆其说，在政策上，他们又

不得不找出一个代罪的羊羔以转移安南人的反法注意力，华侨也就变为这个替罪

的羊羔了。”。

海防排华案再次暴露了华侨在当地的发展缺乏保护的严重问题。事件发生

后，由于当时中国在整个越南地区尚未设领，加上法国殖民政府严厉封锁消息，

因此，直至8月20日，消息才传到广州。广东国民政府外交部于8月24日向法

国驻广州领事提出抗议，并提出三点要求：一、立即制止土人此种野蛮行为：_、

严拿行凶之人惩办；三、须保证土人嗣后不得再有惨杀华侨之事发生。不久，法

领回信表示“此案已于8月21日秩序全复”，言下之意，不允许中方干涉此事。

25日，广东外交部再次照会法领，表示法领所说之事与当地华侨所言的事实不

符，不料法领在28日的回信中仍然坚持旧说。广东革命政府鉴于与法领抗议，

徒费口舌，便派代理事务局局长韦玉前赶赴海防，“交涉及调查一切，并抚慰被

害华侨。”此时法领致函广东政府外交部，表示：“越南总督已派员赴越，贵国派

员系侵犯法国主权，不能承认容纳。”广东革命政府最后派了莫子捌赴越，不料当

地政府最初对于莫子材“严加监视，致未获得执行职务”，之后竟加以拘捕，并驱

逐出境，广东政府的交涉行动遂不了了之。。当时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的莫子材等

人，回国后，“返国奔走粤宁，乞求政府之抗争，奈舌敝唇焦，只博得外交部循倒，

令广东江苏交涉员向驻粤及驻沪法领抗议，迄今毫无要领。念此次死难之人，不

少曾参与辛亥革命前防城、河口、镇南关诸役者之家属，一万五千无告之海防华

侨含冤待雪，后祸时虞，政府派员慰问华侨，且遭驱逐，国体何存?”。

海防排华案对于华侨政治意识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以血与火的形式告

诫华侨：一战后，当地政治运动日益高涨，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华侨所无法回避的。

对此，龙大均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本来旅越华侨皆是经商作工，安分守己，绝

对不管政治问题的，对于本国的政治是毫不经心，那里有空去过问越南的政治独

立运动呢?但是不管你是否过问不过问．政治上的影响总是牵缠到你的身上米

的。”并认为这次海防排华事件与1919年的排华运动都是当地政治运动发展的结

果，是法国政府将当地人民针对法国的政治斗争矛头转向华侨的表现。。

①陈宁经著：《越南问题》，岭南大学西南社台经济研究所，1949年6月印行，第10页。

②《晟近两大惨杀华侨案件》，《东方杂志》第24卷第2】号(1927年】1月)．第2页。《莫子材为旅越侨

胞受法越政府虐待缕陈四项办法的呈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

一编．外交(二)，南京，江苏吉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3-1294页。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南京，江茹·古籍出版
社．1 994年皈，第1293页。

④芘大均：《越南的民族独立运动及华侨》，《东而杂志》第25卷第12号(1928年6月)，第3l一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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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日本势力在东南亚的膨胀与华侨民族主义

在近代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日本的因素不可忽视，明治维新后，

日本国力迅速增强，“雄飞海外”，进行扩张，目人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也曰益膨

胀。日人不仅从思想意识上催生了华侨民族主义，而且，还从经济上刺激着华侨

民族主义的发展壮大。具体而言，一战爆发后，日人在东南亚的经济扩张威胁到

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发展，为反抗日人的经济侵吞，华侨以民族主义为武器，同日

人展开抗争。

“1914年欧洲爆发的战争，引开了帝困主义对殖民地的注意力，创造了新

的机会。”①在东南亚，战争给该地区发展所创造的机会大部分都被日本攫取了，

日本在一战硝烟的掩护下，大肆向东南弧地区进行经济扩张，逐渐成为继英美法

等国之后东南亚市场新的霸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问，日人商业急剧发展，日货销往海峡殖民地的贸易

额由1914年的12，639，623日元增至1918年的42，208，858曰元，输往日本

的货物价值，亦在同一时期由5，355，771日元增至29，323，644日元。”。在马

来亚，面对当时铺天盖地而来的F1本商品，时人惊呼：“日货倾销马来亚，有如

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全马市场，几乎尽为日人所攫取。”9在荷印地区，日本经

济势力膨胀速度，同样也令西方各国瞠目结舌。“1913年，荷兰物品占东印总入

口货33．2％，至1926年则降为17 8％，反之，曰货的增加，乃由1 6％至9．6％，

日本的陶瓷器，在1926年与1927年两年间，几乎将荷兰陶瓷器完全压倒，譬如

1913年荷印市面尚无此项日货，53％是由荷兰输入，至1926年则93％是由口本

输入，而荷制造者则惨落至1％，棉织品亦然⋯⋯”4牲菲律宾，自1913—1918

年，日本在当地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不断￡：升，详情如下表：

1913、1918年菲律宾进口贸易变化表(单位：元)9

1913年 1918年

菲律宾进口总额 5300 9900

美国对菲出口额 2670 5900

英国对菲出口额 550 270

日本对菲出口额 350 1300

①《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文版翻译组译：《世界史便览》，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65页。

②古鸿廷：《东南亚华侨之认同问题(马来亚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版，第163．}64页。

@黄慰慈：《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 99页。

④季啸风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中文部)，第5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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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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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指出，华侨经济是当地民族经济中与世界市场联系较为密切的部分，

该经济在一战期间所取得的进步昭示着当地经济在独立自主运动上艰难地迈出

了～小步。日本企图独霸东南亚，它必然首先将华侨经济击垮。另外，1908和

1915年间，东南死华商在民族主义的召唤下，曾发起规模较大的支援中国反目

斗争的抵制日货运动，给当地的日本经济势力予以很大的打击。o因此，曰本便

将华侨商人视为自己在东南亚经济扩张中的最大障碍之一，当时有日人提出：

“华侨是我国对南洋贸易的一个大癌，而且(日本在南洋的贸易)不能振作的

根源，也就是对华侨的错觉所产生，至于如何来切除这个大癌与根治错觉的病

因，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

为了了解和对付东南亚地区华侨商人的经济势力，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了

大批的学者和官员前往东南亚进行调查。。在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后，日本人发

现当地华侨经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强大。相反，华侨经济过分集中于当地中

介商层面上，该层面是沟通当地消费者与国外市场之问联系的渠道，其发展受

到当地消费者与国外市场之间的限制。具体而言，华商在商品供应数量与价格

上受制于西方资本，他们的发展与当地土著居民生活水平、消费水平息息相关，

其发展缺乏独立性，其根基相当脆弱，其地位相当被动。锄对于东南亚华侨经济

的弱点，当时日人竹井天海在其所著之《南洋》一书中概括为以下一句话：“有

‘量’的势力，而无‘质’的势力，有平面的势力，而无立体的势力也。”哮竹

井天海上述评价一针见血，消除了日本人对华商所怀有的畏惧心理，刺激着他

们侵吞东南亚华侨经济地盘的野心。

为了击垮当地的华商，日本政府决心营建由日本人操纵的东南亚经济网络。

为此，日本政府在资金、商品生产、运输等等方面大力扶持日商在当地的发展。

在金融方面，日本先后在南洋设立了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三井银行、华

南银行等等，这些银行“带有政治性质，借资日侨，维持日侨商业。”。在运输方

面，日本政府在东南亚设立了日本邮船会社、东洋汽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和南

洋邮船会社等等航运公司，这四家航运公司共有汽船约70艘，“日政府凡遇航业

界不稳年度，必予以相当之津贴。”。由于日政府的大力扶持，日本商品的运费极

其低廉。20年代初，日本航运公司所运输的货物运费，“由上海至爪哇，每吨12

①明石阳至著，张坚译：《1908一1928年南洋华人抗日抵制日货运动》．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

资料译丛》2000年第3、4期。

②杨建成编：《三十年代南洋华商经营策略之剖析》．《南洋研究史料丛刊》第14集，台北，中华学术院

南洋研究所，1983年版，第27页。

⑤郭梁：《近代以来日本的华侨华人研究(1914—1996年)》，《华侨华人研究》，1997年第2期。

廷)有关近代东南亚华侨商A的经济地位的论述详见拙文：《近代东南亚华侨中介商经济地位新探》，《华侨

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⑤‘荷印华侨之势力》，《外交部公报》第2卷第6号，】929年10月-特载r第69页。

⑥刘士木著：《日本海外侵略与华侨》，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t 1931年版，第410页。

⑦刘士木著：《日本海外侵略与华侨》，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31年版，第41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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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由爪哇至香港，每吨1l元，由fj本至爪哇，仅每吨8元而已。”。

对于日本在商品生产和销售方面所下的功夫，当时东南亚华侨商人曾喟叹：

“日本工厂迎合商家之心理及便j：商家之处，实非我国工j一所能梦见者，”誊EI

本商品不仅转动速度极快，而且装箱异常妥善，极少损坏，偶有损坏或遗失，

臼本厂家立即照赔。此外，厂家还经常派人到当地调查商品的销售情况，征求

商家的意见，同时还购买在当地比较畅销的欧洲商品，带回国内作为样品进行

仿制，当时日本驻东南亚各地的领事也『ju入了这～市场调查队伍行列。。、除此之

外，日本三井洋行等等垄断公司还直接在东南驱各地殴立分店，从各力面支持

日商在当地的发展。例如，在一战后的菲律宾群岛上，在当地设立了分店的类

似于三井洋行的大规模贸易公司、拓殖公司就有“40余家之多。”∞

在日本政府从商品生产、资金、运输到销售等等方面的大力扶持下，日本

商品在当地市场上的竞争力十分突出。当时曰本所生产的商品，价格低得惊人，

“大抵货品流行于市可卖价一盾者，而来本仅两角左右，如日本之草帽每顶可

卖价两盾，而成本每打仅十盾左右，一‘种镀金表链，每副最廉之价可卖七角半，

而来本每打仅两盾，⋯⋯其次为仿制欧洲化妆品，外观与原品相仿，而价值倍

廉。”@由于东南亚地区土著居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因此，廉价的日本商品颇

受他们欢迎。而销售商因为经营日货可以获取100％以上的利润，所以他们也都

乐此不疲。

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在东南亚地区的日本中介商力量迅速膨胀，

“(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凡彼处自(行)车通达之处，(曰商)遍设售卖日货商

店，极受土人欢迎，势力逐渐发展。””“在马来半岛，日本为欲推销【=；1货，

曰商入乡与土人结拜，领导土人组织台作社等等，全部销售日货，曰方予以种

种利便。”口在新加坡的日本商店，大战前只有28问，到大战结束时，己增至78

间，而且日本商人的数目亦由原来的数自人增至5000人左右。”在荷印地区，“即

在爪畦一地，(日人)有糖，一茶厂农园等之经营，其lIR光之远人，手段之灵敏。

吾人万不能及，其最易予华侨以打击昔，则为近日之南洋会社是也，其规模资

本，均极宏大，即在爪哇国市镇(原文如此)，己设有支店30余所，同的专在

④脚君南主编：《新嘉坡中华总商会月报》第l巷第9 1【)号，新嘉坡中』#总商会月报拄行部，l 922年刊
印，第86贝。

②《爪畦通讯》(六j续，《申报》i91 9年6；{24 LJ．第6版。

⑧《爪吐通讯》(六，续，《申报》】919年6月24 f1．第6版。。

4)t海晨报主编：《中国赴菲观光团特刊》，上海，新民dj版印刷公司．1吣5年2门20同叛，稿l 7负。

⑧《爪畦通讯》(六J续，《申报》1919年6月2c}同，第6版。

@季啸风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中文部)，第87册，桂林，广两师范大学Ⅲ版社．1998{#版．第
289蒉。

⑦季啸风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中文高“)．第9l{ij}．桂林．J一西师范大学“j版社．199s年版，第
3j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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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其本国制品，此项制品，⋯⋯向来皆假华商之手，今则渐有以此代替之趋

势。”o

此外，日本还在其他领域压制华侨经济的发展。一战发生之前，东南亚与

世界各地之间的货物运输主要由英、日、德等国的轮船公司负责，但战争发生

后，德国与英国先后将自己在太平洋上的航运业务拱手让给日本。占据垄断地

位的日本轮船公司随即从1915年10月起抬高运价，“计麦与面料由美运至目本

者，每二干镑运费美金五元半，运至上海、香港、马尼拉埠者六元，(木料)船

尺一千尺运日本九元，香港、上海、马尼拉埠者十～元，(腊鱼)每四十立方尺

运日本者六元半，香港、上海及马尼拉埠者七元半。”增日本轮船公司的上述措

施对于当时倍受航运停顿困扰的华侨经济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古语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由j：口人十分了解华侨经济的致命伤，因

此，他们的进攻顿时引起华侨的极大恐慌。“对于大多数的华人商入来说，欧洲

人的商行不是他们的主要竞争者(因为欧洲商行向来不屑于涉足中介商行业)，

他们所担心的是威胁着华人中介商的日本商人，当时有一种日本人从华人手中

接管中介商业的趋势，尽管土生华人报刊喜欢夸大其词，但东印度的华人商人

确实被日本人的这种威胁吓了一跳。”“而新马地区华侨也承认：“马人(即马来

人)之竞争打击，尚属有待，而日本人之竞争打击，其患则在眉睫间也。”。

面对日本商人的疯狂进攻，东南亚华侨有识之士十分忧虑，陈嘉庚曾痛心

疾首地说：“以前(华商经营)各项日用品，多自日本运来，其后日本训练组织

知识分子，散布各处，自行推销与华侨竞争，(华商)受此打击甚形惨重。”。

自19世纪末西人成为东南亚地区经济的主宰者之后，华侨中介商经济网络

是当地传统华侨经济势力仅存的硕果，是华侨经济实力最集中的领域之一。一

战后，目人不断蚕食华侨中介商的地盘，他们的行为使华侨经济面临被连根拨

起的严重危机，迫使广大华侨必须迅速做出应对。

总之，一战是东南亚华侨社会发展一个重要的阶段。战争初期，由于西方

势力的淡出，致使长期依附于西方的东南亚民族经济遭受了不小的打击，华侨

经济也不例外。在困境中，华侨渴望得到中国政府的帮助，这方面的需求成为

他们民族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战后，东南亚华侨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

华侨不仪弥补了自己在金融、 航运等等传统薄弱部门中的1i足，而且还壮大了

①周君南主编：《新嘉坡中华总商会月报》第l卷第9一lo号．新嘉坡中华总商会月报发行部．1 922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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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当地支柱产业中的实力。这一结果给华侨民族主义发展带来了两方面的

影响，一方面，华侨经济与世界市场结合程度进一步加深，华侨越来越直接地

感受到世界市场竞争的残酷性，客观上他们追切需要获得民族国家提供政治、

军事等等方面的支持，帮助他们克服经济实力上的诸多不足，从而在世界竞争

大潮中站稳脚跟。民族国家是近代世界交往基本单位，东南亚华侨随着自己经

济的发展，自动认识到民族国家是维护自己在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中生存发展

的根本保障，从而在政治上认同于民族国家，这是他们的民族主义走向成熟的

一个重要标识。另一方面，战后东南亚华侨经济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

方殖民统治者对当地经济的垄断，后耆为了达到长期统治东南亚的目的，千方

百计压制华侨经济的发展。日本在一一战后不断加快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渗透，

直接威胁到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发展。华侨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加强了对中

国的政治认同，迫切希望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

一战后，东南亚地区民族主义运动与苏联、中国的反帝斗争逐渐联系在一

起。西方国家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在东南皿地区的传播，在政治上加强'r对当地

华侨的控制，同时还想方设法把当地民族主义者反帝斗争的矛头转移到华侨身

上。，当地的发展环境不断恶化构成了华侨政治意识产生的内在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过程中，催生华侨对民族国家追求的动力不是来自中

国，而是直接源于华侨自身的经济进步，源于华侨经济成长的环境一一东南亚

社会的发展变迁。从性质上讲，这种动力属于内力，而非外力，其动力源与当

地土著居民国家意识产生的动力源是一致的。部分西方学者固执地将中国的影

响视为催生华侨民族国家意识的唯一原因，这种观点完全忽视，华侨的发言权，

不承认华侨拥有通过争取当地政治地位来维护自己经济利益的权利，究其实，

是西方殖民统治者分而治之政策的变种，是他们企图永远置东南亚于殖民体系

的重要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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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民族主义的影响

第一节一战后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

在近代东南亚人民反抗西方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斗争史上，第一次世界大

战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正当世界大战还在进行的时候，美国总统威尔逊于

1918年1月8日在国会演说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四条和平纲领”，阐述了包括民

族自决、国无大小强弱一律享有同等权利等等原则在内的战后国际关系的新准

则。战争临近结束时，展望日后的和平，威尔逊又在演说中保证，美国“当视

最弱国之利益，犹神圣不可侵犯，若最强国之利益也。”。威尔逊总统的上述言

论，对于长期在国际关系中遭受强国欺压的落后国家与地区来说，无异于在漫

漫长夜中看到了一线曙光。他们认为威尔逊的言论，表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将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公理战胜强权的战争，是落后民族在战后获得平等国际地

位的先兆。在中国，威尔逊被陈独秀称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㈤《威尔逊参

战演说》一时电洛阳纸贵。在东南亚，“在他们(即当地人民)看来，威尔逊总

统于1918年为解决欧洲问题而提出的‘_卜四点’中阐明的自决原则，具有普遍

的效力。它为他们提供了反对外国统治者的团结口号。”学可以说，威尔逊的上

述言沦，鼓舞了东南亚地区人民争取民旗独立的信心与勇气。战前，欧洲被誉

为世界发展中心，执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发展之牛耳，掌握着世界

落后民族的命运。然而，战后，那些长期被认为是落后地区“专利”的经济衰

退、政局动荡等等问题，也开始在欧洲火行其道。它充分暴露了欧洲社会发展

脆弱性的一面，这对于欧洲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心理上的打击，但对于落后地

区(尤其是欧洲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人民来说，这无异于一大福音。它大大增

强了落后民族改变自身命运的民族自信心，催化了落后地区民族主义运动发展。

一战中，东南亚各国曾给予其欧洲殖民宗主国不同程度的支持，如： “法

国从印度支那征调了10余万人充当士兵或劳工。大战期间，捐税、殖民贡纳和

强制性公债增加。越、柬、老三国供给法国将近19 15亿法郎的公债和2亿法

①蒋梦麟译：《威尔逊参战演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第55页。转引自黄建朗著：《中国废

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43页。

②《每周评论》发刊诃，见胡明编迸：《陈独秀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1页。

@cL莫瓦特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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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的经费。”o而荷兰也在荷属东印度地区征收了大量的战时税，英政府同样住

其东南亚的殖民地上发行了公债，“欧战事起，其(星洲)政府合新加坡马拉加

(马六甲)、槟城三洲，筹公债1200万，七日而集。”o暹罗在一战后期才对德

宣战，仅于1918年7月派遣了一支由运输、医护人员及飞行员组成的850人的

远征队到法国参战，其中有19人阵亡。。

由于上述国家在战争中做出了贡献，因此，它们在心理上自然要求宗主国

做出补偿。另外，欧洲各国在战争中遭受了重大打击，其经济衰退的情形通过

赴欧参战的东南亚人士之u，传回了当地，为当地人民所了解，这无疑增加j，

他们向欧洲国家叫板的力度。1919年，圳志明代表越南爱国者向巴黎和会递交

了要求承认越南民族自决权、恢复越南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等八项要求的请愿

书。鲫尽管逞罗在战争中所做的贡献微乎其微，但凭借这一点，大战结束后，逞

罗获得了战胜国的待遇，出席了巴黎和会，1920年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国，国

际地位有所提高。战后几年，它先后与美、日、法、英等国签订了新的条约，

废除了强加于它的治外法权，并收回了关税自主等权利。在争取民族真JE独立

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荷印地区，战后当地民族主义者坚决要求在政

府中分享更多的权力，为了缓和当地民族主义者的情绪，1917年荷兰在荷印地

区成立了一个国民参议会(VoIksraad)，允许当地人民在议会中占有一定的席位。

与此同时，政府还拟定了一个关于在各省将权力分散的总计划。⑨总之，抓住一

战的有利机会，东南亚地区民族主义力量逐渐从幕后走到台前，当地民族主义

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战前后，东南亚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分为两种类型， +种是殖民地与半

殖民地的类型，另一种是主权国家的类型。前者包括了西方殖民统治极其残酷

的地区，如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地区等等，上述地区人民以民族主义与

共产主义为武器，向帝国主义国家提出政治独立的要求；后者则以暹罗与菲律

宾为代表，这些地区人民以民族E义为武器，努力实现民族经济的独立。在

战后的东南亚地区民族独立运动中，当地的华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制与排

挤。在荷属、法属等等殖民地，帝国主义者为了压制殖民地人民的斗争、|5且止

苏俄反帝斗争向东南亚蔓延，他们将当地人民斗争的矛头引向了华侨，华侨成

为了西方殖民统治者的替罪羊；在逞岁与菲律宾，当地政府与人民努力将经济

①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卜年史》，第一卷，第236炙。转引自粱英明等著：《近现代东南，弦兜》，．比
京大学出版社，l 994年版．第270页。

②《星洲之考察》《东为杂志》第j 5卷第8号(1，1 8年R月j，第j 94页。

③粱英明等著：《近现代东南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4页。

④粱英明等著：《近现代东南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j 9蚰年版，第287页。

⑤蒋逢辰：《暹罗取消治外法权之经过》，《南洋研究》，第2卷第6翊。

@c L莫瓦特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剑桥世界近代史》第】2卷，北京，中豳社尝利
学出皈社，l 999年版．第424页。



第四章一战后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对华侨民族主义的影响

大权从华侨手中收回。上述压制与排挤迫使华人产生政治意识，从内部推动着

华人民族主义的发展。

第二节暹罗政府的华侨政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朱拉隆功、拉玛六世等等君王的领导下，暹罗励

精图治，锐意改革，努力建设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以此来对抗西方各

国的经济掠夺。在此过程中，政府逐渐加强了对当地华人的管理。

早期华人在暹罗享受着种种特权，华侨不仅可以豁免服兵役和劳役，而且

还可以享受不少欧洲商人所无法获得的特权。如1826年，暹罗与英国所签订的

条约，否认了英商在暹罗居住的权利，而对于英国属地之华人，暹政府“则许

其深入内地，此外所享之特权，为英人所无者，如船税之免除，船舶之购造、

所有土地、专卖物品、制糖、种稻等皆为大利所在。”。由于华人在当地享有特

权，因此，在西人东来之后，“华侨地位之优胜，几为当时(西方国家与暹罗)

所订条约之对象”。@1855年，随着暹罗国门被西方国家打开，暹罗中断了与

中国的朝贡贸易关系。为了最终获得真正的民族独立，以朱拉隆功、拉玛六世

为代表的君王相继带领暹罗踏上了创建独立主权国家的漫漫征途。在此过程中，

政府加强了对全国经济、政治、文化等等方面的管理，这一切给当地华人的发

展带来了新的冲击。在税收方面，暹罗华侨一直享受着一定的特权，】899年，

逞罗政府进行了税收改革，自该年起，常年人头税代替了徭役，在往后的十年

中，泰人和居留在暹罗的亚洲人每年纳税4—6铢，而中国人仍继续每三年只纳

一次人头税4 25铢。但1909年3月，暹政府颁布了一道法令，结束了中国人每

三年只纳一次人头税的待遇，要求他们与当地其他居民一道，每年必须纳6铢

(内地省份缴纳4．5铢)的人头税。。

这一法律颁布后，曼谷市华侨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全市大罢工，在罢工期问，

整个曼谷市“大米和食物很缺乏，并且价格昂贵；商业和航运业也陷于瘫痪状

态。”⋯尽管暹罗政府依靠军队和警察镇压了此次华侨罢工事件，但此次事件已

使暹罗人认识到自己在经济上对华人存在的严重依赖，因此，“从那时起，泰国

国民经济必须握于泰人之手的呼声，高唱入云。今日泰国华侨处境的困难，就

∞BoMlng，7托日，蝎t70Ⅲ鲫d曲。p。叩忙旷s肼Ⅲ(1857)II．P205转引自黄正铭：《暹罗华侨之法律地位》《东
方杂志》第33卷第23号(1936年12月)．第32页。

②A1lderson，西喀f神m∽。州P wm胁Ⅲ．1928，P303转引自黄正铭：《暹罗华侨之法律地位》《东方杂
志》第33卷第23号(1936年12月)，第32页。

⑤史金纳：《泰国华人社会一一史的分析》，厦『j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年第3
期，第85页。

④史金纳：《泰国华人社会一一史的分析》，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年第3

期．第85页。另见黄正铭：《逞罗华侨之法律地位》．《东方杂志》第33卷第23号(】936年12月)，第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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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泰人对于那次罢业之反响，这是无庸怀疑的。”u以上所说的华侨处境困难指

的是，自191J年起，暹罗政府的华侨政策开始以强制同化政策取代原来实行的

优待政策，这一转变给华侨在当地的发展造成了诸多的束缚。

佛历2456年1月10日(即公历19】3年4月10日)，暹罗新颁布的图籍法

中规定：符合以下特征的人都属于暹罗国民，(一)生时父为逞罗人者，无论隹

于逞罗国境内或国境外。(二)生时母为暹罗人而父无可考者。(三)生于遑岁

国境内者。(四)外国女子依婚姻法与逞罗人结婚者。(五)外国人依法定手续

归化者。。按照上述规定，所有生于当地的华侨子女统统属于暹罗国民，这一规

定与中国于1912年颁布的国籍法产生，严重的冲突，暹罗华侨成为拥有双重国

籍身份者。此后，中逞两国围绕着华侨的归属展于nr旷目持久的谈判交涉，华

侨双重国籍问题成为中暹两国邦交发展难于逾越的一道门槛。暹罗政府除了不

顾华侨的意愿，强行将东南亚华侨划为暹罗国民之外，接受西方教育的逞罗政

府官员还沿袭西方政府的做法，将当地华侨视为黄祸，鼓动当地居民敌视和排

斥华侨。，。1914年暹罗社会出现了一本名为《东方犹太人》的小册子，在该书

中，作者“阿沙瓦巴虎”对当地华侨进行了如下的批判：首先，中国人被认为

是不能同化的，他们在暹罗只做短暂的居留，其目的就是尽量赚钱；其次，中

国人被斥责为机会主义和两面派的人，他们在当地所做出的一切友好态度都是

欺骗性的，目的上为了能够赚钱。第三，中国人被认为是缺乏公民道德的，他

们想得到公民的一切权益，却拒绝承担公民的义务。第四，中国人所崇拜的只

是财神，为了金钱，他们可以去做卑鄙的事件。最后，中国人是暹罗社会的寄

生虫，他们把在当地赚的钱都寄回了中嘲。。《东方犹太人》的宣传离问了当地

民族与华侨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当地居民对华侨的不信任，甚至敌视，华侨在

当地的发展环境一时变得相当严峻。

另外， 1917年暹罗实行征兵制，该制度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对华侨华

人明显不公平的现象，“暹罗政府对于华人来暹者，一律视为暹籍⋯⋯(在服兵

役问题上)华人之居留遏籍，该因政府不问其是否生于遇国，至2l岁时则亦必

按法就征，否则罚之。如属他国国籍，若日、若欧美，凡不生于暹国者郎不充

兵役，其在暹罗国娶暹女为妻，所生之子仍不须充兵役，此遏国有强迫华人入

①兰敷(KeⅥ1eth nnv Land衄)著，陈礼颂泽
号(194】年2月)，第37页。

②黄正铭：《逞罗华侨之法律地位》，《东方杂志》

《泰国是怎样对付华侨商业》《东方杂志》第38卷第3

第33卷第23号(】936年12月)，，第35页。

③史金纳：《泰国华人社会一一生的分析》，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年第3
期，第84页。

④史金纳j《泰国华人社会一一史的分析》，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年第3
朗．第86页a另见兰敦(KPⅥ化tll Pe哪Landonj著，陈礼颂译：t泰国是怎样对付华侨商业》《东方杂志》
第38眷第3号(1941年2月j．第37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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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当兵之行为也。”。另外，在教育方面，政府于佛历2461年(即1918年)4月l

曰开始实施《钦定民立学校法》，加强了对华侨学校校董、教员、教材、课程等

方面的管理，规定华侨学校的校长、教员必须通晓暹语，必须通过政府组织的

逞文考试，拿到合格证书后，才能在华侨学校继续任职、任教，华侨学校必须

减少华文课程，增加暹罗的文化课程，在培养目标上，“(一)使学生能通晓普通

暹文暹语，(二)养成学生使为良好之国民，激发其爱暹国之心，至少当使其通

晓国疆形势及历史地理等科学(俱指暹国言)”。该法令实行前，暹罗原有华侨学

校27所，该法令实行后，“不数月间，被勒停其23所，所存凹校，又与争议，

恳与展期，容我华教员兼习暹文，彼遂展限至今年止，其已被停者，并展限不

许，然数月之间，安能遽通彼国语文，实则展如不展。”。

暹罗政府的上述强制同化措施，引起了当地华侨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变。1910

年以前，在暹罗政府实行放任自由政策的情况下，华侨社会游离于当地的主流

社会之外，秘密会社实际上行使管理整个华侨社会的主要职能。1910年，秘密

会社发动全体华侨实行罢工，反对政府的增税计划，此次事件使秘密会社影响

力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同时也是它走向衰败的起点。受暹罗政府的镇压，秘密

会社的力量受到沉重打击，同时，政府自1900—1917年之间逐渐取消了包税制，

该举措对于秘密会社的领袖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191】年清政府被推翻，秘

密会社也失去了它奋斗的政治目标，以上的变故最终导致了秘密会社在华侨社

会中的式微。在秘密会社大厦倒塌的废墟上，成长出一大批以血缘、地缘、方

言缘等等关系为纽带的华侨社团。这些社团与秘密会社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具

有合法的身份，它们在社会上公开活动，为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发展而努力。对

于当时暹罗华侨社会所发生的变迁，史金纳认为：“从19世纪转入20世纪到第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期问，也是暹罗中国人社会组织的～个转折时期，总

而言之，主要的趋势是：中国人的社会组织从地下活动转向合法，从分裂转向

团结，从非公式转向正式组织，从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转向社会负责。这些改变

是适应中国人社会内部和外部的新情况而产生的，自然每一反过来叉成为今后

历史发展的条件。”@上述论断十分传神地概括了一战前后逞罗华侨社会鹊发展

特点。

一战前后，随着暹罗政府强制华侨同化步伐的逐渐加大，华侨社会与当地

社会之闯的封闭隔绝状态也不断地被打破，华侨开始同当地社会进行了全方位

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第8册，江苏古籀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

页．第11l页。

②暹罗钦定民立学校章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001，案卷号：443。另见《我国南
洋侨务的回顾与展望》，《东方杂志》第33卷第9号(1936年5月)，第66页。

@《暹罗华侨请派公使驻暹罗通肩》，《东方杂志》第16卷第6号(1919年6月)．第164页。

④史金纳：《泰国华人社会一一史的分析》，厦门大学南研究所编：《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年第3期，
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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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触，战后暹罗出现的经济繁荣进一步加深了华侨与当地居民之问的交往。

在这过程中，华侨与当地居民以及当地政府之间的矛盾亦不断地增加，如何保

护华侨在当地社会的台法权益成为_，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新形势下，

华侨社团保护能力不足的弊端便暴露出来，。首先，华侨社团作为当地社会的

民间团体，它们代表华侨向暹罗政府进行交涉时，他们的方式属于请愿性质，

而没有主权国家之问的外交性质，当地政府对其并不予以太多的理会，网此，

华侨社团无法担当保护华侨的重大责任。其次，华侨社团以地缘、业缘与方言

等等为纽带，附带着严重的狭隘性与封闭性弊端，它们对于协调本组织内部的

矛盾问题是胜任的，但对于整合整个华侨社会内部各方面力量，团结全体华侨

起来与当地政府进行抗争则缺乏号召力。因此，这个时候华侨自然把希望的目

光投到了中国，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保护华侨在当地的合法权益，维护他们在当

地的经济利益。在这一层意义上，20世纪初，暹罗社会的变迁使华侨获得了认

同于中国的内在动力。

第三节菲律宾针对华侨的“经济独立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菲律宾人在政治上积极谋求对美独立的同时，他们

在经济上也开展了针对华侨的“经济独立运动”。华人在当地商业中一直占据重

要地位，在20世纪初，华人之商业，占+全岛商务70一80％，单单马尼拉一地，

就有华侨商店1 5000家，与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w为了

改变这种状况，菲律宾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概括起来，这些措施主要分

为破与立两方面：破是指削弱当地华商的经济势力：立则是指扶持当地居民的

经济发展以取代华商。

为了削弱当地华商的经济势力，政府颁布了种种苛例，例如：(一)轮船公

司条例，规定凡内河航行之轮船，非美籍人民，不能为股东。该条例剥夺了华

商经营航运的权利，使华商的货物运输不得不依赖于美国人或当地人经营的航

运公司，从而削弱了华商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二)禁米条例：政府对大米的

销售价格进行限制，遇必要时，得由政府公卖。该条例杜绝了华人米商囤货居

奇，谋取暴利的行为。，学(三)卫七条例与营业时问条例。一战结束后，菲政腑：

对全国零售商店的卫生与营业时间等等方丽做了新的规定。由j：华侨商”j多经

营食品或杂货等等与当地人民生活密匕玎相关的商品，并且经常是 个商店里，

既卖食品，又卖杂货。在营业时问h这些小商店一直依靠从早到晚营业，东

赚取薄利。因此，政府上述规定出台后，华商受打击相当严重。如政府规定所

①《菲捧宾簿记案节略》，《东方杂志》第l 8希第】7号r】92】年9月10日)，第】20、122页．

@f可汉史著：《华侨概况》，上海．神州国兆让，1 c)j1㈣恒．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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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销售商品必须有营业许可证，并且销售食品与杂货不能共用一个营业许可汪，

也不能在同一间铺面里进行，必须领取两个营业许可证，并把铺面隔成两问，

否则不准继续营业。上述规定增加了华侨商业经营的成本，给华侨商业发展带

来了诸多的不便。另外，在卫生检查中，华侨受损严重，“有华商小冰店1700

所被指为不洁，而勒令停止营业。酱油制造，本为华人所包办，但有制造厂十

数家，皆被勒令迁于市区之外。在马尼拉之华商汽水制造所，于卫生检查时，

大小56所中，有42所被指为不洁而被缴销其营业证。此外华侨有一个最大的

污点，便是鸦片和赌博，侦探局对于小本华商，每以有此嫌疑而被逮入狱，半

年问犯者不下百人，每因裁判费用，而倾家荡产的很多。”⋯(四)西文簿记案。

1921年菲律宾立法院通过2972号法案，对全岛商店使用的簿记(即记帐)办

法做了如下的规定：“(1)任何个人或公司或行号，按现行法律，在菲岛经营商

业或实业或其他种贸利之事业，若不用英文、西班牙文或菲岛土话作簿记，即

认为违法。(2)违此法者，由法定手续审实后，当受惩罚或监禁，惩罚以菲银

一万元为限，监禁以两年为限，或惩罚与监禁两者并行。(3)此法已于2月21

日批准，将于11月1日实行。”圆该法案公布后，在菲律宾华人社会中引起轩然

大波。因为根据该法案的规定，当地的美国人、西班牙人可以使用自己的母语

来记帐，而土著商人也可以继续使用土语来记帐(这些土语种类“自26至65

种不等，⋯⋯况中有数种土语，能操其语者不过数千人，能通其文者，则仅数

百人”③)，而唯独当地商业人数最多的华商不能使用业已相当规范统一的汉文

来记帐。由于华商当中能熟练使用英文或西班牙文的人极少，因此，上述法案

开始实行后，华侨商人如果想继续营业，则必须使用英文或西班牙文或土语记

帐。这意味着每个商店必须每个月花上菲银二百元聘请能熟练使用上述文字的

记帐人员，而华商多为小本经营，大部分商店每月的赢余尚不足二百元，如何

出得起这笔租金?即使是出得起这笔钱的商店，也存在着种种顾虑：如，记帐

人员做假帐怎么办?华商自己看不懂记帐人员为本店所做的帐，这生意又怎能

做下去?因此，该法案名为对全菲商人进行管理，究其实，乃是直接为削弱菲

岛华商的力量而设。

菲律宾政府在积极削弱当地华侨商人势力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扶持当地

商业力量的成长。政府首先培养丁’批商、{k的专门人才，派他们到欧美各地进

行考察。另外，政府鉴于土著居民是华侨商店最大的顾客群，便提倡本岛人民

要购买本岛生产的商品，并且要求在本岛人经营的小商店里购买。希望藉此实

现从商品的生产、销售到消费全部过程的菲律宾化，从根本上削弱当地华侨的

①何汉文著：《华侨概况》。上海，神卅f国光社．1931年版，第137页。

②《菲律宾簿记案节略》，《东方杂志》第】8卷第】7号(1 921年9月Io日)，第12l页。

③《菲律宾簿记案节略》，《东方杂志》第18卷第】7号(1 921年9月10日)，第12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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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势力。为了使民众熟悉本国的产品，菲政府派人对全国的生产与贸易情况

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在此基础上，议会通过了巨大的预算方案，设立了大规模

的商品及渔业陈列所，通过每年的商品博览会，把当地的产品介绍给本国人民。

政府还成立了国家银行，提倡本国人设立私人银行，政府在政策上给予各种优

惠。∞政府还组织了一个大公司，集资十万元，在资金和商品上支持当地人经营

小商店。在政府的帮助下，当地人经营米、薪、炭及日用杂货的小商店在各个

居民区出现，当地人也纷纷到这些小商店中购物。受此影响，到20年代末，“在

马尼拉之华商，小店尚有二千所。”。比20世纪初的15000所少了一丈半。

面对当地社会来势汹汹的经济独立运动，华侨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

他们逐渐走出传统华侨社会沟壑林立、互不往来的樊笼，团结全地区华侨的力

量进行抗争。在菲立法院通过2972号法案后，全菲的华侨团体(包括马尼拉中

华总商会、烟草商会、救乡会、同乡会、国民党支部、中华医药会、华侨仁义

团等等团体)共同组成了华侨联合大会，该组织的章程如下：

(1)本会以发展海外事业，疏通侨胞间之意见，保护公共利益为宗旨。(2)

本会以住在菲律宾之华人团体机关之代表组织之。(3)会议之地点设于马尼拉

中华总商会事务所内。(4)会议期问定于本年(1926年)6月15日至6月22

日。(5)会议事项以关于全体华侨：[商业之利益为限。(6)议案须于大会五日

前提交中华总商会。(7)会议时于代表中推举一人为主席。(8)本会提议之事

项，以得出席代表过半数之赞成为通过。(9)决议事项，由本会审查员择要发

表之。(以下省略)o

华侨联合会成立后，立即召开j’两次全国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商讨决定

了华侨相互间之联络计划；对于簿记案应付之办法；对于簿记案抗争费用之准

备。成立了全国性的华侨组织一～抗争西文簿记案干事部，统一领导华商反对

西文簿记案斗争等等。⋯在第二次I茨席会议中，华侨通过了三个决议案：(1)各

地华侨对于西文簿记案应一致彻底力争。(2)决议将华侨间前经募集之股本15

万元，扩充到50万元，创设轮船公司，开始经营经香港、厦门到菲律宾之间的

货运与客运。(3)减少华侨商店：[人的工作时间，规定每日F午七时后，店员

即可以下班。(4)通过了禁止华人妇女在当地从事卖淫活动的决议。@

在第一次联席会议后，在抗争西文簿记案干事部的领导下，菲律宾华商兵

①邬翰芳：《菲律宾之对华经济独立运动》，第4647页。
②何汉文著：《华侨概况》．上海，神州国光社，i931年版，第137页。

⑨何汉文：《华侨概况》，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第174．175页。另见(日)长野朗著．黄朝琴

译：《中华民族之国外发展》，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印行，1929年，第235．236页。

④用君南编辑：《新嘉坡中华总商会月报》第1卷第6号，新嘉坡中华总商会月报发行部．】922年版．
第60页。

@何汉文著：《华侨概况》，上海，神卅旧光社，1931年版．第132—133页。(目J长野朗著，黄朝琴译：
《中华民族之国外发展》，疆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印行．1929年．第178．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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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路，同时进行反抗西文簿记案的行动。三路人马中，一路在当地社会活动，

～路赶赴美国，向美国政府表示抗议，另一路则积极同中国政府联系，要求中

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展开交涉。负责在当地斗争的华商，反复向菲督和菲议会表

咧华侨已经在当地生活了五百多年，战华侨商人与当地的关系“恍如该岛之山

泽，为天然的设置而不可或分者电。⋯⋯(且)华商为菲岛出产产品之大宗顾

客，简去华商，是将害及菲岛之市场也。”。马尼拉华商粮食店，为了反对簿记

法案的实施，他们进行了同业罢工，一一周时间内，当地立即发生了严重的粮食

恐慌。②赴美的华人代表是薛敏老、吴克诚二人，他们在美国积极向美国政府及

各大新闻媒体进行游说，他们指出：美国货是菲律宾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商品，

而“现在美国货之行销菲岛者十之九，均由华商为经理，苟损害及于华商，是

对于美国货亦一大打击也。”@值得一提的是：薛吴二人赴美所需的一切费用全

部由菲岛华侨商店筹集，具体办法是，将全菲华人按居住区域进行划分，每个

区域指定专人负责，这些人按全国统一的标准从每个华人商店的营业额中征收

款项，然后汇总到抗争西文簿记案干事处，截止1922年8月，菲律宾华人共进

行了两次集资活动。o

美国商界鉴于此案对自身经济利益的损害，也纷纷表示反对。包括美国华

盛顿州舍路市外国商务会、台路市商会、美国俄拉根州钵仑市商会、旧金山商

会外国商务股、芝加哥商会、纽约市商家总会等等在内的8个商人团体向美国

总统、参众两院以及菲律宾总督等等机构提交议案，反对该法案的实施。其中，

纽约市商家总会专门为此事致函美国哈定总统(即哈丁总统⋯一笔者按)及菲律宾

总督，致哈丁总统的信中提到“⋯⋯(敞会)以为该案无存在之必要，以为甚不

公平，而弊害颇多，倘蒙贵大总统加以采纳，无任感荷。”致菲督的函件内容如

下，“⋯⋯此案据敝会所闻，于中国美国及菲岛各方面，均以为此案若实行，将

使旅菲华侨完全歇业，是美国商务将因之受一大打击，敞会殊不解，该案有存

在之必要，倘为便利收税而设，则尽可另立他法也，⋯⋯”。在菲律宾地区，不

少报纸也站在华商的一边，反对2972法案的实行。菲岛最著名的周报——《公

民周刊》(TheCitjzen)的主编说：“吾人以为，立此法者，审查殊欠精明，⋯⋯(并

预言1试行一年，政府必知实行之难而变易其态度也。”美人在菲所办之最大日

报——《马尼拉时报》(MaIlila Times)于1921年2月15日刊登了该报主编所作

的题为《自削其鼻》的文章，文中提到：“立此法者，意在驱逐华人出商界，焉

①《菲律宾簿记案节略》《东方杂志》第18卷第17号，(1 921年9月10日J，第】22页。

②何汉文著：《华侨概况》，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第140页。

③《菲律宾簿记案节略》《东方杂志》第18卷第17号．(1921年9月】O日)，第120页。

④周君南编辑：t新嘉坡中华总商会月报》第l卷第6号．新嘉坡中华总商台月报发行部，1922年8月

版，第61页。

@《菲律宾簿记案节略》《东方杂志》第18卷第17号，(1921年9月10曰)．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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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菲人实自削其鼻耳，华商势力如此之大，凡所以伤害华商者，适以伤害菲政

府团体及菲岛人民耳。”包括商务日报(El comereie)一一菲岛开办最早最有名H

报之一，国家曰报(LaNacion)一菲岛极有势力日报之一，商报(LaMercantil)⋯
谣班牙人所办最有势力之日报在内的西班牙文或本地文各著名论报亦反对此

法。i

除此之外，菲律宾华商的行动还得到r中国政府及海内外华人的支援。中

国驻美大使一一施肇基在得知这一消息屙，立即向美国国务卿正式提出抗议，

并表示如若此法实施，那么中国亦将灯在华美商采取相应的报复手段，中国政

府的强硬态度有力支持了菲律宾华侨的反抗斗争。。旧金山致公堂、纽约市华侨

商务总会恳亲联合会及商团、芝加哥华侨工商总会等等美国华人团体，中国国

内各大报纸、教育界、学生界等等亦致电菲律宾抗争西文簿记案干事，声援当

地华侨的反抗行为。o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美国政府要求此项法案延期实施，菲律宾当地政府及

华商对于这一决定都感到不满。于是，双方又进行了长达五年左右的交涉淡判，

终于在1926年6月由美国法院裁定该法案违背美国宪法，决定予以取消。对于

美国政府的上述判决，菲律宾当地政府及民族主义者大为不满。菲律宾各地之

报纸，皆破口大骂华人，有些竟大张其词，说华人为“文明之敌”，中国商人为

“脱脱之奸商”，中国移民为‘‘违法之苦力”。当地居民与华侨之间的感情，益

形水火。∞在社会上敌视华侨势力的影响下，菲律宾国会再度修改法案，规定凡

是不用英、西、菲三种文字记帐者，在政府稽查税额删，必须征收查帐费作为

翻译费用，并于1928年开始实施。菲方与华侨都对此法案表示接受，西文簿记

案至此顺利解决。。

西文簿记案的交涉以华商的胜利而告终，但随着当地民族国家建设步伐的

加快，民族主义作为当地政府进行政治动员最有效的手段，它所扮演的角色电

越来越重要，这一切决定了民族主义的负面作用(排外性、破坏性等等)也越

来越明显，1925年菲律宾当地还发生了一起暴力排华事件，它也是当地土著居

民对华侨存在偏见衍生的一个结果。受此影响，当地华侨经济遭受的冲击程度

也越来越大，它对当地华侨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也逐步加深，简言之，菲律宾

对华侨经济独立运动促进了当地华侨社会内部的团结。

上文提到，全菲华侨为了对付趔文簿记案而加强了全地区华侨的大团结。

在全岛华侨团体召开的联席会议上，针刺当地政府的苛刻规定，华侨代表们制

o《菲律宾簿记案节略》《东方杂志》第18巷第17号，1192}年9月10口j，第124一126页

②李盈慧著：《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台北，国史馆．1997年版．第199页。

③同f：。

④何汉文：《‘#侨概况》．f二海．神州固光社．1％1年黼，第174页。

⑤李盈慧著：《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台北．例生馆．}997年版．第199页。



第四章 一战后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对华侨民族主义的影响 1(j7

定了相应的措施，成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华侨社会内部的统一性和自治能力

得到了加强。与此同刚，面对当地政府所制造的种种压力，华侨社会亦加强了

对中国的认同，比如：在当地立法院通过2792号法案后，华侨普遍认为是中国

国力赢弱，对海外华侨保护不力所致，当地华侨说：“此以华人无国力为后盾，

故议院敢一意孤行，若华人有强固之政府，雄伟之兵力，吾知菲人必不敢如此

妄为云云。”。在此之后，菲律宾华侨为了获得在当地的平等发展地位，他们更

加热情地支持中国为建设一个强大、统一一、民主的现代化国家则进行的政治经

济建设以及反抗外侮斗争。总之，这一时期菲律宾华侨反抗当地经济独立运动

所进行的斗争，为当地华侨民族主义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部推动力。另外，它

还为抗战爆发后，当地华侨抗日爱国高潮的到来，营造了团结的氛围、积累了

斗争的经验、并打下了组织基础。

①周君南毛编：《新嘉坡中华总商会月报》第1卷第6号，新嘉坡中华总商会月报发行部，1922年8月
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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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一战后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的新任务

第一节东南亚华侨旧交往体系发展的滞后性

一战前后，东南亚地区经济的繁荣、西方殖民统治者的压制、日本经济势

力的侵吞、当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等等历史变迁，从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

方式冲击着当地的华侨社会。其结果是华侨与当地社会结合的程度进一步加强，

华侨社会独立于当地社会之外的状态逐渐被打破，华侨再也无法继续在当地“一

心赚钱、不问政治”，而他们在当地的谋生手段(包括以勤俭节约来发家致富、

以充当西人与当地土著居民之间的中介来积攒财富等等)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众所周知，传统的华侨社会结构{三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第一、华侨与当

地政府之间交往的主要形式一一侨长制度(包括甲必丹制度与帮长制度等等)；

第二、华侨与中国政府之间的交往渠道一一中华总商会、中国驻当地领事、国

民党在华侨社会中的组织(如海外支部、书报社等等)；第三、华侨内部相互之

间交往的渠道一一以方言、业缘、血缘等等为纽带组成的宗乡会馆等等。该社

会结构是西方国家分而治之，问接统治的j2物，其主要功能是协调华侨社会内

部各部分之间的矛盾，保持华侨社会在当地自成一体的封|=；jj状态。在服务方向

上，该社会结构是内向的，而非外向的。一战后，随着华侨与当地社会的接触

面的扩大、接触程度的加深，华侨与当地政府、当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冲突电相

应增加。如何维护华侨在当地的经济利益，进一步帮助他们继续扎根于当地?

成为全体华侨共同面对的一个新问题，这一一新问题恰恰是传统华侨社会所无法

解决的。

从华侨与当地政府所形成的交往关系来看，甲必丹制度与帮长制度已经明

显跟不上华侨社会的发展步伐。早期华侨社会主要由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破产

农民、手工业者等等组成，他们知识水平低下，无法理解当地殖民政府的统治

政策。并且这些人大都抱着寓居的心理来到当地，一一心赚钱，争取早日衣镐还

乡，因此，他们都不想与当地政府有太多的接触，便由华侨社会的首领代表他

们与当地政府进行各方面的接洽。当时的西方殖民统治者在当地势单力簿，为

了更快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经济利益，他们也乐于以间接统治的方式来维系当地

传统的政治格局，以避免直接统治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冲突。于是他们便通过承

认华侨社会各领袖人物的领导地位，借助这些华侨首领间接地管理当地华侨社

会。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帮长、甲必丹制度便成为华侨社会与当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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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的主要形式，帮长、甲必丹成为当地政府管理华侨的代理，同时也担负着

代表华侨与当地政府交涉，保护华侨合法权益的任务。

迸入19世纪，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实力|：；}勺增加，它们逐渐加大了对东南亚地

区经济的控制力度。与此相适应，直接统治日渐成为西人统治当地的主要方式。

例如：英国于1824年：之后，陆续废除马米半岛各地区的甲必丹制度，1898年

美国占领r菲律宾之后，便宣布废除甲必丹制度。但在荷兰与法国的属地上，

这种间接统治制度迟至一一战后仍然大行其道，只是此时的甲必丹或帮长已经无

法保护华侨在当地的合法权益。

首先，帮长或甲必丹都是当地殖民政府任命的官员，政府从自己的统治利

益出发，大都任命那些听话的华侨来担任。在法属越南各华埠，“每二年选举正

副帮长一次，由市政厅规定，以纳甲等门牌税及～等身税之华人，为有被选资

格，El必须有洋奴走狗性，与法国顺民之资格者，方能事当，否则即使当选，

市政厅亦要勒令改选。所以历任人部长，均是为虎作伥之徒，代法人压迫华人

为事。所有全埠华侨之交纳身税纸等之税金，均先交纳帮长汇齐，然后交去金

库，非有洋奴走狗资格，不能任也。不特此也，其走狗之薪金，每年数千元，

又要在华人公款支给，而法人实在不费一文而已。有走狗供其差遣，此则我国

不能不设领事于此，以废除辱固丧权之帮长也。”⋯

剥于荷印地区的华人甲必丹制度，时人亦多有诟病：“荷属南洋华侨政治上

有一种特点，就是居留政府在华侨中选任一种官吏专管华侨，名称有‘玛腰一甲

必丹’‘雷珍兰’等等，承上接下，大多是侨生，有利归诸荷人，有害则归华侨，

他们的职分虽然微末，但是对于华侨很有权力，如侨民交涉，先由‘玛腰’公

断，不服再至政府起诉，征身税、屋税、发给旅行的出水字，全是他的职务。

有一班不肖之徒，对于荷官命令，奴颜妾态，唯唯称是，对于同胞，作威作福，

百般放肆。甚至迎合居留政府，兴害除利，献议苛税，从中取利，大足为侨胞

之害。”②当时中国驻荷印领事对于当地华人官员(甲必丹、玛腰等等)依仗当

地政府，欺压华侨同胞的劣迹出十分反感，声称这些官员的存在，“华侨则无异

在当地政府压迫之下，又加了一层剥削。”“

可见，帮长或甲必丹在此时大都已经成为当地政府的附庸，他们在经济上

与当地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他们在处理华侨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时，

大都是一头热，当地华侨要想依靠他们获得保护简直是缘木求鱼。

其次，由于体制上的限制，即使那些热心为侨胞谋利益的华人甲必丹、帮

①《法属通讯》，《南洋研究》第2卷第4期，第16一168页。

⑦李长傅：《世界的华侨》．《东方杂志》第20卷第16号．(1923年8月)．第65页。

③《外交部公报》第12册，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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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他们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这些官员既然是当地政府任命的，那么他

们代表华侨向政府交涉时，是属于政府内部的交涉，属于请愿的范畴，完全没

有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性质，对当地政府形成不了有效的压力，亦即缺乏叫板的

资本。另外，这些华人帮长或甲必丹大多不懂得外交上的程式，彳i明白国际法

的应用，因此，他们在保护华侨过程中的低效率也就不难想见了。1927年海防

事件中，广东帮帮长的房屋竟被士著居民焚毁了，在事后处理过程中，当地政

府对于此事照样是不了了之，⋯帮长在当地政府中人微言轻，由此不难窥见⋯斑。

在辛亥革命后，国民党一直是整合东南亚华侨社会内部、华侨与中国之间

关系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这支力量的努力F，海外华侨社会内部出现了一张网

络，国民党在各地成立的书报社、国民党海外支部、华侨学校、华文报刊以及

华侨社会中原有的中华总商会、宗乡会馆等等机构则成为r这张网络。一个个

闷结，对中国的认同成为连接各个网结之间有力的网线。在这张认同网络的作

用下，华侨对中国的认同有了极大的加强一电正是在这张网络的作崩下，华侨

社会因日本经济扩张、西方的强制同化以及当地民族主义浪潮冲击等等力量作

用所衍生出来的民族主义力量，能够迅速地浇铸成维护中国独立自主、抗击外

侮的海外万里长城。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国民党在增强华侨社会的华夏向心力方面厥功甚

伟，但在保护华侨方面则乏善可陈。其原凶主要是因为：在整个北洋政府州期，

北京政府一直是国际上承认的合法∞中周政府，而南方政府则长期没有得到厨

际社会的承认，甚至曾与孙中山革命政府在反帝斗争中并肩作战的苏联，对于

中国南北政府也是脚踏两只船。“尽管广州政府表现出勃勃活力，但没有得到外

国的承认，甚至连苏维埃俄国也没有承}人它。苏俄仍然同北京政府保持着不冷

不热的关系，在北京1924年承认苏联后，它还归还了俄国在中国的一些租界

地。”@因此，国民党代表南方政府向东南亚当地政府进行交涉利，当地政府根

本没有将其放在联里。

如】912年国民党在新马地区创建，南洋华侨教育总会，191 3年向当地政

府注册，该组织是国民党所掌握的力鼍较突出的教育机构。1920春，海峡殖民

政府颁布《教育注册条例》后，南洋华侨教育总会成立_厂一个保护委员会，领

导华侨抗议当地政府的上述举措，但没有成功。⑨1924年后，孙中山在华南地

区吹响_，反帝斗争的号角，西方国家把国民党在东南亚的各个支部视为埋在身

边的定叫炸弹，恨不得早日清除而后快。』二是1925年英国开始取缔田民党存新

①龙大均：《越南的民族独立运动及华侨》，《东方杂志》第25眷第12号(1928年6月J．第32负。
②(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赵丰等泽：《世抖文明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 999年叛．第。n3 1『{：、
③c FYbllg＆R B MckeIlll a=|f11e Kt帕lning恤119 lnovelllcllI t11 MaIaya and sl“98porc 1912．f925，Jm Llnal oI'

Souule{lsI Asmu StIldieS．198l 3 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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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地区的支部，而法属越南与荷印地区不断发生搜捕国民党在当地的支部，逮

捕国民党党员的事件。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在当地的合法地位尚无法保证，

他们为华侨呜不平从何谈起?1927年海防排华案后，法国殖民政府对待南方政

府所派出的调查人员的蛮横行为，便是～个明证。

另外，虽然海外华侨对中国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中国的政治党派却

把华侨当作自己国内政治斗争的筹码，只是想利用它，而没有想过为他们在海

外的发展尽自己的责任。东南亚华侨曾刈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华侨社会的活动颇

有微词，他们抱怨说：“从来吾党(即国民党)唯知自南洋搜刮金钱，他无所问。

当共产党之彭泽民占据海外党部时，仅派遣一二手F，播布谣言，以图破坏，

而拥护共产事业而已。十四年，于南洋同志之牺牲，中央非特不施实际之后援，

且亦无文字上之慰问，南洋同志曾屡派代表与中央接洽，然毫无结果。”①可见，

功利心态是阻碍国民党对海外华侨实行保护的一道障碍。

在20世纪初东南亚华侨社会中，巾国驻当地领事是北京政府联系华侨的主

要渠道之一。北京政府是民初国际上承认的合法的中国政府，从保护华侨的角

度来说，中国驻东南亚各地的领事是负主要责任的。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华侨

从中国领事那里获得的保护也极其有限。

在近代，尽管东南亚地区居住着六七百万的华侨华人，他们对中国政治经

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在当时“与中国交往的国家与地区中，少有南洋

地区如此重要的”。∞但在北洋政府的跟里，东南亚地区远不如英，美、法、日

等国重要，政府一直没有把东南亚地区放在与欧美日本同等的地位来看待。在

政府的夕}交部门中，没有设立专门处理东南亚事务的外交机构，“在太平洋战争

没有发生之前，处理菲律宾的外交事宜的主管机关是美洲司，处理缅甸、安南、

马来半岛与所谓荷属印度的外交事宜的主管机关是欧洲司，只有暹罗是属于亚

洲司。”@由于当列中暹两国尚未建交，因此，整个亚洲司实际上无事可干。从

外交机构的设置上，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政府对东南亚地区既缺乏战略的眼光，

也缺乏主动交往的态度。

由于对东南亚地区存在价值的估计不足，冈此，中国在当地派驻的领事屈

指可数。

④(日)长野朗著，黄朝琴译：《中华民族之国外发展》，暨南太学南洋文化事业部印行，i929年，第302
页．．

②陈序经著：《南洋与中国》，(广州)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8年版，第90页。

③酌：序经著：《南洋与中国》，(广州)岭南丈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8年版，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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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驻东南亚领事及其所辖地域表。

领事馆所在地 所辖地域

=玉垅 中部爪哇东南部婆罗洲

巴达维亚(总领事) 西部爪哇西部婆罗洲、勿里洞岛

泗水 东部爪哇西里伯岛，摩鹿加群岛

巴东 苏门答腊东北部

苏门答腊岛棉兰 苏门答腊东南部

新加坡(总领事) 海峡殖民地马来半岛

槟榔屿 槟榔屿

马尼拉(总领事) 菲律宾群岛

沙捞越 英属北婆罗洲

仰光 缅甸

对于中国政府在南洋地区设领情况，当地华侨甚为不满，他们认为：“我国

民居留海外，达七百万，南洋占}之八，多于日本万倍有余，他国勿论矣，而

领事之多，刁i如E1本。”9由于中国领事数量太少，因此，当地政府则”n、』肆无

忌惮地进行排华，而华侨则“呼吁无门，含辛莫诉也”。

另外，由于北京政府的侨务政策以华侨商人为重点，因此，政府只在华侨

商人力量十分突出的地区派驻领事，其他华侨劳工集居地则没有进入政府的视

野范围内。如民初，荷印地区的婆罗洲、邦加岛、勿里洞岛等地生活着近十万

的华工，但北京政府却没有在当地设领，任由当地政府对这些华工极尽奴役与

搜刮之能事。㈢

在遏罗与越南，由于盲目自大，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既没有与逞罗缔约建交，

也没有及时地根据中法两国条约中的有关规定，在越南地区派驻领事。因此，

到民国时期，逞罗华侨～直处于无约圄围民的地位，中国政府眼巴巴地看着遥

罗政府对华侨实行各种苛例却又无能为力。法国殖民当局也正是成功阻止了中

国政府势力介入越南地区而得以对当地的华侨为所欲为。

中国政府对东南亚地区重要性的估计不足还直接导致了中尉驻当地领事在

整体素质上的低能，政府在派遣领事时，往往把～二流的人才先分配剐欧美日

等国，只把三四流的人物派到东南亚地区。。这些到达东南亚的三四流人物通常

既不谙外交事务，又不了解当地侨情，有些领事藉手中的权力，向当地华侨收

取大量的登记费，中饱私囊，有些领事则无所事事，把领事一职当作升官进阶

①(口)长野朗著，黄朝琴译：《中华民旗之国外发展》，暨}幸i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印行，1929年，第253．254

页。另见《外洋各埠华商之近况》，《东方杂志》第16卷第5号(1919年5月)，第2io页。

②南洋荷属婆罗洲山口洋华侨代表邓克辛呈文<】917年9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挡案馆馆藏档案，全
宗号：i001．案卷号：1410。
@同上。

④陈序经著：《越南问题》．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9年印行．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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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跳板。很难想象，如此素质之人在保护华侨方面能有多大的作为。

如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周国贤，在平时专门负责向当地华侨推销北京政府

发行的公债，倡导华侨向中国捐款或刚国投资。1921年，当地政府通过西文簿

记案后，华侨要求周向当地政府抗议。但当时周国贤表示：他只代表中国政府，

不代表华侨，华侨应预习西文簿汜，此案属于菲国内政，中国官员自不能二『二涉，

中国在外并无领事裁判权，华侨颁遵守居留国法律。他还埋怨华侨平时4i到领

事馆中进行登记，证明自己的中华民国国民身份，一旦临事，才想起要中国领

事交涉。①尽管周国贤所说的也有。定道理，但他的态度却使华侨认为他推卸责

任，当地华侨无不为之寒心。

1923年担任中国驻缅甸领事的李盛鸣，是一位瘾君子，平时深居简出，极

少活动，当地华侨很少见到他。o

1926年2月，新加坡地区发牛了当地政府无故逮捕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

年活动而集会的42名华侨。此事发生后，当地各华侨团体群情激愤，他们派代

表前往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请愿，要求领事向当局提出抗议，“讵意该领事贾文

献，乃为凉血运动，竞漠然置之不理。”9

在荷印地区，泗水领事林葆恒(1925年1月．1927年12月28日在任)，除了

在领事馆里，大做诗词，以示风雅外，就是送金字牌板到美里达(B1itar)商会

会长家里，回来时从会长家里带走一’些咖啡和啤酒。对于林葆恒以及其他中国

驻东南亚领事的行径，当地华侨极其不满，他们说：“我们不晓得荷属法属的领

事，是负什么使命?他们除了‘吃饭’、‘睡觉’外，至多代祖国向华侨要一些

捐款，或且宣布一些祖国寄来的公文，对于华侨怎样的保护，教育怎样的提倡

和整理，华侨团体进行的指导⋯⋯都一概置之脑后。⋯⋯弄得华侨对于领事的

设置，视为多事。”w

王正廷也对民初北京政府派驻东南业的领事感到十分失望，他说：“我国政

府从来派遣之领事，无非昧于侨情和沾染官僚习气太重，宜乎华侨都视为赘疣，

领事云者，挂名而已，既不足言保护，复不得华侨之信任，所谓某某领事者，

不过形同虚设罢了。”。

除此之外，不平等条约与经费紧张等等因素也束缚着中国驻东南亚领事发

挥其作用。如在荷印地区，由于受19lJ年中荷两国关于荷属领事条约不平等条

文的束缚，中国在当地派驻的领事根本放不开手脚，无力对华侨实行保护。关

(D《侨务旬刊》．第26期(1921年12月10日)、通信，第11—12I贝。

⑦部祥鹏编：《黄绰卿涛文选》，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50页。

⑧《广州民国目报》，}926年3月20曰，载广东档案馆等编：《华侨与侨务史料选编》广东卷，第l册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5且c

④郑学稼：《用事实向国府请命》，《南洋研究》第2卷第4号，第126页·

⑤赞哲民：《我们期望中的侨务委员会》《南洋研究》第2卷第2号，第4页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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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方面的内容，在泗水华侨升旗案交涉一节里已经有所论述，兹不赘述。

20世纪初，中国驻东南亚领事与中国驻世界其他地方的领事一样，都一i吲

程度地受到领事经费紧张问题的困扰，经费不足已经成为夕}交部与中国驻外领

事行使职权的一‘大拦路虎。例如，1926年7月，蔡廷干出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总

长一职时，外交部每月的经费尚不足两万多／j，外交部各级职员的俸薪不能如

期发放，出纳科为了给职员们发薪水，不得不向银行透支了五万多元，至于偿

还办法竟不知从何说起。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外交部在北京政府所在地，

其经济状况尚且如此糟糕，各驻外使领馆经费之紧张是不难想见的。在晚清政

府时期，外交部的出使经费由海关正税项下拨解，民国之初，此项经费由财政

部负责拨解，“嗣后财政部库空如洗，此款全致虚悬。”外交部为了渡过难关，

便向银行透支了36万余元，由于透支数额巨大，又无偿还的有效办法，因此，

银行已经拒绝再向外交部预支任何款项。1926年7月删，中国各驻外使领馆的

经费，仅仅发到1925年4月份，拖欠了整整15个月。蔡廷十r解』’f一述情形

后，表永自己继续保留税务督办原职，“总长自为兼职，决不支领兼俸，以节嗣；

费云。”①

由于经费短缺，中国各驻外使领馆嗷嗷待哺，1926年11月29臼，中国驻

欧洲各使馆联合致电外交部，要求外交部拨款以解燃眉之急。“外交部使费事，

1 5曰公电，计达馆用及馆员均极奇窘，五成发薪，无济于事，乞速补汇九月份

⋯成五欠费，及十月十一月份费救急，盼电复，驻欧各使馆29日。”*当时驻法

大使陈篆也来电表示；“年关紧迫，报费报馆津贴房租等需款甚巨，务请即汇药

款三万元以资应付。”增

欧洲是民初中国外交的重点区域，其经费尚且如此紧张，东南亚地区则更

不待言。在20年代，中国政府凶外交经费短缺，在东南业地区“非但0i增发领

锯，且将关闭一部使署，于是华侨又不得不仍独赖其力矣。”。

中国驻东南亚各地的领事是北京政府的门而，是当地华侨了解北京政府的

一个窗口，北京政府驻外领事的腐败无能，肖接影响了该政府在华侨心日中蠡勺

形象，引起了华侨对北京政府的反感。1927年lo月，北京政府派外交颇闯高

海利前往暹罗，与该国商业大臣、外交大直面谈两国建交缔约大事。由于当地

政府缺乏与中国建交的诚意，加上当地部分华侨强烈抗议高海利的访遥，因此，

高海利最后不得已离开暹罗，建交缔约之事至此再次搁浅。@暹罗华侨竟然公升

∞《外交部经费之搿况》，《申报》1 926旮-7月16日，第6版。

②驻外各领馆请接济欠发经费的电文，中国第一历止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l("9．案卷号：33。
⑨驻外各领馆清接济欠发经费的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33。

④(日)长野朗著．黄朝琴译：《中华民族之国外艇疆》，暨带大学南洋叟化事业部印行，1929年．第253—254
页。

@杨建成编：《泰国的华侨》，《南洋研究里料丛{=_j》筘2l集．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出版，1 986

年版．第327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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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北京政府与暹罗政府建交缔约的行动，此事本身除了当地华侨受国民党的

影响排斥北京政府之外，北京政府长期对华侨的冷漠，所派遣领事的低能令华

侨对其反感也不失为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节东南亚华侨经济交往体系受到的新挑战

一战对东南亚华侨社会发展的冲击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在世界“大气候”

与东南亚地区“小气候”的共同作用下，东南亚华侨内部结构以及华侨社会与

外部世界所形成的交往体系(包括华侨与当地社会、华侨与中国等等交往体系)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经济交往来看，一战后，东南亚地区传统的金字塔状经济交往体系开始

受到冲击。东南亚地区金字塔经济交往体系是泛指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东南

亚地区出现的由华侨、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以及当地居民等等力量组成的呈金字

塔状的经济交往体系。在金字塔的最上方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他们负责提供

当地居民生活所需的工业产品，消化当地生产的原料产品，同时还掌握着当地

金融业与航运业等等经济部门，在整个经济交往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在塔的

中部是广大的华侨中介商，他们负责把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提供的生活用品转售

到当地居民手中，同时把土著居民生产的原料产品收购后，集中到西方垄断资

产阶级手里，他们的发展受制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在金字塔的最下方，是当

地人数最多的土著居民与其他生产者(包括华侨劳工与印度劳工等等)，他们通

过华侨中介商间接地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以及世界市场进行交往，在经济发展

上亦受到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控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炮火轰击振荡下，东南亚经济交往体系开始发

生大变动。

在金字塔的上方，除了原来的英、法、荷等等西方国家外，还出现了新的

势力～一日本。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加强对外扩张，在东南亚地区的日本

势力逐渐发展起来。一战期间，日本利用西方各国无暇东顾的机会，迅速扩大

了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势力。另外，它借口宣战，出兵占领了太平洋上的

加罗林群岛以及马绍尔群岛等等德属殖民地，斩断了美国与远东地区的联系通

道，直接威胁到美国在远东地区的经济利益。此外，日本在战争期问处心积虑

要独霸中国，此举破坏了美国对华政策中有关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因此，

。战后美国把压制日本当作本国外交重点之一。1921年，在华盛顿会议上，美

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拆散了英日同盟，rj本失去了其在远东地区发展的一个国

际依托。当时美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对日的压制打击迫使日本不得不

想方设法减轻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为此，日本政府加快了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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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由于战后俄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积极联合东方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帝斗争，

给日本北进造成了潜在的威胁，所以，}二|本更加重视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势力。

在东南亚市场上，廉价的日本商品大受当地居民欢迎，成为欧洲商品强有力的

竞争者。华侨中介商是沟通世界雨场与东南亚地区经济交往的重要渠道，也是

影响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日本的野一心在于独霸东南业

市场，加上当地华侨曾响应中国国内的号召，开展抵制目货运动，给当地的I{

本经济势力予以较沉重的打击。因此，日本政府决心铲除东南亚地区华侨中介

商的势力，营造日本自己的经济销售网络，在日本政府的扶持下，目商不断地

吞食当地华侨中介商的地盘。一战后，H本对东南亚华侨经济的打击则是全力

位的、致命的，日本不仅要从商品生产供应环节上操纵当地经济，而且还企图

编织由日本人自己控制的销售网络。此举直接威胁到当地华侨的经济基础，给

后者的生存发展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在金字塔的中部，华侨经济电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战后，华侨借助当地

经济繁荣的有利环境，壮火了自己在当地支拄产业(包括橡胶、大米和蔗糟等

等)中的实力，同时还发展了～‘{扰与当地人民生活联系密切的民族工业。上述

变化意味着华侨经济重心不断从传统的流通领域向生产加工领域转移，华侨在

经济上与当地社会结合的程度迸～步加深，这是战后华侨经济发展变化的基本

趋势，它要求华侨社会的各项发展必须紧紧围绕着经济当地化这一主轴来进行。

另外，华侨橡胶、大米以及蔗糖等等原料产、Jk的发展，意味着华侨与世界市场

的交往进一步加深，因此，华侨电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世界市场竞争的激烈与残

酷。在世界市场上，西方国家利用自己经济政治方面的优势，不断地对华侨经

济进行打击，企图以此达到永远置东南亚地区于自己殖民统治之下的目的。华

侨为了能够在激烈而残酷的世界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客观上需要增强自身的

经济实力，革除自己因长期依附于西方经济而存在的经济基础薄弱、经济结构

不合理等等弊端。而这一切只有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才有望完成，因为民族国

家可以通过政治、军事等等手段，为本蚓的民族经济提供强有力保护，从而在

国内为民族经济创造一‘个宽松安全的发艘环境，继而增强它们在世界市场的竞

争力。华侨经济是东南亚地区民族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地社会是它们赖以

生存发展的根基，华侨在经济上与世界市场进一步接轨，客观上要求他们必颁

首先巩固自己在当地的地位，否则，华侨经济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

花。亦言之，华侨经济的发展趋势在客观上要求他们把获得民族国家支持与保

护的希望寄托在当地政府身上。

在金字塔的下方，战争同样也促成_r当地士著居民经济的大发展。战后，

土著居民逐渐从传统落后的自然经济体系中走出来，向当地的商品销售以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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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生产等等领域进发。上述领域向来是华侨经济实力最集中的部门，』：著居民

势力的不断介入，客观l二要求华侨从这。一领域中走出来，向更高的层次一一西

方垄断资产阶级操纵的生产供应领域进军。人类社会的交往发展过程中，落后

民族不断吸收优秀民族的先进经验，不断地取得进步，不断地向优秀民族看齐，

这是人类社会交往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也是世界历史变迁的主题之一。

从政治与文化交往来看，一战使东南驱华侨与当地社会融合的程度进一步

提高。西人东来后，由于其自身力量簿弱，无力对当地进行直接统治，为了获

得其急需的经济利益，西方殖民统治者用间接统治的方法维持了当地社‘会各部

分的原状，又以分而治之的策略防}E各个部分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自己。受

此影响，华侨社会自成一体，华侨一心赚钱，不问政治，在文化上与当地其他

民族相互隔阂。进入20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时期进入垄断帝

国主义阶段，两方国家加强了对东南亚地区的直接统治。相应地，当地的民族

主义运动也从尤到有、由弱到强地发展起来。一战后，受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

浪潮的冲击，东南亚地区民族主义进入_r新的发展阶段。在暹罗，由于受西方

分而治之殖民政策的影响，当地政府在建设主权国家的过程中，在政治与文化

上对当地华侨实行强制同化政策，在经济上加强了对华侨经济的控制。在菲律

宾，当地民族主义者把华侨视为本国经济独立的最大障碍之一，他们依靠政府

的帮助，不断收回当地华侨的经济权益。在越南与荷印地区，受西方殖民当局

转嫁危机手段的影响，当地民族主义者不断掀起排华事件，以此达到从华侨手

中收回经济权益的目的。在英属殖民地上，英国殖民当局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

惧，加强了对当地华侨政治、文化等等方面的箝制。

受L述变化的影响，东南哑华侨社会发生了两方面明显的变化。一一方面，

华侨社会独立于当地社会之外的传统状态逐渐被打破，华侨与当地社会接触面

不断扩大，接触的程度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华侨与当地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

也不断增加，如何维护华侨在当地的合法权益?成为全体华侨共同面对，并必

须加以解决的新课题。另一方面，传统的华侨社会内部结构，华侨与外部世界

所形成的交往体系(包括华侨与当地社会、华侨与中国等等交往体系)已经滞

后于华侨经济发展步伐，已经无法提供华侨在当地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保护、

支持等等功能。为此，华侨迫切需要打破旧的交往体系，创建一个新的、能够

维护华侨在当地继续发展的新的交往体系。

众所周知，20世纪初的东南亚华侨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各个地区华侨因各

自政治环境与经济条件的差异而千差万别，即使在同一个地区，华侨也因其方

言、地缘及血缘等等关系的差异而四分五裂。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动员华侨社

会全体成员，整合华社内部结构以及华社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交往体系，难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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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是不难想见的。它首先需要一个能够动员全体华侨、馒他们去异求同的有效

整合手段。在近代世界历史上，民族主义是整合一个国家、～个民族以及一个

社会内部各方面力量，加强其内部团结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民族主义上述特点

注定其成为一战后东南亚华侨整合旧交往体系的主要手段。

民族主义借助于全体成员对历史文化、语言、以及国家疆域等等事物的认

同，产生团结全体成员的巨大凝聚力。一战后，东南亚华侨之所以选择中华民

国成为其政治民族主义的认同目标，选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其文化民族主

义的认同目标，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第‘、战后西方国家对华

侨实行强制同化以及掠夺政策、当地民族主义者对华侨存在的偏见，阻塞了华

侨对当地政府的政治效忠。第二、孙中山先生在华侨社会中进行的有关民族主

义宣传使华侨坚信：遵循三民主义创建的民族国家是整个中华民族在世界交往

中获得生存发展机会的根本保证。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建

立了民主共和政权一一中华民圊，华侨民族主义发展进入了～个高涨阶段。华

侨回国参政、华侨教育不断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华侨联合会在国内成立并活

跃于中国政府的内政外交等等方面，华侨与中国交往的发展产生了新机制、耨

载体，这一切为华侨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认同打I、了物质基础。第』、 战l猗

后，新客仍然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人口中占优势，新客主要由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破产的手工业者、农民组成，他们文化水平低下，无力接受西方文化，更逞论

通过西方文化来团结全体华侨。另外，受西人分而治之政策以及华侨普遍存在

的民族自大心理所影响，广大华侨无心接受当地土著文化为加强华侨社会团结

的粘合剂。因此，广大华侨引之为骄傲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便成为华侨加强内

部团结，对付外部压力的主要手段之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华侨在政治J二认同』：中国，其原因是因为这一切能够

给华侨以整合其交往体系所需要的凝聚力，他们认同于中国是为了获得在当地

平等发展的机会，这与国内民族主义以获得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为

目的是不～样的，在华侨看来，认同于巾圈是标，谋求在当地的发展才是本。

另外，华侨选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为自己文化民族主义的奋斗目标，其目的

也在于以此寻求在当地生存发腱的机会。在近代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

一种较普遍的现象，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往往具有一种民族自大心理，

使得它无法虚心向其他民族学习。当它遭到外来先进民族的攻击时，纯往会退

缩到传统文化中寻找应对之策。⋯战后，东南亚华侨咖对当地环境变迁所造成

的巨大压力，他们受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灿烂文明所激励，努力通过维持中华

民族文化来达到在当地生存发展的目的。

战后，东南亚华侨在以民族主义为手段，整合其交往体系，谋求在当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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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发展机会过程中，其首要任务就是改变华侨在当地社会受歧视、受压制、

受虐待的状况，同时想方设法摆脱在商品供求上对日本的依赖，有效抗击日本

的经济侵吞。

20世纪初，当地政府对华侨实行的歧视、虐待以及强制同化等等政策是华

侨与当地社会之间存在的旧交往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制约华侨当地化的

主要障碍。中国政府对东南亚华侨保护乏力是导致华侨在当地遭受不平等待遇

的直接原因之一，而中国政府在外交上的失误(包括没有与华侨居住国建交，

没有在华侨居住国派驻领事以及因不平等条约束缚所造成的领事职权狭小等

等)则是造成中国政府无法对东南皿华侨进行切实保护的根源。因此，战后华

侨要想获得在当地的平等发展权利，其首要任务就是要纠正中国政府外交上的

失误，加强中国政府对华侨的保护力度。

一战后，中国成为战胜目，获邀出席巴黎和会，在海内外中国人眼里，这

一+切意味着中国国际地位获得了提高。他们期待已久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还中

国人民与海外华侨以自由平等的机会已经到来。另外，战后中国经济出现了繁

荣景象，民族工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这一切使东南亚华侨看到了借助中国力

量抗击日本经济侵略的希望。总之，战后中国形势的发展变化给华侨创造了，一

个打破旧交往格局，创建新交往体系的机会，华侨利用这一机会进行了积极的

抗争。修改不平等条约运动和抵制曰货运动此时便应运而生，成为当地华侨民

族主义所要解决的两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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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东南亚华侨整合旧交往体系运动

与民族主义的发展

目前学界对于～战后东南皿地区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研究，大多都把华侨在

当地发动的为祖国捐资输物、抵制日货运动看作是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的全部内

容，而且倾向于把上述运动简单地归结为爱国行为。实际上，一战后东南Ⅱo芦

侨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不仅包括华侨向祖国捐资输物与抵制日货运动，而且还

包括了诸如华侨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中国在当地派驻领事等等内容。匕

述民族主义浪湖不仅是海外华侨对祖国的拳拳之心、眷眷之情的宣泄，而且是

华侨一次渴望得到中国政府帮助自救行动，他们希望利用当时有利的国际形势，

打破旧交往体系，构建交往新体系，维护自己在当地的平等发展权利。

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平等条约是阻碍中华民族独立的一大拦路虎。对f它

们的危害，学者们一般只把目光聚焦于中国国内，然而，海外华侨}!王是近代中

国不平等条约的直接受害者。譬如，不平等条约削弱了中国政府对华侨的保护

力度，阻碍了华侨在当地的发展。为了获得在当地的平等发展权利，海外华侨

积极发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不平等条约与中国政府其他夕}交方面的失败

构成了促使华侨与中国走到一起的外在雎力之一。对此，王正廷深有体会，他

说：“近百年以来，吾国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不仅陷祖国于次殖民地，并累吾

侨胞亦受帝国主义者经济之侵略，而连遭营、比之打击，与受武力政治之压迫，

而致冤沉莫诉。此皆祖国之所急宜为侨胞设法，亦侨胞之所以义愤填鹰，踔历

奋发，赴汤蹈火以救祖国者也。”。

第一节荷印地区华侨废约运动

1911年5月8日，在荷印地区华侨的反复呼吁，中国政府与荷兰政府多次

交涉下，中荷关于荷兰领地殖民地领事条约终于得以签汀。该条约中全部17条

条文“除施行限期与日约(即1907年日本与荷兰签订的臼荷关于荷印地区领事

条约——笔者按)不同外，其他条文，尚属无异，所定条例，皆和(衙)兰对

于各国领事之普通规则。”@与曰约不同的是，中荷领约在正文后附加了两项条

文。然而，正是这两项附带条文的存在，使中国政府花了22年时间爿‘获得的领

事条约几乎成为一纸空文。

①吴天放编：《壬正廷近言录》，上海，现代书局，】933年1月版，第165页

②《东方杂志》第8卷第7号，中国大事汇(19l】年9月j．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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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条文中规定：“本目画押之领约内，有中国臣民、荷兰臣民字样，吲

两国国籍法不同，故此等字样易滋疑义，不能不先解除，用特备文彼此证明施

行。中国领事在荷兰属地领地之权利义务，遇有以上两项字样所滋之疑义，在

荷兰属地领地内，当照该属地领地现行法律解决。”。这一条明确规定了中荷两

国在衙印华人问题交涉匕，由荷兰政府来制定和解释双方的游戏规则。在此特

权的庇护下，荷兰殖民政府便可以通过修改现行法律或制定新的法规来使自己

掠夺华侨的行为“合法化”。例如，一战结束后，荷兰殖民政府将1907年颁布

的荷兰治理属地章程加以修改后，于1920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对华侨经

济进行新⋯轮搜刮。四除此之外，“荷兰政府无论何时，荷属官吏可以用一种手

续破坏或断绝华侨之大宗商务。即如近年荷属之分配食料之官吏，彼等藉口分

配食料条例，将华侨米商之米业一概断歇。又如去年荷属政府禁止外茶进口一

事，荷政府藉口保护爪哇士茶，而华侨茶商之茶叶则受莫大之损失矣。⋯⋯我

国驻爪¨圭领事对于荷属官吏之此种歧视行为无保护之能力，即我国驻荷公使对

于此项问题亦不能有所为也。”。

其次，中荷领约附加条文的规定，当地士生华人都属于荷兰国民，中国领

事不能越权对这批人进行保护。锄因此，为了切实行使中国领事的护侨权利，中

荷双方必须先把荷印地区的华侨身份彝清楚。然而，由于当地华侨与土生华人

长期杂居在一起，要想弄清谁是华侨、谁是土生华人，非要对整个华侨社会同

时进行调查不可。1914年，中国外交部命令驻爪哇总领事苏锐钊对荷印地区华

侨的职业、人口等情况进行调查。荷兰殖民政府“以为调查中国入口，有涉及

和兰藉民，不免违反领约”为南，对此事横加干涉，调查一事遂搁浅，而荷印

地区华侨的人Lj与分布等情况亦从此成为’‘笔糊涂账。此后，当地政府迫害华

侨，中国领事政府出面干涉时，该政府便声称其对象是土生华人，系荷兰籍旧

民，不准中国领事干涉。即使其伤害对象是华侨新客时，殖民政府亦指鹿为马，

阻碍中国政府的交涉。中国领事在交涉中一次次无功而返后，倍感痛苦，中国

驻泗水领事贾文献曾对北京政府喟叹道：“历年来，目击和(荷)政府对本领事

执行职务，诸多限制，遇有事端，虽经竭力交涉，而终为领约所筘缚，卒不就

范，⋯⋯他若领事之辖地，略有调查事务，～经和政府知之，则必以领事系商

、坦事务官之性质之言，横加干涉，甚至吹毛求疵，不一而足。”。

①黄月波等编纂：《中外条约汇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版，第318·320页a林有壬编纂《南

洋实地调查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1月版，附录部分。

②收泗水领事贾文献星(1920年4闩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
“)1。

③倚属华侨代表黄宣猷说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铛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101。

④《东方杂志》第10期．记载第三，中国时事汇录，第310m。

@收泗水领事贾文献呈(1920年4月23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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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条约第二条正文规定：“中国总领事副领事及代理领事系商业事务

官，为其辖内本国人之商业保护者。”‘。囤人认为，在上述条文的限制n“恐商

人以外农工百业之皆任人摧折”。。事实亦正如国人所担心的那样，中国驻荷印

领事权力范围狭小。1914年，教育部下令驻倚印领事分别澜查各自驻地华侨教

育的发展情况，并帮助当地华侨子弟回国就学。荷兰驻北京大使闻讯后，立即

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以为此项部令不独与领约所称商业事务官之性质不符，

且复推广领事之职权，致侵入和属地政府所应管之范围。”在荷方的极端反对下，

教育部的上述计划被迫流产。@

中国领事不仅对华侨没有保护的能力，其对中国官员的保护亦同样心有余

而力不足。1920年，中国教育部任命萨君陆为特派调查学务员，前往荷印地区

调查当地华侨学校的发展情况，当萨君陆一行¨L人到达泅水时，立即遭到当

地移民厅的扣留。中国驻泗水领事贸文献前往交涉，要求保释萨君陆等人，荷

兰殖民政府以领约为凭，对贾文献的交涉置之0i理，仍然将萨君陆等人驱逐出

境。画

最后，领约附带条文中第二条内规定，“所有原系华族而入和之人，每往中

国地方，如欲归中国国籍，亦无不nJ'均听其便”，@按照这一原则，只有出生

于中国的新客才算“原系华族而入和之人”，而出生于当地的土生华人则不属于

此列。因此，只有新客才能够在回国后，恢复中国国籍。事实上，在当时的情

况下，即使回国的新客想恢复中国国籍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国籍法规定，

外国国民要想加入中国国籍，则必须出具原藉国的出籍证明，而荷兰政府是绝

对不会给当地华侨办理出籍证明的。“退一步讲，即使中国政府不需要同国华侨

出具荷兰政府的出籍证明，同意他们加入巾国国籍，但这些华侨回到当地后，

按领约附带条文的规定，他们又重新成为衙兰籍国民。华侨要想成为真jJ：的中

国国民，他们只有放弃了在当地的，‘‘业，回到中国永久居住才能如愿。但实际

上，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当时，办理侨务的中国政府官员郑国贤指出：“着以

吾国国籍法而论，是凡富有财产之华侨，如若归国兴办实业，必须先脱离外圜

国籍，始能归国享中华国民之权利。是将原有之财产商、比一旦抛弃出售，以谋

归国后不可必得之实业，岂人情之所愿乎?吾恐最愚者亦不为也，”o而』“大华

①黄月波等编纂：《中外条约汇编》，上海，商务：¨计宫，1935年12月版，第318页。

②驻棉兰领事张步青关于修正镀约的意见，L『I国批一历兜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19．絮卷峙：⋯1

③收爪哇总领事欧阳祺呈(1920年4月20目)．中厨第二协生档案馆馆藏挡案，全宗号：1039，案眷号
10I。

④同上。

⑤黄月波等编纂：《中外条约虻编》．上海，商务印”馆

⑥收爪畦总领事欧阳祺里(1920年4月20日)，中国篱
10】。

⑦郝国贤关于保护华侨商务暨修改国籍法办沤条议抄件
案卷弓：437。

1 935年12月舨．第319—320页。

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

中围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4扎l(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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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也表示：“且欲使数十万生长海外之国民迁回国内住居，亦实际上必不可能之

事。”①

由以上论述可见，中国政府与荷兰政府签订领事条约的两个基本目的(即：

第一、在法律上使荷兰政府接受中国血统主义原则的国籍法；第二、通过在荷

印地区派驻领事，实现中国政府对当地华侨的保护)都没有获得实现。中荷关于

荷属领事条约的签订，无异于给殖民政府虐待华侨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对此，

海内外中国人感到十分愤慨，周肩刚等华侨代表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

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提出的《请确定整理侨务方案案》中，猛烈抨击了中荷领

事条约，认为它“完全失去设领意旨，不啻出卖华侨，而以领事为卖主耳!”圆

荷印华侨对此更是倍感失望，他们声称：“1909年我国政府以华侨叠次呼吁，

恳不可不设法保护，以慰侨望，遂与和兰有领事条约之开议。侨民喁喁想望，

以为将见天日，迨宣统三年领约成立，细按条文，权限狭小，致不能行使保护

之力。人咸谓吾国驻荷属领事等于虚设，自非苛论，此次订约之失败，不在领

约之不良，而在领约附带条文之根木错误。”*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荷兰经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荷政府为了早日摆脱战

争的阴影，逐渐加大了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荷政府的搜刮行为在一定程度上

恶化了华侨在当地的生存环境，从而更加凸现中荷领约的缺陷。当地华侨迫切

希望中国政府能废除中荷领约的附件，使华侨能获得中国政府的保护，摆脱被

强迫加入荷兰国籍，被强迫服兵役的命运。

1917年，以韩希琦为首的281位三宝垄华侨曾呈文北京政府参议院，要求

修正中荷领约。此项建议在该年3月6日参议院的大会讨论中获得通过，后因

当时中国国内政局动荡而遭搁置。1918年12月，爪哇岛巴达维亚、三宝垄、

泗水各埠中华总商会再次联合向北京政府困务院及外交部提出修改领约的要

求，但未获批准。1919年，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获邀出席在巴黎召开的解决

战后和平问题会议。海内外f}1国人为此欢欣鼓舞，在他们的眼中，中国已经在

一夜间，从被西方列强瓜分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能与英、法、美等世界强国

相提并论的大国。和会召开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所阐述的，包括民族自决原则

在内的“十四条和平纲领”更加提高了中国人民对和会的期望值。因此，废除

不平等条约，收回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彻底改变中国在外交中被动挨打的局面，

一时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强音。荷印地区华侨与逞罗、越南等地的华侨～道，将

此视为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契机，他们纷纷呼吁中国政府将东南亚华侨问题提

①南洋荷属华侨东、西、中部代表熊理、黄宣猷、韩希琦等人呈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
宗号：10”，案卷号：10l。

@何汉文著：《华侨概况》．上海，神州国光社．】931年4月版，第230页。

③南洋荷属婆罗洲山口洋华侨邮电学校教习邓克辛呈外交部文(1921年6月15日J，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101。



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研究(19l 2—1 9 2 8)

交到巴黎和会上进行讨论，以此改变华侨在当地长划遭受的不平等待遇。

1919年1月28日，巴达维亚华文报纸《新报》刊登了～篇题为《我们根

除荷兰国籍法的目的》的文章，声称：现在是通过在凡尔赛和会上的中国外交

官来取消民兵(兵役制)和荷兰国籍法的时候I『。同一天，《新报》印刷了3，

o。o份《关于国籍制度的声明》，力劝东印度华人在声明上签字。。n年后，在

《新报》上发表声明，证明自己为中华民国国籍的华侨家庭有29050家，总亡f

人数达92212名。《新报》将此名单汇编成册，由凌报总理候德广携带【口j罔，上

交给中央政府，作为向荷兰政府提出修约的重要依据。o

为了取得此次斗争的胜利，j与地华侨华人纷纷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

抗争。1919年2月23日，荷属东部华湃联合会在泗水成立，3月30日，西部

华侨联合会于巴达维亚宣告成立，4月25 F1，中部华侨联合会成立于三宝垄。

紧接着东西中三部华侨举行联合大会，推举了熊理、黄宣猷、韩希琦等三人为

荷属全体华侨代表，副吲向中国政府呼吁与荷兰进行修约。。

与此同时，中国驻外使节、当地的华侨以及国内各团体个人等等纷纷就废

除领约～’事向中国政府献计献策。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留学荷兰的土生华人

学生所组织的荷兰中华会会长韩昭宗给与会的中国代表拍去海底电报，强烈要

求废除1911年领事条约。。1919年12月8日，广州军政府参议院召开了第29

次临时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与会者表决通过了由议员沈智夫提出改}，中荷领

事条约的议案，并交外交部核准。。1920年1月16日，西南各省政要岑替煊、

伍廷芳、陆荣廷、唐继尧、林葆怿等人先后致电北京外交部，要求政府同荷兰

政府修约。中国驻棉兰领事张步菅、国务院特派调查南洋华侨实业教育廖宜的

林鼎华、中国驻巴达维亚总领事欧阳棋、南洋荷属婆罗洲山口洋华侨邮电学校

教习邓克辛等人亦先后专门为此事数电辨交部。一时间，国内各地、驻外使领、

海夕卜侨民与中蚓政府之问函电交驰。

归结起来，上述组织与个人所提出的要求，“其要点止有两种，一则争回百

万华侨之国籍，一则图华侨生命财产之保障，通商互市之利权。对于第一种着

手办法，注蘑在取消中荷颁约附文，对于第二种办法在于续订中荷通商条

约⋯⋯”。另外，张步青与韩希琦等人要求加强中国驻荷印地区领事保护华侨的

能力。o

④廖建裕：《爪畦士生华人政治(i917—1942)》，第37页：

②收爪哇总领事欧阳祺呈(1920年4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巢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
1叭。

③修投中和(荷)领约参考文件}[编，中园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lOl。
④廖建裕：《爪哇上生华人政治(19l 7．19421》，第39页。

⑤《南方政府公报》，第一辑，第49册，第2175。2176页。

⑥收泗水领事贾文献呈(1920年4月23目j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l 0l

⑦驻棉兰领事张步青关于修正领约的意见，中囝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l ol



第六章 东南亚华侨整合旧交往体系运动与民族主义的发展

大家普遍认为当时是修约的最佳时机，如熊、黄、韩三人指出：“兹公理战

胜强权之日，又届条约届满期之时，倘不仰茸伸眉(后文残缺)。”①林鼎华甚至

将修改中荷领约问题与收回领事裁判权、收回青岛以及实行关税自主等等问题

相提并论，要求政府利用和会召开的良机一‘加以实现。㈢

1920年3月13日，北京政府夕}交部照会荷兰驻：1E京大使，请其将中国政

府关于修改领约之意见转达荷兰政府查核。同时，外交部致电驻荷公使唐在复，

要求他嗣荷兰外交部接洽此事。另外，外交部还专门设立和(荷)属领约研究

会，专门负责与荷兰的修约事宜。6月18日，参议院以多数票通过南洋荷属华

侨代表熊理等人提出的关于修改中荷领约的议案。

对于中姆政府的修约要求，荷兰政府采取，拖延战术。倚兰外交部在收到

唐在复的照会后，声称必须接到荷兰驻北京大使的详细报告后才能答复。6月4

日，唐公使致电北京政府，表示：“昨访贝拉斯(原荷兰驻：iE京大使，时任荷外

交部长一笔者按1，则称部中又接欧使报告，惟语言不详，无从研究，其意无非

推宕⋯⋯”。06月8日，唐公使再电北京政府，声称荷兰政府表示：“领约之约，

必当研究，未能即复。”。不制荷兰政府研究了一年后，仍未有结果。1921年6

月14日，驻荷公使王广圻来电声称，荷兰政府坚决不同意取消领约附件。他建

议中国政府先提出修约的要求，在获得同意后再进一步提出取消领约附件，但

他的要求再次遭到了荷政府的无理拒绝。鉴此，王广圻委曲求全，提出在司法

审判上给予当地华侨享受与曰本及欧洲各国侨民同等的待遇。但荷政府以中国

法律承认多妻制，与荷兰家族法律不符为由，拒绝了中方的要求。o荷兰政府一

方面极力阻止中国政府在保护华侨方面的种种努力，另一方面则继续压制当地

华侨华人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当时回旧请愿的华侨代表熊理、黄宣猷、韩希

琦、候德广等人，后来都被荷兰当局禁Jt返回爪哇，连前往欧洲的《新报》前

任代理人郭怀节也受到了同样的处罚。⋯。

①注，按照中荷领约第十七条的规定，该领约为期五年，如果一国想中止该约的实施，则必须提前一年
向缔约国提出要求，否则该约：陌继续有效。中倚领约于1 911年5月8日签订．因此．1921年5月8日足

中菏领约第二个五年期满之时，按规定，中国政府必顽在】920年5月8日之前向荷兰政府提出修约要求．

才能按时同茼兰政府进行修约。参见：黄月波等编：《中外条约汇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
版．第31s一320页。

②国务院特派调奁南洋实业教育事宣林鼎华呈(19I 8年12月j，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1039，案卷号：101。

⑤驻驻和唐公使电(1920年6月12日)．中国第_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10】。

④同上。

@1920年4月有20日，中国驻爪畦总领事欧阳祺向外交部的呈文中提及：“奁1906年和政府所修改和兰

治理属地章程第一百零九条已于本年(即1920年一笔者按)1月1日施行，如所谓欧人条规者{一)和兰人．f二1

不属于第一款内暨出生于欧洲之人，(三)日本人及出生他国不属于第一第二两款．而其本国之家族法律与

和律意旨相同之人，(凹)出生于和兰印度之台例之子．或认为台例以及属于第二第三两款各人之后人等。”

而荷印地区的居民只有符合“欧洲条规者”才能在审判时事受到上等人的待遇，其余全部与土著居民一起

列归下等人，在审判中与上等人区别对待。见收爪哇总领事欧阳祺呈(1920年4月20日)，中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lO】。

⑥廖建裕著．李学民等译：《爪畦土生华人政治(】917-1942)》，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985年版．第
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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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荷印地区华侨华人要求废除领约的脚步并没有因荷兰殖民政府的}J

击而停止。1926年5月8日是中荷领事条约第三个期满之日，为了抓住时机解

除华侨的痛苦，当地华侨进行了新～轮的修约抗争。是年5月，由荷|=|J华人学

生组成的荷兰中华会在海牙集会，一致认为中荷领约“亟应按期修改”。于是会

后推派会长林满志前往中国驻海牙使馆。向王广圻公使表达了华侨华人修改领

约的愿望。王广圻随即写上介绍信，让林氏回国向政府请愿。林氏从海牙出发，

途经西伯利亚回到北京。由于当时北京政府疲于应付南方政府进行的北伐战争，

一切政务陷了二停顿，无暇顾及林满志的呼吁。林氏在北京停留了～个多月，却

“谒见总次长不得，谒见内长亦不得，或不获要领。”林氏在万分懊丧之余，，{i

得不南F广州，“冀与广州政府商榷，或有万一之望。”“

与此同时，爪哇地区华文报纸、书报社、商会、中华会馆等等也发起了反

对该条约的续订活动。组织者还派出了当地华文报纸《泅水新闻》编辑林贵玉

作为代表回国请愿，林贵玉的呼吁得到了南京政府的支持，但遭到了北京政府

的拒绝。北京政府与荷兰政府于1927年5月续订了中荷关于荷属领事条约。。

总之，从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与荷兰就荷印地区领事条

约的修改运动以失败而告终。中国政府对肖地华侨华人的保护再次成为“悬案”，

中国与荷兰就荷印地区华侨问题展开的交涉进一步复杂化。

第二节暹罗华侨请求中国在当地建交遣使的斗争

一战后，暹罗和越南地区华侨获悉中国成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后，大受

鼓舞。他们纷纷要求中国政府抓住机会，在当地派驻领事，对华侨进行切实保

护，解除他们长期遭受的种种不平等待遇。

在逞罗，自国王拉玛六世上台Z后，便开始着手实行强制华侨同化的政策。

政府不仅压制当地华侨学校的发展，限制华侨新移民的入境，而且在新颁布的

国籍法中将当地华侨(包括新客与土生华人)都划为暹罗国民，要求他们服兵

役。暹罗政府的上述措施，引起了当地华侨的忧虑和愤慨，他们认为逞罗政府

视当地华侨华人为无国之民，“是率先各国不认有中华民国也”。。为了维护华侨

自己的中国国籍，避免被当地政府拉女二当兵，逞罗华侨纷纷向中陶政府求助。，}91 9

年4月，暹罗华侨派出陈沅、刘宗尧二人为代表，圈阳向北京政府反映运罗政

府强制同化政策的危害，呼吁政府将遂罗华侨问题提交和会』。0沦，借助幽际

①《修改q1荷条约之呼吁》，《申报》1926年R月j 3同，第15版。

@廖建裕：《爪哇土生华人政治(1917—1942)》，第63页。对于该约的续订时间，也有人认为是1925年5

月29 lj，参见《荷属华侨国籍问题与待遇》．《侨务旬刊》．12I期，附录，第4．5页。转引自季盈慧著：

《毕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台北，国尘馆，l 997年舨．第112页。

⑧《逞罗华侨请派公使驻逞罗通启》．《东方袭志》筘16卷第6号(】919年6用)，第164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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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来制止暹罗政府的虐待华侨行为，并借机与暹政府建交缔约。

陈、刘二人在呈文中说：“以L二端(即暹罗政府在国籍与教育上剥华侨的

强制同化措施⋯．笔者按1，一从形式jj铲断其为华人，一从精神上铲断其为华

人，哀莫大于灭种，惨莫重于无国，不意今日于暹商见之(原文如此)。⋯⋯究

其祸源，咎在无约无官。”他们认为；“侨民等窃计巴黎和会方在开议之时，人

道主义正在方张之际，仇视奴属之思，早为国际所弃，化目光天之下，何容恶

魅横行。我国参加战团，列席和会，与各国平等抗行，倘及此时将此情形报告

会团，要求撤废，彼何容喙?万国疗组联盟，乘此机缘，进而议及立约，派使

为永远善后计，彼何能拒?”“7

暹罗华侨除了同北京政府联系外，他们还积极地向广州的革命政府求援。

』一州革命政府应当地华侨的要求，派出了沈智夫为特派员前往遣罗对华侨进行

宣慰。沈智夫于1919年6月3口致电广州革命政府，指出华侨受逞罗政府虐待，

情形十分严重，他要求政府出面交涉。。1919年8月4曰，华侨联合会专门为

此事呈文内务部。该会会长李登辉指出：“若／}i亟予设法挽救，则数百万华侨之

断送，其祸犹小，而我堂堂中国乃受此奇辱大耻，他国将踵起步暹之后，中华

民国将不国矣。⋯⋯伏乞迅电欧会代表，提交国际联盟会，与订妥善条约，民

国国体攸关，华侨生命所寄⋯⋯”“1919年8月，逞罗华侨再派郑裕芳为代表

回国，吁请政府加快与当地政府就华侨越来越恶化的境遇进行交涉。㈤

面对华侨的血泪哭诉，中国政府却束手无策，“是盖中国素视暹罗为属国，

故虽应认暹罗为独立国，而仍不屑缔约与遣使也。”吲由于中国同暹罗尚未建交，

在当地尚未设簧领事馆，因此，中国政府无法同暹罗政府进行直接有效的交涉。

前清政府盲目自大，固步自封所留下的祸害，至此成为中国政府与暹罗外交交

涉难以跨越的门槛。尽管如此，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中国政府还是做了一定

的交涉工作。

北京政府国务院在收到陈沅等人的呈文后，做了如下批示：“该侨等侨居异

邦，备尝艰苦，良用轸念，所请提出和会严重交涉，已电陆专使(即巴黎和会

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一一笔者按)照核办，至学务章程各端，并由外交部分

电驻目驻法两公使与驻在国暹使交涉，以期减除束缚。其与暹罗订约通使一节，

①逞华侨商学代表际沅、刘宗尧呈(1919年4月)．rfl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1t案

卷号：443。另外．参照《暹罗华侨请派公使驻逞罗通启》．《东方杂志》第16卷第6号(1919年6月)．

第164页。

②《南方政府公报》，第一辑第30册，第1097页。

③华侨鞋台会呈文(1919年8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蹇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0I．案卷号：443。

另见《南方政府公报》第一辑第38册，第1498一1499页。

④《请求保护暹罗华侨函》，《申报》】919年8月17日．第10版。

@《旅居逞罗之中国人》．《东方杂志》j 917年，第lo卷．第4号，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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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应向暹政府继续切实要求，俾得早日成菠，以资保护。”。8月12目，内务鄙

在收阅了华侨联合会的呈文后，批示如F：“除请电欧会代表提议及遣使订约各

书，事关夕}交，仍由部录呈转咨外交部，并案办理外，合行将本部办理此案情

形，先行批示该会知悉，此批”。。

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是否将遥罗华侨问题正式提交大会讨论?笔者

目前尚未看到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不过，从笔者已掌握的资料来看，至少有两

点可以肯定：其～、。p圉政府确实将华侨的这方面意见转达给了出席和会的中

国代表团；其二、中国政府曾通过驻法、驻目公使就华侨问题同暹罗政府进行

了问接的接触。

巴黎和会后，中国政府继续与暹罗政府就建交设领问题进行交涉。1921年，

中国驻日公使胡惟德受政府命令，向暹驻日公键巫亚渐隆汝乾提出缔约要求。

暹罗以下列理由拒绝了中国政府的要求：第一、中围尚未统 ，南：i匕政府分立。

第一一、中逞订约之事须待暹罗与锌国修改条约后，才能进行。召第三、“若(中

国与暹罗)立约通商，则四百余万之华侨，当即受英大之损失。盖～派公使，

则所有侨民，当受(中国)公使保护，断不能享其(即暹罗一一笔者按)土地

及行政权。”“事实上，上述理由只是暹罗政府为阻止中国政府保护华侨而放的

烟幕弹。因为当时为数三百万的华侨乃运罗政府的税收、兵役的主要来源之一，

如果遛罗政府同意与中国缔约通商，正派领事，那么当地华侨或许会如该国驻

日公使所说的“受莫大之损失”，但相比之下，逞岁政府将失去刈三百万华侨这

支经济力量的控制权，其损失更是不堪设想。对于暹政府的上述顾虑，191 5年

9月一1920年12月问担任中国驻意人利公使一职的王广圻看得十分清楚．他说：

“盖其(即暹罗)难言之隐，实在华民身税及充兵二事，⋯为岁入大宗，一／，

酬防要政，而二者又均关国籍问题。综核华民庄暹人数，既占该国户【]之半，

暹政府亦己视同上著。一经议订商约，即小能1i与交涉，声明国籍问题，欲免

充兵义务。而暹之国用、兵额、户ri三大宗，即不免大受影响，命脉攸关，实

为彼所最惧，暹政府之深闭固拒者在此，我这亟宜力策进行者，亦在此。”a

芷是出于上述的顾虑，暹罗政府不得不加快同化华侨的步伐，而同化华侨

的重要手段之一一则是“采取步骤来削弱中国人弓中国的关系”。@

1926年，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向暹罗驻口本公使冉次提出缔结条约及交换

①国务院批(第一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01，案卷号：443。

②内务部批(1919年8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垒宗号：1001，案卷号：443。

⑧丘斌存：《中暹订约的事件》，载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南洋研究》第2卷第6期，第48页

④那国贤关于保护华侨商务暨修改国籍法办法条议抄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减档案，全宗号：】。0

案卷号：437。

⑤驻外人员关于中暹订约致外交部的说帖，中国第

⑥史金纳(sk删l盯)著，丘涟绮译：《泰国华人社会

从》i963年第3期，第1 36页。

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394。

史的分析》，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南洋问题资料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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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的建议，暹罗一家报纸便指出了不能与中国建交的理由：(1)根据条约，

现在暹罗人由双方同认为华侨者，一律以中国国民处理，如此一来将在内政上

发生最著的不方便。(2)两国在人种、语言及历史上具有密切关系，目前立即

进入条约关系，对许多华侨同意其身为外国人之权利，将带给暹罗人有中国好

象要合并逞罗的恐惧感。(3)最近暹罗华侨注重子弟的教育，如果纳入条约斟

关系，将诱导华侨的国民感情，乃至改变其教育方针。。于是此次建交再次以失

败告终。1927年lO月，北京政府派出外交都顾问高海利前往暹罗，与暹罗商

业大臣、外交大臣商谈建交道使之事，同样也遭到了暹政府的拒绝。自此以后，

华侨问题成为了民国时期，中国与泰国外交关系中的～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敏

感话题，给两国外交关系发展造成了严重障碍。

第三节越南华侨要求中国在当地设领的斗争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政府无法对暹罗华侨实行保护，是困为中国没有同暹

罗缔约建交，没有在当地派驻领事，以至于师出无名。相比之下，在越南，中

国与法国于中法战争后所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中，明确规定了中国有权在越南设

领、华侨在越南地区的享受最惠围人民待遇。

据1885年6月9日，中法两斟签订的《中法越南条约》第五条规定：法国

可以在中越边境派驻领事，而“中国亦得与法国商酌在北圻各大城镇拟派领事

官驻扎。”圆1886年4月25日签订的《中法越南通商章程》第二款中规定：“中

国在河内、海防二处设立领事官，随后与法国商酌在北圻他处各大城镇派领事

官驻扎，至法国待此等领事官并该领事官应得权利，即照法国待最优之国领事

官无异，其所办公事应与法国所派保护之大员商办。’’。1887年6月26日中法

两国签订的《中法界务专条》附件中规定：“按照前约，中国可在北圻各大城镇

设立领事官，现经彼此商酌，中国允许此等领事官目前暂从缓设，应俟两国查

看该处地方情形再行设立，一俟中国在河内、海防两处之时，法国始可于滇桂

省城设立领事”。

关于华侨在越南的地位，《中法越南通商章程》第四款规定：“越南各地方，

听中国人置地建屋开设行栈，其身家财产，俱得保护安稳，决不刻待拘束，与

最优待西国之人，一律不得有异。”。

根据上述一系列条约，华侨在越南获得平等地位，中国领事能够对当地华

①杨建成编：《泰国的华侨》，《南洋研究史料丛刊》．第21集．台北t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 986年

皈，第326．327页。

②黄月波等编：《中外条约汇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版，第89页。
③黄月波等编：《中外条约汇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版，第116页。

④黄月波等编：《中外条约汇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版，第91页。

④黄月波等编：《中外条约汇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 935年12月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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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实行保护，完全是有法可依。然而，由于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加上中国在

越南设领，直接阻碍法国对越南华侨的盘剥以及对中国西南地区经济的筘制。

因此，法国政府有意把中国设领护侨等等条约规定视之为无物。

《中法越南通商章程》签订后，法国政府籍口中国政府尚未将该条约内容

公布于越南地区，从而拒绝给予当地华侨最惠国人民待遇。不仅如此，法国殖

民政府还将人头税、护照税、通行证等等苛例强加到当地华侨身上。在越南：“此

项人头税系专对华人及无约国人而设，正税之外，尚有加一及照片等之附加费

(原文如此)，共分凹等，最高额年纳168元5角之多，最低额亦须年纳12元3

角，幼童妇女及六十以上男子尚须年纳】元1角。”∞

此外．当地华侨也缺乏行动自由，华侨从甲地前往乙地，必须办理通行证，

办证费一元，其有效期最先为一个月，后来缩短为15天，如果不办或遗失或逾

期，都必将受到拘捕或罚款。并且，该制度(即通行证制度)只对华侨有效，

当地欧美圈侨民及日本侨民则不受限制。。

总之，越南政府对待当地华侨的实际情形，“均与条约规定身家财产俱搿保

护安稳决不苛待拘束，及词讼赋税一切均与相待最优之国人民一律无异之主离

大相违背。”。法国殖民政府对越南华侨的种种虐待行为，引起了当地华侨及中

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云南省政府委员兼外交部特派交涉员张维翰曾愤愤不平地

表示：“条约不平等之结果，主权丧失、经济困竭，受患者为中国全部民族，盖

已尽人而知矣。惟是不平等条约中规定有最微之利益，欲享受之而不可得，帝

圈主义者于不平等条约范围外，变本加厉，竟施行无忌。义或条约未载、公法

不许，外人辄任意行之而无疑。”。

为了制止法国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侵略行为，保护越南华侨的合法权益，中

国人民(尤其是西南地区人民)做)’0i制的努力。

民国成立后，胡惟德任中国驻法公使，就设领问题矧法困政府交涉，然而

“荏苒经年，仍无结果。”固1912年12月，}}1席全国工商会议的函南地区代表

(云南代表胡源、蔡荣谦：广东代表江德光、r己少臼、厂两代表郭春森、冯世

祥、易焘、梁炎等)呼吁政府解决该地区因法国侵略而造成的商业萧条I词题。

当时，上述代表提出的办法主要有两方‘面：“’宜急修滇邕铁路；二宜添设驻越

港(H口越南与香港)领事。”他们队为：滇邕铁路铡设后，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就

可以刁i再依赖于滇越铁路，当地经济发展呵以摆脱法国人的捅剥。中田政府在

④L}|法越南商约问题及修^改备商约革手u意见等杂卷．，扣周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末号：Ⅲ39，蔡
卷号：567：

②同上。

⑤同上。

④《张维翰拟陈另订中法商约及改善中法关系意见书》，中国第-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
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J，第l 315页。

@《张维翰拟陈改汀中法商约与改善中法关系意见》．第】327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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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与香港两地派驻领事，不仅可以制止法国殖民当局对过往华商的敲诈勒索，

而且也可以给当地华侨提供有效的保护，减轻他们的痛苦。讪

应该说，西南地区代表的上述观点是相当有见地的，不失为当时解决西南

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有效方法。然而，当时腐败无能的北京政府，并没有能够

给予西南地区人民～个满意的答复，相反，政府在无知中进一步出卖了西南人

民的主权。1914年，北京政府与法国政府签订了《钦渝铁路借款合同》，该合

同严格规定唯有法国银行才能承担该铁路的修筑，至于该铁路应于何时完工，

合同中并无明文规定。因此，法国可以根据该项合同，“合法地”、无限期地拖

延钦渝铁路的修建，“合法地”借助滇越铁路永远置中国西南地区经济于自己的

控制之下。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1929年，《钦渝铁路借款合同》

己经签订15年后，法国人尚未开始钦渝铁路的查勘工作。o至此，法国人签订

上述合同的目的，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

1914年，法国驻河内总督沙河访问云南，云南政府向其提出设领要求，沙

河则坚持要求中国政府允许法国在云南省内设领，开放云南省城为商埠，承认

法国政府征收在越华侨人头税的合法化，否则中国在越南设领一事免谈。沙河

的上述要求遭到了云南人民与越南华侨的强烈反对，设领一事再次被搁置。

对于越南华侨所受的种种痛苦，国民党越南支部曾领导当地华侨进行过不

屈的斗争。1920年，陈铭枢向政府提议迅速{：海防、西贡等地设置副领事。@1921

年，太平洋会议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云南外交司曾向中国政府递交提案，要求

中国代表团在太平洋会议上提出取消旅越华侨人头税，给予华侨平等待遇。提

案中指出：“按照约章成案，前清李火臣原奏，及出使英法义比薛大臣咨呈总署

原文，与法外部议除旅越华侨身税，至为详明，乃在彼竟违背条约规定，将我

侨民区分等级抽收身税，于吾侨之经济人格均关重要。”∞只可惜华盛顿会议后，

越南华侨的命运并没有任何的改观。

1924年，孙中山接受苏联的帮助，掀开了中国民主革命新的～页。法国殖

民政府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他们加强r对当地华侨的管制，华侨在当地的

生活环境愈加恶化，“彼间侨胞遂感觉设置领事之不能一刻缓。”@1925年莫子

材回国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曾呼吁国民党及广东国民政府设法

解决越南华侨受当地政府虐待的问题。1926年8月7日是《中法越南通商条约》

①工商会议胡源等里(1912年12月6日)．中国第

②《张维翰拟陈改订中法商约与改善中法关系意见》

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③《南洋研究》第2卷第3号，第126-127页。

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8，案卷号：142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1994年版，第1331．1332页。

④中法越南商约问题及修改各商约草和意见等杂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f)39．案

卷号：56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j，南京，江菲古籍出

版社，1994年版，第1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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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之时，为了督促政府抓住时机，真正落实中国政府在越南设领及保护华侨

等等规定。莫子材又与黄隆生等人一道，于8月7日之前，向北京政府递交有

关修改《中法越南通商条约》的意见。+。其意见包括：“(1)履行现行条约：现

在条约规定中国在河内、海防、及北部安南各地，均得没立领事馆，而中同对

于此项权利，未曾施行，华侨到处感受压迫不能得到保护。(2)抗议：现行条

约规定两国人民皆享受最惠国条款之待遇，而事实上华人在此顽缴纳人头税，

以及各种苛捐杂税，且受有各种不平等之待遇，种种违反条约行为，须予以抗

议。(3)新缔条约须为完全平等之条约，如税则、犯人之处理、待遇等等，均

须以平等为原则。”②

在社会各界与海外华侨的呼叮F，北京段祺瑞政府于1926年7月26目照会

法国驻北京公使，单方面决定自该年8月7日起，中国完全废止《中法越南通商

条约》，并声称：条约废止后，中国海关将允许法国在废止之日起的两个月内继

续享受原来该条约中规定的权利，但两个月后即行取消。政府随即在≠}大=|=鹾纸j一

公布了这一一决定。北京政府的上述行动令法国政府十分震惊，法政府一边命令驻

北京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将修改条约的期限延长一年或六个月的要求， 一边于9

月2日照会中国驻法国公使，声称：(1)根据原来条约的规定，中国政府没有废

止条约的权利，而只有提出修改条约的权，利。(2)法国要求中图政府将修改条约

的期限延长一一年或六个月，并不等T。承认中国有废止条约的权利。(3)中国政府

单方面废止条约的实行，其行动所引起的后果全部由中方负责。作为报复，法国

政府将立即取消旅越华侨关于纳税及届留条件所享之权利。在照会中，法政府还

表示：(1)在新条约未实行之莳，应～口以修改的各个条约仍然有效。(2)北京政

府的上述决定必须得到西南政府的认可，，d能有效。④

从法鲤政府的反应来看，它刘t‘北京政府的废约行为是十分俱怕的。为J7

延长中法条约的实施期限，法政府不惜承认西南联合政府的合法性，以达到分

裂中国的目的。北京政府在单方面宣布废盘《中法越南通商条约》后，并彳i能

就越南问题同法国签订新的条约，因此，当地的华侨自此成为无约国人，倍受

法国殖民政府的残酷剥削。废约后，西南地区对外经济交往受到法国人的籀制

更加严重，对此，北京政府是不会放在心上的，因为这种后果将削弱西南政府

的经济实力，这种后果正是：汜京政府所希望看到的。

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舞科拒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j．南京．江荪古藉Ⅲ
版社，1 9q4年舨，第1293页。

②何汉文；《华侨概况》．上海，神州圉光社，193j年版，第186页。

@译法国外交部致中国驻法使馆关于修改中法条约的照会(1926年9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
案r全宗号：1039，案卷号：100 c学界一般认为我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中法越南通商章程》、《中法

商务专条》以及《中法商务专条附章》等等的时间是1928年7月6日。见黄月波等编：《中外条约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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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与抵制日货运动

20世纪初，东南亚华侨所开展的一系列抵制日货运动是其民族主义的最激

烈表现彤武。在抵制日货运动中，广大华侨同仇敌忾，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海

外筑起了反抗日木侵略的万晕长城．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赞歌。对

于华侨抵制日货运动，学界向来突廿‘华侨打击日本、为中国贡献的一一面，没有

看到华侨在抵制过程中对中围的需求的一面。事实上，在20世纪初，东南亚地

区民族工业落后，物美价廉的日货大受当地居民欢迎，日货成为当地市场上主

要的商品，也成为华侨商人销售的主要商品之一。在上述情况下，华侨要想有

效打击日本经济势力，取得抵制斗争的报本胜利，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在商品

供求环节上对日本的依赖。因此，在每次抵制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荣的同时，华

侨电积极寻找能取代日货的商品，以填补日货消失后产生的空白，倡用国货就

是当时华侨孜孜以求的方法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国内掀起了反抗日本侵略狂潮，当时爪哇华

侨在给住在上海的华侨学生会会长谢碧田的函件中，专门介绍了东南亚华侨的

抗日斗争情形。信中提到当地华侨在统一开展抵制日货运动的同时，也努力增

加国货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量。为此，巴达维亚华侨准备集资200万盾，泗水华

侨准备集资500万盾，组织完备的围货公司，派人回国采购国货。对于国内没

有生产，而在当地市场上又十分畅销的商品，华侨则努力在当地设厂生产。m泗

水华侨准备集资500万盾创建名为华侨祖国兴业有限公司的国货公司，为了筹

集资金，该公司筹办委员会茸先制定r招股简章，对公司股票的发展方式、公

刮未来的发展方向、公司创建的目的等等内容进行厂详尽的阐述。例如，在资

本的筹集上，简章强调公司打算筹集的资本总数为500万盾，只要招足了200

万盾实颧，总公司立即成立，并马l+在租同开办工厂。这500万盾资本总共分

为50万股，每股lo盾。公司所发行的股票分为甲乙丙丁四种，甲种每票千殷，

乙种每票百股，丙种每票十股，丁种每票一股，只要是中华民国国民便可以购

买该公司的股票。在资本的使用上，简章明确规定“专以振兴祖国实业、建设

】．厂，非此宗旨以内刁；得在各属各埠经营其他营业。”并打算在招足了200万盾

的资本后，即行在中囝国内开办火柴厂、织造厂(专门生产纱衫纱袜毛巾布匹

等等商品)、制磁厂和振兴矿务及其他各利，实业。。

同年8月，在苏门答腊东南部的棉兰市，当地华侨筹集了Ioo多万盾资本，

刨设，南强国货公司，推举梁福屏为经理。。为获得当地紧缺的国货，梁福屏于

①《南洋华侨爱国之沪闻》，《申报》1919年9月16日，第10版。

②《南洋华侨之提倡国货》，《申报》191 9年9月20目，第10版。

③《南洋华侨来沪办赞之先声》．《申报》f9f9年9月4日，第lo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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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9月2目由棉兰返国，于当月26日抵达上海。在上海，粱氏得到J’华

侨联合会与华侨学生会等等侨联组织的热烈欢迎与大力帮助。梁氏在抵沪后的

翌日便赶赴杭州，参加那里召开的浙汀省商品展销会，以尽快获得其所需的∞

货。国

为配台海外华侨的抵制日货、倡刚国货运动，中国侨联组织一一华侨联合

会采取了积极的行动。1919年5月，华侨联合会的主要干事之一～一谢本初在

上海创办了华盛公司，“号为推销国货于南洋群岛。”o 16日，华侨赋合会还=f；：j

集了包括先施公司、永安公司、香i限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中华书局、商

务印书馆、景纶汗衫公司等等著名企业在I为的40多家企业负责人130多人，共

商抵制日货，劝用国货大计。会上，李登辉提出在抵制中一定要注意三点：“一

勿抬高货价，二改良货品，三多登广告。”并决定组织国货岗报，添设斟货陈

列室以及目货陈列室，使，’。大华侨更容易分辨国货目货，且可从事研究改良。

李氏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赞同。会后，与会的各公司纷纷把自己的产晶

作为样品寄给华侨联合会，以作陈列之用，，8

在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国货在东南亚地区的销售量有较明显的增加。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的那样，日本政府为了扩大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势力，

不惜以政府的力量，在金融、航运以及商品销售等等环节上给予日商以大力的

扶持。相比之下，中国的工业基础原本落后于日本，而中国政府也没有给予国

人倡用国货运动以足够的支持，倡用国货成为海外华侨与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及

其他爱国民众的民间行为。从总体上看，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圜在东南

亚各国的对外贸易中并不占显著地位，在英幅马来亚，从1923年至j938年，

中国出口到当地的货物价值平均约占该地区整个进口总额的4 5％；同‘时期，

中国对荷印地区出口额，约占该地区全部进口总额的2％，在荷印的各进口国当

中名列第八；在法属印度支那及英属缅甸地区，中围在当地的进口贸易中所I!i

位置亦大致徘徊于2．3％左右。相比之下，30年代以前，中国在逞罗与菲律宾

地区的进口贸易中所占位置稍优于上述地区，在19lo．1930年之问，中囤一苴

占菲律宾进口贸易的第三、四名，。p国在暹罗地区的进口贸易中的比重，平均

在10％左右，但当时中国出口到逞罗的货物中，烟草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1928

年出¨至遥罗的中国炯单烟丝的货值Ji当年向暹罗出口货值总额的50 35％∥4

另外，华侨商人只不过是当地11j场}二的商品销售者，他们最大的消费者是

当地居民，当士著居民不支持华侨的抵制运动时，抵制成为了销售者的抵制，

①《南洋国货公司代表到沪》．《申报》1 919年9月27目，第10版。

②《华侨联合会欢迎会纪事》．《申报》l 9l 9年5月28口，第12版。

⑨《华侨联台会劝用国货》，《申报》1919年5月18 U．第10敝。

④参见聂德宁著：《近现代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5、82、116、122

1 51、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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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消费者的抵制。因此，日本商人很容易绕过华侨商人，直接与当地居民

进行交易，抵制无异于把华侨商人的地位拱手吐绘日本人。在此情形F，华侨

的抵制日货运动面临着重重的压力，华侨依靠自身的力量，借助祖国的支持来

打击日本侵略，改变在经济上依赖于日本的旧交往格局的行动步履维艰，这一

点充分表现在历次华侨抵制日货运动之中。

在1908年因日本船只辰丸号而引发的中日冲突中，东南亚华侨响应祖国的

号召开展了抵制目货运动。但从整体_卜．看．此次抵制运动规模较小，华侨参与

的热情也4；甚高，据日木驻曼谷副领事说，当地华侨商人在抵制过程中，一直

保持平静，“对于开展抵制日货运动的兴趣不大。”。一位荷印地区居民则认为当

地华商是因害怕失去面子才对日货进行抵制，他们的抵制运动徒有虚名。。威廉

斯曾提到黄仲涵强烈反对1912年开展的抵制{!=j货运动，他拒绝执行任何抵制措

施，他的公司还积极地同日本进行贸易活动。“

1915年，日本I目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的“二十一条”，此事激起r中华民族

的反口怒潮。在东南亚，当地华侨再次进行了抵制日货运动，此次抵制运动无

论在规模上或者激烈程度上都超过了1908年。但由于一战爆发，东南亚市场上

欧货锐减，目货成为华侨中介商经营的最主要商品，抵制无异于自断则路。当

时爪哇地区一个商会派人向当地华商宣传抵制日货，倡用国货。当地一位闽籍

华侨瓷器商向商会提出抗议，他说，他曾响应商会的号召，停止日货销售，从

国内购进了几十箱盘子，但销售时却碰上了种种困难。因为国产盘子与日产盘

子相比，虽然工艺比目货精细，但式样远不如日货多。并且日货价格极其低廉，

甚受当地居民欢迎，而国货价格昂贵，即使按原价销售，当地居民也不理会。

更可气的是，他从国内购进的几十箱瓷器中，因装运而受损坏的极多，运费【!：；I

不菲，而目货不仅运费低廉，并且装运过程中十分小心，受损极少，即使部分

受损，厂家也立即照赔。在上述情况下，抵制日货、销售国货明摆着是把赚钱

的机会让给别人，而自己却去做亏本生意。最后，该商人诘问当地商会，“今欲

推销华货，恐我妻子老少均将冻馁耳，贵会能补助我养家费乎?则我实甘心号

销华货。”④商会在他的追问下，无言以对，当地的抵制运动遂不了了之。

上述情况在当时东南亚地区是极富代表性的，因此，从整体上看，此次抵

制不甚坚决。从抵制的实际效果来看，日本在东南亚各地区贸易中，除了荷印

①天田六郎：《逞罗华侨现状》，曼谷，日本公使馆，1929年，第143页，转引自明石阳至：《19。8·1 928

年南洋华人抗日抵制日货运动》(上)，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资科译丛》2000年第3期，第69

页。

②竹井十郎：《华侨阻碍我国南洋贸易的真相》，东京．东亚经济调查局，I 932年-第35页a转引自明

石阳至上揭文，第69及。

③威廉斯：《华侨民族主义：1900．1915年印度尼西亚华侨运动的新纪元》，格伦科．1960年版．第【0页。

转引自明石阳至上揭文，第76页，注7。

④《爪畦通讯》(六)续，《申报》1919年6月24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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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逞罗两地区所受打击较重之外，在海峡殖民地，日本与当地的贸易额只有遁

度的减少，而日本对菲律宾的贸易所受影响则微不足道。抵制从6月份开始，

到7月份，东南业各地(荷印地区除外)与日本的贸易额已经开始大幅度增长，

到8月份已经恢复或超过了抵制前的水平。对此，明石阳至认为：“1915年南

洋华侨的抗日和抵制日货运动并不属卜人划模的民族主义运动。”o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日本阻碍中国山东问题的解决，从而在海内外中

国人再次激起了反日的浪潮。在东南亚地区，当地华侨也再次吹响了民族E义

的号角，擎起了抵制日货的猎猎大旗，爱嘲青年学生振臂高呼与华侨尚人的群

起响应成为此次抵制运动的一大特点。9在泗水与巴城，抵制运动开始后，当地

销售日货的30多家华侨大商店集rfl开会，决定联合致电日本大公司，停止购买

他们所预订的日货。并规定在8月15口以前进口的口货可以继续销售，赳过了

这一期限者，则一概不准销售，违荇重罚，第一次罚银⋯百盾，第二次每箍捌

银二百盾，依次递增。o

正是由于华商与青年学生的积极配台，1919年的抵制日货运动给日本在东

南亚经济势力以空前的打击。是年5—8月份，在新匀¨坡、暹罗与爪哇等等地区，

抵制运动使日本与上述地区的经贸往来陷于停顿，日本出口到东南亚地区的棉

纱、瓷器、手表和水产品损失渗重。@在研究1919年东南Ⅱ华侨抵制运动时，

明石阳至除了强调青年学生的积极作用外，还特别指出了华商在此次抵制中扮

演的重要角色，他认为：“口本在南洋地区进行商业扩张，是引起(1919年)

抵制目货运动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华侨工商界之所以在此次抵制运动中积

极地摇旗呐喊，在很大程度上是园子口本侵犯其经济利益所致。”9}．鸿廷也认

为：“二．战爆发前，尽本在南洋地区进行的经济渗透严重损害了华侨在当地的经

济利益，⋯⋯经济利益上的考虑银刈。能在许多(华侨)反日行动中扮演j’具确

某种份量的角色。”。事实上， 。战后，当地华侨工业的发展以及当地市场上中

蚓货数量的增加也是华侨商人抵制较前坚扶的重要原因之一。

1923年，东南亚华侨响应围内人民抗议日本拒绝归还辽东半岛的斗争，丌

展了抵制目货运动。这一次，由于世界市场橡胶的价格大幅p跌，马来半岛地

区华侨经济陷于困境，因而，该地区华侨抵制f：=f货的态度远没有东南亚其他地

(D明石阳至：《】908·1928年南洋华人抗日抵制日货运动》(上j，我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资料l}
丛》2000年第3期，第70页。

②福刚省三著：《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研究》．末京，东亚研究所，1945年版，第i4．】5页。参见明石
阳至上揭文，第72页。

③《南洋华侨爱国之沪I黾》，《申报》19】9年9月16￡』，第1《)版。

④明石阳至：《i908．1928年南洋华人抗日抵制口货运动》(上)，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
丛》2000年第3期，第72页。
⑤同上。

⑨古鸿延、强震东：《论南洋华A民族主义运动之研究》，崔贵强等编：《东南Ⅱ华人问题之研究》．新加
坡．教胄出版社，1978年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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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华侨坚决。同样，1928年，在因“济南惨案”而爆发的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

中，荷印地区华侨因当地主要出口产品(橡胶、大米和糖)的价格下降，整个荷

印群岛经济衰退，市面萧条。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深入持久的抵制日货运动对

J一主璎是中小型的华侨商人来说，无疑等于自杀，因此，这一次当地华商的抵

制运动开展迟，结束早。w

叮见，东南亚华侨是否支持幽内反帝斗争，其支持力度的强弱不仅与来自

国内的宣传以及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等等刚素息息相关，而且与他们在当地屯

存发展环境的变化具有直接的关系。在东南弧华侨历次抵制日货运动中，抵制

行动之所以总是昙花现，部分华侨之所以不支持抵制行动，并非因为他们不

爱国，主要是由于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在当地的生存问题。他们能够在当f『寸

重重团难下，坚持响应国内的号召，开展抵制运动，这本身已经足以反映他们

对祖国深沉的爱恋，也充分反映了他们列中国政府的帮助的热切期盼。我们的

确没有理由苛求华侨为中国的各方面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而应该加强自身的

各方f『fll实力，使自己早日强大起来，担负起政府对华侨应尽的责任。

同样的道理，东南亚华侨反英斗争力度远逊于反日斗争，其中原因抑或是

由于日人的扩张冲击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并且，动摇了华侨经济的根基一一

中介商网络。而英人在东南亚的影响范围以马来半岛地区以及缅甸等地为限，

再者，荚人电没有进行过类似日人将华侨经济连根铲除的活动。因此，尽管英

国在1937年以前一直充当侵华的急先锋，但东南亚华侨对英国的反抗远没有对

日激烈，甚至在1925年声势浩大的支持“五卅运动”的反英斗争中，当地华侨

也仅以捐款支援国内人民斗争为主，没有发动类似抵制目货的对英抵制运动。。

第五节从华侨整合旧交往体系看华侨民族主义

一、华侨整合旧交往体系运动是为了争取在当地的发展权利

对于一战后，东南哑华侨争取平等发展权利的运动，特别是他们与中国政

府进行I陕合斗争的趋势，西方国家常常将其宴上中国威胁论的罪名，认为这些

是中国通过华侨把东南亚变为中国的第19个省份的铁证。西方国家的上述说法

同样影响了当地部分民族主义者，他们在民族独立斗争中将华侨视为“另类”，

厉行排斥。

然而，客观地说，当时华侨积极认同于中国，要求中国政府修约建交。其

原吲主要是因为华侨与世界其他落后地区人民一样，受战后西方国家有关。战

①明石阳至：《1912—1 928年南洋华人抗目抵制曰货运动》(F)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资料译

丛》，20()()年第4期。

②吴风斌t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l 994年版．第625_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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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理战胜强权战争的宣传所迷惑，受美国威尔逊总统鼓吹的“十四条和半纲

领”所蒙骗，对战后世界发展形势持乐观态度。因此，华侨希望借助有利的罔

际形势，促成中国政府对华侨的保护，帮助他们在当地获得平等的地位，维护

他们在当地的经济利益。

在衍印地区华侨废除中荷领事条约活动中，争取平等一直是激励当地华侨

奋起抗争的嘹亮战斗号角。

荷印西部华侨联合大会代表黄宣献曾列北京政府表示：“吾等并不要求荷兰

国民政治上的权利，亦不要求土人之特别权利，所求者荷属华侨得享受他闰侨

民在荷属地所享之权利，使荷政府列于华侨在权利上与义务上须给予与他最惠

国侨民相等之待遇也。”∞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当地华侨援引美国、日本与荷

兰签订的荷属领事条约以及当时国际法关f国籍法的原则，指出荷印殖民政府

对待当地华侨的不平等，要求北京政府以此向荷政府据理力争，还华侨以真正

的平等。罾中困驻荷兰公使唐在复也认为，～战后荷印地区华侨进行修约运动的

原因，主要是受到战后世界范围内人道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宣传的刺激，从f面

对自己在当地的境况更加彳；满，继而起来抗争。9

在越南，当地华侨之所以不断地向中I司政府请愿，要求得到中国政府保护．

其主要原因也是由于华侨在当地受到法国殖民当局人头税、通行证等等苛例的

“特别关照”。当局还纵容土著居民袭击华侨，华侨在当地的遭遇“均与条约划

定身家财产俱得保护安稳，决不苛待拘束，及词讼赋税一切，均与相待最优之

国人民一律无异之主旨大相违背。⋯⋯(华侨)一切不能与欧美国人及日本人

受同等待遇。”@

在太平洋会议召开前夕，湖南籍众议院议员何海呜向中国政府递交傈侨提

案，其主要目的便是呼吁中国代表团依据天赋人权、权利与义务相统等等同

际法则，在华会上要求西方国家给予华侨在居住地的平等发展权。

他认为华侨开发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功绩与白人并无二致，但为何华侨与白

人在当地的待遇却不在1”条水平线上，而是相去甚远?他提出：华侨在当地做

出了有耳共睹的突出贡献，根据西方人所遵循的有义务必有权利的原则，华侨

在当地最起码应该享有市民权、劳动权、商人权与教育权。何海鸣所说的市民

权是指各殖民政府中}义员名额的分配，小应按照居民的国籍来划分，咖应该一

视同仁， 律平等；劳动权是指生活在同 地区的各种族人民，应该享有同等

①荷属华侨代表黄宣猷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仝宗号：1039．案卷号：】【：)l。

@驻棉兰领事张步青关于修正领约的意见，中国第二历殳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39，案卷号：10I。
③收汹水领事贾文献呈(1920年4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0孙．案卷号：
10l。

④中法越南商约问题及修改各商约草和意见等杂卷．r”圆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39，案
卷号：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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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机会，并且其工资报酬也必须整齐划一：何海鸣提出商人权主要是反对

各殖民政府对当地华侨商人征收重税，并设立专门的苛刻条例法规(何海鸣称

之为单独之义务)，对华侨商人进行限制和排斥，他要求当地政府必须废除这些

强加在华侨商人头上的单独义务，例如入口苛禁和西文簿记案等等，做到全体

居民义务均等；教育权，何海鸣认为华侨进行华文教育，继承和发展东方文化，

是华侨自身的特权，他人无权干涉，当地政府更不应该强迫华侨学校学生学习

西文，不应该以学校注册条例等等规定来取缔华校。最后，何海鸣声称：“以L

四端，其精义在人类之天赋人权上，求其平等，谓为吾侨单独而发也可，谓为

全世界地位不平等者种种之人类而发也可。”u

针对西方流行的将华侨视为共产主义进军东南亚急先锋的观点，新加坡学

者杨进发曾以新马地区华侨为例，进行过反驳，他提出：“在本文研讨的这段时

期(1819．1941)内，华人从没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或武力来推翻海峡殖民地或在

马来诸邦的殖民当局。华人的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中国政治的延续，其目的并不

在j二使新加坡变为中国的一个省份。华人的民族主义也并非要与英国人的统治

作对。当它真的攻击英国人在殖民地的统治时，不是因为英帝国主义干涉了中

国的政治，就是因为英国当局对海峡殖民地的华人民族主义者及其民族主义情

绪的压制(如控制华文教育、审查华文报社和出版物、取缔国民党以及驱逐民

族主义领袖等)引起他们的反抗。”。

由此可见，将华侨争取生存发展权利的斗争归结为中国侵略东南亚的行为，

这完全是国家臆想出来的，其目的还是为了达到西方国家分而治之政策的目的。

对此，东方学者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勿入其彀中。

二、整合旧体系运动对华侨社会的影响

在修改不平等条约，增设领事，扩大领事职权等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东

南亚华侨社会内部结构，华侨社会与外部世界所形成的交往体系发生了明显的

变化。

从华侨社会内部结构来看，上述运动加强了华侨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在上

述运动发展过程中，各地区华侨基本实现了内部的统一。例如：在荷印地区华

侨废约运动中，当地华侨为了壮大自身的力量，他们开始推倒造成华侨社会分

裂隔阂的血缘、地缘等等狭隘落后的藩篱，成立了东西中部地区华侨联合会，

在此基础上，成功地实现了全地区华侨的大团结。菲律宾华侨在反对当地政府

的西文簿记案中，召开了几次全岛华侨联合大会，在会议中，全体华侨代表在

①何海鸣：《太平洋会议保侨案提出之旨趣与华侨之觉醒》，《东方杂志》．第18卷第18-19台刊号，(1921

年10月)．第1．3页。

②杨进发：《新加坡英殖民地官员对本地华人领袖的态度(1891—194¨》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

资孥；}译丛》1988年第4期。第96、100页。



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研究(1 912—1 9 28)

集中力量处理华侨面临的外部压力之同时，也致力于消除华社内部存在的种种

弊端，努力促进华侨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东南亚其他地区，华侨虽然没有成立

类似于荷印或菲律宾华侨的全固组织，但各地华侨在斗争中消除了隔阂，加强

了团结，却是不容置疑的。，

另外，华侨社会内部凝聚力加强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当地华文教育取得

了鞍快的发展。在荷印地区，当地华侨一直把开展华文教育当作反抗殖民政府

统治、维护华侨合法利益的武器。1900年中华会馆在巴达维亚成立．该会馆全

体执行委员会成员在致当地华侨的一封公开信中提出：华侨的文化认同是改善

华侨在当地待遇的手段，丽创办华文学校对于培养华侨文化认同则是至关重要

的。。1907年中华会馆主席潘景赫(Phoa Keng Hek)提出新加坡华侨生活待遇

的改善，主要归功于他们保持cI’·华民族传统文化，因此，荷印地区华侨必须创

办华文学校。在中华会馆的倡导下，1907年，当地华侨会馆先后创办了40多

处华文学校。，。1908年更增加到54间。。19I 5年，已报北京政府教育部立：案的

海外侨校共有253所，学生将近19000人。“搿印地区华侨l旦表示，“荷弼华侨

对于祖国特别表同情，那是环境造成的．刚为按以往的情形，我们既不同化0。

欧人，又于同化于土人，当然要发扬中国文，七。⋯⋯测此，东印度的华侨，所

以与祖国表同情，不是完全由于国民党的宣传。”“

为了避免自己的经济利益遭到当地政府的侵吞，东南亚地区不少华侨将产

业转移回国。

一一战后，东南亚华侨与其他地区华侨一道不断扩大自己在中国的投资，自

1911．1919年，海外华侨总共在中国投资i，042家企业，投资金额按j955年汇

率比价计算为7i，232，930元人民币，年平均投资额为8，904，116元。到J7

1919一1927年，海外华侨总共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总数达到了s，904家。其投资

金额为167，540，769元，年平均投资钡为20，942，596元。o从数字的增长

来看，1919—1927年华侨在中国的投资金额与年平均数额都比1911．1919年问增

长了2倍多。华侨在华投资取得如此飞速的发展，其间原因，虽与当时c|J国民

族工业处于黄金时期息息相关，但～战后东南亚地区华侨经济发展环境的恶化

是‘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例如：黄奕住为了反抗荷印殖民政府的搜刮，先

后结束了其当地大部分产业，于1919年4月5日，将其积累_卜来的2000多万

∞Leo suryndlnata：凡“，七d，脯厶舶塔。，小F^7f如㈣ⅫI‰，，唧』pm，p盯，smgaporc{姗v啪1ty Pms，】_=)_)7
P5

固I．co&1qadmata：j)。』mc口f f船出’培。厂“”抽(如，J∞ⅫJ 0m船5e』9D口-』p蛳．smgnporc uhivc瑙1iy Prcss．1 997

PP9．10

③廖建裕著，李学民等译：《爪哇土生华人政治(1917．1942、》，第13页。

④李盈慧著：《华侨政簸与海外民族主义(1 912．19d9)》．台北．国史馆。1997年版．第479页。

◎脒选著：《南洋华侨与『虫j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 938年版。第209页。

@林金枝著：《近代华侨投资崮内惫业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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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汇回中图，随后，他本人电结束了自己在荷印地区35年的侨居生活，酬到

厦门鼓浪屿居住。①

n’时也有部分华侨把产业转移到发展环境比较宽松的地区，例如：在荷印

地区，黄仲涵为了躲开荷兰殖民当局的盘剥，被迫于1921年移屠新加坡，1924

年于新加坡瘸逝，他在荷印地区创F的伟业亦随着他的出走而逐渐衰落。9当时

步黄仲涵后尘，将产业转移到英国殖民地的荷印华侨很多，列此，何汉文曾有

呛述：“荷兰当局，排斥华侨，扶植土人的经济势力，但是十年来之经营，始终

未见效力，且自欧战以后，因其对于人民剥削日甚，所以在此华侨，多携其资

产转入英属各地，于是英领南洋各地，7j更形发达。”@实际上，上述华侨产业

转移的结果是：一战之后，英围殖民地逐渐取代荷印地区成为东南亚华侨经济

实力最突出的地区。

总之，一战后，东南亚华侨争取平等待遇斗争的结果是加强了华侨社会内

部的统一，加深了华侨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北京政府在这

一次交涉斗争中，再次令华侨感到失望，因此，东南亚华侨受战后种种现象刺

激而产生的对北京政府的热情再度降温。在当地华社中，由于北京政府所任命

的驻东南亚的领事无法给予当地华侨以有效的保护，因此，他们在当地华侨社

会中的领导地位无形中受到了削弱，带领华侨社会为民主继续进行斗争的任务

落到了在当地宣传反帝斗争的圈民党党员、当地华文学校教师、华文报刊杂志

的编辑以及当地华侨企业家等人身上，这些人成为华侨社会新的领导力量，1924

年之后，中国反帝斗争取得的节节胜利，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这些新领导力量在

华社中的地位。上述变化为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发展创造了新的载体，为后来

华侨社会认同于南京政府打F了组织基础。

①黄则盘著：《著名华侨黄奕住事迹》，《皋州文史资料》，第十辑·1982年3月版，第46页。

②林天佑著。李学民、陈巽华译：‘三宝垄历史》．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4年舨，第290页。

③河汉文著：《华侨概况》，上海，神州圈光社．1931年4月版．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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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首先是华侨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20世纪初东南亚地

区形势变化、中国社会发展、世界形势变迁等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华侨社会的发展变迁是东南业华侨民族主义发腠的内在动力，民族主义是

华侨对付夕}来压力，为自己在当地谋生存、水发展的手段。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陶家先后完成了第：次工业革命，它们加强_厂

对东南亚地区经济的开发掠夺。在此过程中，东南亚华侨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

展，其经济实力逐渐从传统的流通领域向生产加工领域转化，华侨在经济上与

当地的联系逐渐加强。另外，随着在乐南哑地区的西方势力的逐渐加强，西方

殖民统治政策渐渐由原来的间接统治向随接统治改变，当地政府加强I，剥华侨

的各方面控制。上述变化的结果是华侨社会与当地社会之问的封闭、隔绝状态

逐渐被打破，华侨与当地社会的交往进‘步加深。相应地，华侨与当地政府、

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也逐渐增加，如何维护自己在当地的合法利益，保护

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发展成为华侨社会必须解决的难题。这一时期，孙中山先生

所寅传的民族主义理论，使华侨认识到强人的民族国家是维护中华民旗(包括

华侨自己)在世界交往当中生存发展的根本保证。此外，叫治维新后，日本侨

民在其政府的扶持下，不断改善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待遇，这一事实作为样板

使华侨真正认识到强大民族尉家对侨民在海外发展的重要意义，认识到中网的

强大是他们在海外获得平等待遇的坚实基础。为此，他们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

命斗争，他们对中国的认同也由传统的对家乡的认同上升到国家的政治认同．

但在总体上，革命派所宣传的民族主义，其_i三要目的还在于反满，在服务力向

上仍然是以对内为主，对外的，反剥帝剧主义侵略的宗焉此时尚未占优势，它

为华侨在当地发展服务的功能也没有得到允分体现，华侨民族主义尚处F小成

熟阶段。

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创建j7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权～一cjJ华民国，标志着

孙中Uf先生所倡导的推翻满清王朝统治的民族主义目标得以文现。，争取民族独

立，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统一、强大的民族团家，维护中华比族在激烈的m

界民族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成为民族3·义新的奋斗目标，民族王义q一争的矛头／f；

再只局限于反满这一狭隘的范围，而是逐渐跳出中陶狭隘的区域，放眼整个刖：

界的广阀空问，此后，反帝反封成为中围政治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在此过棵中，

泗水华侨升旗案、华侨回国参政权讨论以及华侨’_}二预闽政等等事件的最后结果，

既使海外华侨真正体验到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对华侨在当地发展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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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增强了他们以自己力量加快中国民主建设的决心。在此基础上，海外华侨加

强了对新生的中华民国的政治认同，他们积极参与新生政权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等等方面建设，华侨民族主义也开始体现出为华侨在当地发展服务的功能，这一

切标志着华侨民族主义发展进入了成熟阶段。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形势发展对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的影响虽然相当激烈，

但其持续时间却相当短暂。随着袁世凯上台，中国重新陷入军阀混战的动荡时期，

民主共和成了聋子的耳朵，成为了军阀争权夺利的遮羞布，j】¨上北京政府对海外

侨情的隔阂，海外华侨对中国的政治认同有所降温。但此时东南亚地区形势的变

化却推动着华侨主动与中国加强交往，加强对中国的认同。

lgl4年一战爆发，战争初期，战火割断了东南亚地区与西方世界的经济联

系，经此变故，长期依附于西方的东南业地区经济一度陷于瘫痪。当地华侨经济

亦因金融、航运业的先天不足而受损严重，广大华侨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帮助他们

解决上述难题。

在经历了战争初期的短期困难后，随着战争的发展，华侨经济逐渐进入了

繁荣阶段。战争结束后，东南亚华侨经济在当地的支柱产业部门(如橡胶、蔗

糖与大米等等产品的生产加工)中的势力得到增强，华侨经济与世界经济交往

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同时，华侨还发展了一批与当地人民生活联系密切的民旗

工业，它标志着华侨经济当地化的程度也进一步加深。上述变化客观上要求华

侨努力立足当地来考虑自己的未来经济发展。但事实上，在战后的世界“大气

候”与东南亚地区“小气候”共同作用下，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发展环境逐渐恶

化。

首先，战后卷土重来的西方殖民统治者加强了对当地华侨的压制打击。经

济上，殖民当局利用自己政治上的优势，出台各种规章制度，剥夺华侨在当地

的发展权利。政治上，殖民统治者为了防止华侨的政治活动刺激当地民族主义

运动的发展，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势力由中国进入东南亚，统治者严格限制华侨

在当地的行动自由，同时还采取转嫁危机手段，把当地居民反帝斗争的矛头引

向华侨。

其次，在逞罗与菲律宾，当地政府受西方殖民者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把

华侨当作本民族经济独立的障碍，它们在政治上不断加强反帝力度，加快政治

上独立步伐的同时，经济上也不断加强对华侨经济的控制，以实现其经济独市

的目标。

最后，一战期问，日本利用欧洲各国无暇东顾的机会，迅速扩大了自己在

东南亚市场上的势力。在此过程中，日本也加大了对中国的侵略，日本的侵华

行径引起了东南亚华侨的极大愤慨，广大华侨响应中国政府的号召开展抵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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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动，沉重打击了日本在当地的势力。H本为了达到独霸东南亚的目的，便

企图铲除华侨中介商的势力，营造日本人自己控制的商品销售网。曰本人对华

侨的经济侵吞是不区分华侨新客与上生华人的，它给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发展造

成严重的危机。

总之，一战后，在世界发展大势的冲击下，东南亚华侨经济当地化的趋势

不断加强，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东南亚地区统治的加强、日本势力在乐南驱

地区的迅速膨胀、当地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东南亚地区人民与中国人民反

帝斗争不断加强等等新的变化，以不同的力式，从不同的角度冲击了华侨社会。

受此影响，华侨社会内部，华侨社会与外部世界之问所形成的交往体系已经滞

后于华侨社会的发展步伐，不能继续提供华侨在当地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种种扶

持保护功能。为了维护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发展，华侨必须对旧的交往体系进行

调整，构建新的、能够提供华侨在当地发展所需要的保护功能的交往体系。这

一任务需要动员全体华侨共同参与，为此，需要有一个有效的、能肘全体华侨

具有号召力的手段。民族主义本身的特点注定其成为整合华侨交往体系的的主

要手段。

一战后，华侨在民族主义的整合下，对旧交往体系进行了调整，其内容包

括废除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有关东南亚华侨的不平等条约，纠正中国在处理

东南亚问题上的种种错误。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倡导华文教育、扩大在中国的

投资等等。但由于当时中国一直遭受外敌入侵、军阀混战、经济衰退等等沉疴

的困扰，政府无力对华侨实行有效的保护，在此情况下，东南亚华侨只好以民

族主义为旗帜，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应对当地环境的变化。这‘功加强了华侨社

会独立于当地社会的趋势，为抗战爆发后，华侨与中国走到-一起奠定r基础。

由此可见，20世纪初，东南巫华侨民族主义二蔓要任务在于应对当地环境的

变迁，解决华侨在当地生存发展问题，其发展的内在动力源于当地环境的变化。

事实上，寻求中国政府的保护⋯直是近代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的目标之一。

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成立，海外华侨的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出现了“重新

中固化”的现象。这一时期，华侨对中国政治认同的核心是维护中困的民主共

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民初，华侨有时既支持北京政府，

又支持南方政府，有时对北京政府忽冷忽热，他们的上述态度曾被学者视为政

治上投机、骑墙的典型。然而，从整体上看，当时华侨列国内政府、政党及领

导人的取舍，始终围绕着如何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这样的核心

来进行。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只有强大的中国政府，才

有可能为海外华侨提供有效保护，爿有可能帮助他们在当地获得平等的发展权

益。可见，华侨对于中国的政治认同并非是部分学者所说的投机性，而是形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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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神不散。认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觯为何每当中华民族面临亡种灭族危机的

紧急关头，海外华侨都能够奋袂而起，舍身救国，也只有认识了这～点，我们

才能理解为什么每次在中国出现民族复兴的迹象，中国迈向强大、统一的时刻，

海外华侨都会欢欣鼓舞、扬眉吐气。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具有明显的狭隘性与自私性，在大多数情况F，

民族主义追求目标是实现全民族的整体利益，有时甚至是统治阶级的局部利益。

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全民族各个阶层人民局部利益的总和。大多

数情况下，民族主义为了实现全民族的攀体利益，它往往牺牲本民族部分阶层

的局部利益。由于民族国家是每一个民族成员获得生存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

在民族主义大旗的指引下，各个阶层人们都愿意抛弃自己的个体利益，为实现

民族国家的政治目标而裔斗。!必须指出的是，在实现民族整体利益的过程中，

各阶层人民个体利益的实现程度关系到他们此后对民族国家的效忠程度。因此，

从维护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的角度出发，我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顾全大局，

取舍局部。但这种做法必须只能是短期的，否则它会伤害民族当中部分群体的

利益，继而削弱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感情，最终为害于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

20世纪初，世界风云变幻，在激烈的世界民族竞争中，民族国家成为落后

民族维护自己生存与发展权益，夺取竞争的优势地位的政治保障，民族主义成

为落后民族建立民族国家的思想武器。民初，中国长期受到内忧外患沉痼的困

扰，中国人民为了维护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发展地位，不断地吹响民族主

义的战斗号角，团结一切可能的力量来进行抗争。在此过程中，海外华侨以自

己满腔的爱国热情在中华民族反帝反割斗争史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笔。由r

当时中国反帝反封斗争任务十分艰巨，因此，中国历届政府利用华侨力量为祖

尉服务的多，而利用祖国的力量为华侨服务的少。当时中国政府对中国与东南

亚地区交往重要性认识不足，更加助长了以上的错误倾向。如何根据华侨经济

当地化、华侨与中国在经济上相对独立的群体之一的客观事实，从长远发展的

战略眼光出发帮助华侨更好地发展于当地?这样的问题一直没有引起中国政府

足够的重视。受此影响，在20世纪初，当地民族国家肇基的关键时刻，东南亚

华侨没有及时顺应经济当地化的潮流，在政治、文化等等方面积极谋求当地化，

没有及时地把自己在当地的经济优势转化政治上的优势，进而在后来的历史发

展中不断处于劣势。可以说，上述结果正是民族主义这把双刃剑给东南亚华侨

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正是今天我们需要了解这段历史，并引以为训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在20世纪初，中国政府在处理东南亚华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很

大程度是归咎于民族主义所尉有的狭隘性与自私性，归咎于当时险恶的世界形

势。那么，在经济全球化、地区化的今天，如果我们还固守民族主义狭隘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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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场，不承认华侨华人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没有看到华侨华人回国投资是

中外经济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味地要求东南亚华侨(乃至海外华侨)履行

其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应尽的责任”。那么，这种做法无疑是有悖于客观现实，

是短视的，自私的。其结果必然是伤害华侨的感情，也贻害于中国与华侨华人

居住国之间的关系。

今天，部分学者仍然把东南距华侨以民族主义为武器，在当地争取生存发

展权利的斗争与中国国内的反帝反封斗争等同起来，中夕卜学者产生这方商错误

的原因存在着异同。

相同方面，民族主义属于上层建筑，只有华侨社会上层才具有发起民族丰

义运动的经济条件，也只有他们才具有把它记载下来的能力。相比之r，J‘大

中下层华侨在对待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具体态度往往因为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记载

而无从考证。因而，有关华侨民族主义的史料主要由政府(包括中国政府以及

东南亚当地政府)以及华侨社会上层人物(亦有人称之为精英阶层)米记载，

它主要反映了少数人的观点。如果我们没确考虑这方面的因素，而卣目地迷信

史料，以此来研究华侨民族主义，则很容易犯以偏盖全的错误。事实上，这个

现象是目前史学研究所面l|fi{的’__一大矛盾，也是亟待解决的一个火问题。中外学

者之所以把华侨民族主义简单地与中围困内民族主义等同起来，主要也是因为

他们在通过有关史料开展研究工作时，没有考虑到以下的特点：即华侨是经济

移民，华侨从移居海外到在当地立足，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达到目的，他们

更多的时候还是考虑自己在当地的发展。

不同方面：

从中国方面来看，除了上文提及的民族主义狭隘性与自私性的特点之外，，

在民族自大心理的支配下，过高估汁东南亚华侨的经济实力也是国人尤法清楚

认识华侨民族主义的主要原因之～。国人一股只看到华侨在当地的中介商层面

占有较大的优势，认为只要他们采取一‘致行动，就呵以从中间斩断当地经济与

西方经济之间的交往。因此，他们u向应国内的号召，开展统一的抵制日货的爱

国运动，是华侨来说是轻而易举之事。实际h上述看法缺乏令局的宏观现野，

在近代东南亚经济单一化的畸形结构里，当地民族工业十’分落后，华侨r}，介商

～直依赖于西方大公司获得其销售的商r诂，一旦他们升展抵制运动，便立即嘲

临无货可销的危险。再者，士著居民是华侨中介商最人的顾客群，这⋯点与围

内的情况不同，国内市场上，从销售商到消费者都是由中国人组成，㈧此，嘲

内抵制外国货是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共同抵制，『町华侨抵制外国货只是经营者的

单方面抵制，不是消费者的抵制。当华侨开展抵制运动时，西方大公口J便能够

营造自己的销售网络，直接同当地，十著居民进行经济合作，华侨中介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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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会面临被别人取而代之的危险。事实上，20世纪初，日本人正是利用华侨抵

制日货的机会。扶持了日商、印度商人以及马来商人在当地中介商层面的发展，

使华侨商人遭受了严重损失。

从当地土著居民方面来看，自19世纪后期开始，东南亚地区越来越深地被

卷入世界市场当中，当地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当地居民不断代替西方工业国

家的劳苦大众，成为西方工业发展所产生苦难的直接承受者，失业、贫穷、不

安使当地居民对工业文明充分仇恨。华侨是当地居民与世界市场联系的中介，

因此，当地居民便将其对西方工业文明的仇恨发泄到华侨身上，没有看到华侨

与自己一样都是西方殖民统治的受害者。

从西方资产阶级势力来看，西方资产阶级分而治之政策的宗旨就是要挑拨

东南亚地区各民族之问的关系，使他们永远处于隔阂与敌视状态，无力列‘付西

方的殖民统治。华侨是东南亚地区人数最多的移民之一，他们在当地经济中占

据着较大的优势。西方殖民统治者出于对华侨的害怕，总是干方百计防jE华侨

与中国加强联系，同时还处心积虑阻I上华侨与当地居民之问的团结。

一战后，西方殖民统治者由于害怕共产主义通过华侨从中国进入东南哑地

区，害怕华侨民族主义运动刺激当地人民觉醒，危及自己在当地的统治，因而

对华侨民族主义加以歪曲。为此，西方殖民统治者不惜把华侨丑化成为当地经

济的吸血鬼，华侨是当地经济穷困的主要制造者。西方殖民统治者的上述观点

直接影响了当地的民族主义者，后者在接受西方教育过程中，也戴上了西人丑

化华侨的有色眼镜，把华侨视为当地民族独立的障碍，不断地加以排斥打击。

可见，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它需要我们多侧面、

多视角、多方位、多学科地观察、考察，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多一些理性、

少一些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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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问题向来是了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的一把钥匙，笔者在广西师

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期间便对华侨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1996年读研之后，在

硕士导师钟文典、陈雄章两位教授的指导下，笔者确定了东南亚华侨历史作为自

己的研究方向，并试图把华侨历史放置于世界历史变迁的大坐标中进行研究，希

望通过华侨史一斑窥世界史全豹。这方面的设想部分反映了我研究生期间发表的

《近代世界经济交往大潮中的契约华工》、《试述华侨华人第一次海外大迁徙》等

等文章中。我的硕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东南亚华商与日商的经济斗争》将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东南亚地区华侨商人与日本商人之间的经济斗争，放置于一

战后该地区经济格局嬗变的宏观背景中进行考察。力图阐清20世纪初东南亚华

侨中介商真正的经济实力，以及民族主义对近代东南亚华侨在当地发展的影响。

1999年，我考入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在李国襟(笔名郭梁)

先生门下继续从事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的研究。在先生的指导下，我研读了诸如布

赛尔的《东南亚华人史》、史金纳的《泰国华人社会——史的分析》、凯特的《荷

属东印度华人的经济地位》、颜清湟的《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新马华人社会

史》等等侨史研究方面的经典著作，拓宽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在这基础上，我发

表了《近代东南亚华侨中介商经济地位新探》、《一战后荷印华侨废约运动研究》

以及《1908一1928年南洋华人抗日抵制日货运动》(译文)等等文章，进一步理顺

了20世纪初东南亚华侨经济变迁与民族主义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经过长期的学习，我提出把20世纪初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作为自己博士论

文的选题。该设想得到了李国棵先生的肯定与鼓励，在他的反复指导下，我的选

题日趋成熟。在论文开题过程中，南洋研究院的庄国土教授、李金明教授、聂德

宁教授、廖大珂副教授等人都提出了不少富有独创性的意见。我曾利用参加国际

学术研讨会的机会，请教了廖建裕、古鸿廷等等专家，他们热心的指导使我获益

非浅。

由于有关北洋政府时期东南亚华侨历史研究的成果尚属罕见，相关的十分零

散，因此，笔者在收集资料过程中遇到了较大的困难。

为了使自己的文章建立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上，自2000年第二学期开题后，

笔者便开始在厦大图书馆和南洋研究院资料室以及台湾研究所资料室等处收集

资料。在为期四个多月时间里，笔者先后查阅了北洋政府《外交公报》、《中华民

国史档案资制．汇编》第1—5辑、《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中华民国史料外

编一前日本末次情报资料》资料集，以及《东方杂志》第l一44卷(1904+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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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研究》、《民立报》、《申报》、《新嘉坡中华总商会月报》等等早期发行的报

刊杂志，从中收集不少有关20世纪初华侨民族主义的资料。

为了获得更多的第⋯手资料，2001年春节刚刚结束，笔者便告别亲人，回

到现工作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近代史资料室，翻阅该资料室所存放的北

洋政府《政府公报》、《南方政府公报》以及《陆海军大元帅大率营公报》等等政

府公报类资料。由于这套资料尚未出版总目录索引，因此，只能一一本本地翻。

春初的桂林，乍暖还寒，在飒飒的寒风中，笔者全天候呆在独秀峰F的。。“间斗寒

里，前后花了14天时间，翻遍了总共300余册的《政府公报》和《南方政府公

报》和《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初步蓖集了有关华侨与中围交往的官方资

料。之后，笔者马不停蹄赶回厦大，向李国棵先生汇报的自己的调研进展情况。

在征得李先生的同意后，笔者于2月底北r南京，在南京大学图书馆，笔者找到

了厦大图书馆尚未收集的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j三编和续编。在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笔者前后花了20多天时间查阅了档案馆中收藏的民初南京

临时政府以及北京政府外交部、内务部、农商部等等部门的档案，收集了有关当

时东南亚华侨与中国交往的电文、批示以及呈文等等档案。3月底，笔者前往上

海，上海是民初海外华侨投资中国的热点地区，也是当时华侨在中国活动的主要

基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侨联组织——华侨联合会便成立于上海。上海图书馆保

存了较丰富的有关当时华侨在上海活动的资料，以及相关的著述等等。笔者在这

里获得了包括《华侨参政权全案》和《华侨杂志》等等在内的珍贵资料。

在南京上海调研期间，笔者曾先后拜访了当前中国世界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

者、南京大学历史系钱乘旦教授，。}·国华侨史研究领域的前辈、上海社会主义学

院副院长陈昌福教授，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著名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沈渭滨

教授、杨立强教授等人，就史学研究方法以及自己的选题虚心向他们求教。上述

学界前辈的热情帮助，不仅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而且坚定了我在该课题内进-

步深入研究下去的信心。

时光匆匆，一转跟三年寒窗就要结束了，在即将与开满7凤凰花的美丽校园

告别的时刻，笔者想起了一首歌，歌中唱道：“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挚爱的

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三年前，我告别亲人，负笈东

来，在依山傍海的厦门大学开始我的求学生涯。在这里，我幸运地遇上了难得的

良师益友，正是他们的关爱与期待，使我抉得了足够的勇气与力量，笑看白城海

边潮起潮落，五老峰下花开花谢。今天，我想把自己内心的那份感动献给每一位

曾经帮助过我的老师与朋友。

我要特别感谢业师李国棵先生，在当令流行短平快、崇尚功利的浮躁社会氛

围里，先生“不合时宣”地告减我做学问如同长跑比赛，要想取得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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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有耐力、有后劲。为此，先生要求我“板凳坐得十年冷”，要求我泡图书馆，

耍求我加强外语学习。三年来，先生以身作则，在为学方面，他功底扎实，学风

严谨，不懈进取：在为师方蕊，先生言传身教，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在为人方

面，先生淡泊名利，以大局为重，为他人着想。可以说，先生在为学与做人方面

不倦追求的精神，已经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它必将令我受益终生。

我要感谢南洋研究院院长庄国土教授，庄教授承担着众多的学术研究项目，

同时还肩负着研究院的发展重担，他以院为家，经常席不暇暖。即使如此，庄教

授仍然抽出时间，关心我的学习，热睛回答我平时提出的问题，使我

不时沾染到国际学术前沿的丈气。我还堰感谢李金明教授，在课堂上。李教

授不仅教会了我们中外关系史的知识，还告诫了我们为学要真的道理。我还要感

谢蔡仁龙、聂德宁、廖大珂三位老师，他们的指教，常常使我豁然开朗。我感珊

薛学丁、刘晓民两位老师，他们在外语方而的极深造诣以及笔耕不辍的精神，给

我很大的鞭策，他们对我的指导与帮助，我亦将铭记于心。

我要感谢厦门大学出版社副总编候真平先生，候先生三年来的热心帮助与鼓

励，不断地助我向前、催我奋发。我要感谢南洋研究院李绍宗、曾秀莲、徐斌、

王付兵、张大勇、蒋武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三年期问，他们给我学习生活提供了

诸多的方便。

另外，我要感谢南洋研究院的同窗们，他们是王望波、施雪琴、陈雯以及杨

靳、范宏伟、杭宇、朱东芹、叶兴建等等博士，他们平目里对我的帮助以及他们

各自在工作学习中所取得的成就，不断激励着我前进。我还要感谢曾经与我在凌

云五朝夕相处的朋友们，他们是管理学院的李卫东博士、宋培林博士、经济系的

杨健生博士、经研所余红胜、林金忠博士、财金系庞任平、苏宁华博士等人，他

们的帮助与友谊，是我在厦大三年中最大的收获之一。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冯清丽，多年来，她不仅要从事繁重的教学工作，

而且还要赡养老人、抚育孩子，独自一人顶住了工作与生活方面的重重压力，使

我得以全身心投入学业中。我所获得的每一个进步，都与她的付出分不开。

有关20世纪初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的研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领域，尽管笔

者已经竭尽愚钝进行了一番尝试，但由于笔者的学识、能力有限，期望与结果之

间仍会存在相当距离，希望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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