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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外保存的华侨华人史料多种多样，除了常见的华文报刊、华社公开出版物外，更有政府官

方档案、私人文献、社团史料，以及博物馆、图书馆收藏资料等。就史料价值而言，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史

料是相关史料的富矿。举凡会员登记、来往账目、会议记录、祭祀和对外交往的记录，附属机构如不动产、

学校、医院、坟山、寺庙、养老院等的相关记录等等，这些文献史料因为详细记录了清代以来海外华侨华

人的各类社团（包括秘密会社）的活动、会员的成份、活动的内容、领导层的选举和变动、包括产业会费

募捐等社团内部资金的来源与去向，弥足珍贵。各国政府档案通常包括政府相关法律法规、行政公告、人

口统计、商业调查、法院案件、华侨华人与当地政府来往信函，以及当地政府搜集的各类华侨华人信息，

和政府内部对华侨华人各类事务的讨论会商，等等。其史料因政府的权威性具备极高的价值，常常是诠释

历史的关键论据，因此是海外华侨华人史料中极具参考价值的一手文献。华侨华人的私人文书包括书信、

账本、族谱、原始商业单据、各类国债、“口供纸”、各类证件等等，可以与政府档案、华社文献互证，拓

展相关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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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底，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广东华侨史》大型文化工程项目正式启动。

该项目不仅包括大批相关学术著作的出版发表、

相关课题的发布和推进、既有的华侨华人史文献

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也包括国内外相关史料的发

掘和整理。①在此基础上，自 2013年起，在广东

省政府侨办等有关部门安排下，每年都派出若干

个团组，由项目主编或副主编带队，前往世界主

要华侨华人聚居的国家搜集史料，从事田野考

察，通常以 1个月为期，由 6位来自不同大学或

研究单位的学者组队前往目标国。另外，还不定

期派出 3人左右的小团组前往美国、加拿大、新

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古巴等

国家进行为期 1个月的专项资料搜集。本文即以

这两类海外资料搜集和田野考察实践，谈谈自己

的体会。

一、海外华社是华侨史料的富矿

这几年《广东华侨史》项目组队几乎走遍亚

洲、欧洲、北美、南美、非洲、大洋洲各主要国

家，搜集到极为丰富的华侨华人史文献资料，时

间最早的在清中叶，最新的是当代文献。内容涵

盖海外华侨华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许多是研究者

过去从未见到过的珍贵史料，包括社团历年来详

细的内部会员登记、历年来往账目、会议/祭祀/
收稿日期：2020-06-07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特别委托项目：“世界视野下的广东近代移民潮”（项目编号：GD13TW01-1）。

作者简介：袁丁 （1957-），男，广东广州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目前已经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相关研究著作和资料3批。

第41卷第5期 Vol.41 No.5
2020年10月 Oct.2020

韩 山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 6



对外交往的内部记录、附属机构如坟山/产业/学
校/医院/寺庙/养老院等的相关记录，甚至发掘到

若干国家海外洪门一类秘密社团的清中叶以来的

早期会员名录、海外秘密会党的切口和联络暗号、

海外秘密会社的产业记录、各类丧葬记录、医疗记

录、华侨汇款记录和原始单据等等，极其珍贵。

图1 缅甸洪门原始记录

这些文献史料详细记录了清代以来海外华侨华

人的各类社团（包括秘密会社）的活动、会员的成

份、活动的内容、领导层的选举和变动、包括产业

会费募捐等社团内部资金的来源与去向。值得注意

的是，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的对外交往（包括对中

国政府、中国内地家乡和与当地政府的交往）的

史料，也常常给人带来惊喜。比如在海外华社中

常常发现其早期与中国政府来往的函件及公文、

捐款证明、华侨证等各类证明证件，等等。

近代以来，中国内地遇到天灾人祸，海外华

侨华人常常以捐款捐物方式赈济故乡，在华侨华

人社团文献中常常留下实物资料。如国内寄回国

外的各种收据、感谢信，以及当时社团的原始记

录、救国债券原件等等。在辛亥革命、十九路军

淞沪抗战、中国全面抗战、新中国建设等近现代

民族民主革命时期，海外华侨华人曾经大力捐款

捐物予以支援，在海外留下大量的物证，为学者

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极佳的一手原始资料。

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一般来说海内外研究

者总是无法接触到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的内部文

献，因此多半依赖外部文献，如政府档案、报刊

资料，或者相关社团的公开出版物，来描述海外

华侨社团。由于条件的限制，这种研究隔靴搔

痒，很难深入。譬如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的各类经

济活动，包括社团会员费的缴纳和支出细节，在

政府档案中基本看不到，而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公

开出版物极为笼统和不准确，时常因为税务和其

他原因隐瞒大量真实的收入和支出，造成研究结

论的严重失真。学术界普遍认为，只有看到其内

部真实的账簿，才能真正了解海外华侨华人社团

的财务运营，也才能真正掌握其各项活动背后的

经济因素，而这方面资料的获得极为困难。

图2 美国夏威夷华侨华人社团原始账簿

在社团资料方面，学术界以往很少接触的拉

丁美洲华侨华人社团原始史料弥足珍贵。除了社

团本身的会员登记、会费征收、会馆集会记录、

会馆财务收支、会馆与当地政府及中国政府的往

来信函外，当地华侨华人会馆所藏近代国民党海

外支部资料十分罕见。说明当时海外华侨华人社

团与国民党海外支部关系密切。

图3 哥斯达黎加华侨华人社团原始文献

二、政府档案是海外华侨华人史料
中极具参考价值的一手文献

近年来，结合《广东华侨史》项目的推进，

我们在东南亚、北美、欧洲、大洋洲和南美洲都

做了当地政府相关档案的调研工作，得到很多极

有价值的一手华侨史料。

近代以来，各国政府尤其是本土存在华侨华

人社区或有大量华侨华人生活的国家，都采取各

种立法或行政措施，对华侨华人的活动加以管理

和规范，由此留下海量的政府文献和内部档案。

这些政府官方资料通常包括政府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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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公告、人口统计、商业调查、法院案件、华

侨华人与当地政府来往信函，以及当地政府搜集

的各类华侨华人信息和政府内部对华侨华人各类

事务的讨论会商，等等。其史料因政府的权威性

具备极高的价值，常常是诠释历史的关键论据。

特别是，各国政府档案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出版，甚

至没有解密，使得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常常无从下手。

因此，全世界的相关学者一直都对各国相关档案的

发掘整理保持高度的兴趣，不断开发各种档案。

《广东华侨史》工程启动后，我们组团在英

国的大英档案馆（伦敦）、法国国立海外档案馆

（艾克斯）、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巴黎）、美国国

家档案馆（华盛顿总馆及夏威夷、马里兰、圣布

鲁诺等分馆）、加拿大温哥华市立档案馆、澳大

利亚国家档案馆（堪培拉）、西班牙印第安总档

案馆（塞维利亚）、秘鲁国家档案馆（利马）、泰

国国家档案馆 （曼谷）、日本国家档案馆 （东

京）、苏里南国家档案馆（帕拉马里博）等政府

档案馆搜集了大量有关华侨华人的档案文献，正

在陆续整理出版。

图4 泰国国家档案馆原始档案

以泰国国家档案为例，我们发现其中不仅有

海量的泰文史料，也有大量的有关华侨华人的中

文、英文资料，内容包罗万象，包括泰国历届政

府对华侨华人政治、经济、社会、文教等各个方

面的政策和法令的制定与颁布、华侨华人社会与

泰国政府的互动、华侨华人在泰国的政治经济活

动、泰国政府与中国等国家有关华侨华人的交涉

等等，极具研究价值。而时间段大致是从 1782
年拉玛一世创立曼谷王朝至今，保存相当完整，

而且绝大多数从未公开披露。

相比发展中国家，美欧等老牌发达国家其档

案制度较为完善，政府对于档案的管理和保存较

重视，因此留存至今的各类有关华侨华人的档案

不仅数量大，而且完整度高，开放性好，常常成

为相关研究最有价值的原始文献。

如美国国家档案馆总馆及各分馆，保存着海量

的华侨华人档案。特别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布鲁

诺的分馆，保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入境的海关、移

民局原始档案，是研究近代以来华侨华人问题的宝

藏，其中绝大部分档案从来没有被学术界利用过。

图5 美国国家档案馆华侨入境记录

从具体内容看，近代以来美国政府有关华侨

华人档案，一是美国移民局有关于移民的档案，

主要有美国档案馆所藏的 1884-1943年美国移民

与归化局有关华侨华人移民入境调查档案（圣布

鲁诺分馆为主）、美国华商合伙人调查档案

（1894-1944）、华侨华人移民出入境登记记录文

件等。二是美国海关的档案（主要在圣布鲁诺分

馆），早期对出入境的管理主要由海关负责，直

至 1905年集中管理移民问题的移民局成立后，

海关才作为辅助的作用服务于移民局。因而，对

研究早期美国华侨华人的出入境情况和美国排华

政策的具体施行过程，海关档案是为一重要的史

料，其中包括海关与美国财政部的报告和往来书

信（1869-1912）、海关发给各联邦政府机构的报

告和书信往来（1895-1919）、收到来自其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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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部门的文件（1895-1915）等。三是美国联

邦法庭的档案（藏圣布鲁诺分馆），其中与本研

究相关的有美国联邦加利福尼亚地区法庭档案、

美国联邦上诉法庭档案。这类档案中有大量近代

华侨华人在美国排华期间，在面对进入美国遭到

阻止时，向美国当地法院上诉和法庭审理的原始

记录，具有颇高的研究价值。四是夏威夷早期

（尚未加入美利坚合众国时期）有关华工的原始

记录（藏夏威夷分馆）。五是美国国会有关制定

美国排华法案的听证和辩论记录（主要藏于马里

兰分馆）。

正如 《广东华侨史》 团队成员所指出的，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其针对的

直接对象是入境美国的中国人。在这一时期，美

国海关和移民官员被要求确定能被允许入境的中

国人身份的真实性。最初的排华法案为华商、学

生、教师、外交官和旅行者提供了豁免身份，但

抵达旧金山的华侨华人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他

们并不总是属于纯粹的法律范畴。排华法案的实

施不仅令美国人形成了“种族、阶级、公民身

份”等概念，也使得华侨华人在入境过程中经历

的司法部门和执法部门对其法律定义、实际情况

的不同解释，塑造了华侨华人对不同身份、阶级

的理解。面对日趋严苛的法律限制，希望入境的

华侨华人也在积极寻求对策。尽管《排华法案》

不断修订，对华侨华人入境的控制程度不断升

级，种族、性别与阶级意义上的“他者”形象日

益明晰，但华侨华人的抗争从未停止。在对排华

政策的抗议和挑战中，他们发现了恰当的途径和

方法，其中最重要的选择是以法律对抗法律。华

侨华人援引《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

“人身保护”条款，抵抗海关“不正当”的入境审

查，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不同时期的排华法

案中，有对可豁免华侨华人群体的规定，法院据此

对符合条件者予以入境许可。因此，大量的法庭

审理记录，为我们今天全面认识和理解当时中国人

入境美国的复杂情景，有了不同的扎实的一手史料。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国政府档案不仅仅提

供了近代华侨华人资料，还有大量的现代当代的

一手资料。例如大英档案馆所藏档案里，就有极

其丰富的现当代东南亚华侨华人原始史料。反映

出英国政府及海外机构对于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

的观点及对策，以及有关政府对中国大陆和台湾

有关华侨政策的因应，和英各政府部门之间关于

华侨华人问题的公文往来。

图7 大英档案馆原始档案

其中包括英国外交部门档案里对涉及中国双

重国籍问题的调查报告，对新加坡、马来亚、泰

国华侨华人的调查。这其中包括对华侨华人学

校、华文教材、华侨华人政治认同的调查和政府

应该要采取的措施。从档案中可以发现，当时英

国政府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前后东南亚的华侨华

人的政治倾向，特别是大中学生的政治动向，始

终关注着新中国对于华侨华人的政治态度和经济

往来，重视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教育和宣传，并根

据海外使领馆及殖民地当局的各种调查报告制定

和修改英国的相关政策法规。

三、海外各类私人文献
是拓展相关研究的宝库

随着《广东华侨史》工程的推进，我们团队图6 美国国家档案馆华商合伙人调查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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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掘海外华侨华人史料中深刻体会到，海外私

人文献对于相关研究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近代以来，随着逾千万中国人走出国门，辗

转流徙至世界各地，其在工作和社会中留存下来

海量的私人文书。包括私人书信、账本、族谱、

原始商业单据、抗日国债、“口供纸”、护照/华
侨证等各类证件，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为华侨

华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一手史料，可以与政府官方

档案、华侨华人社团文献互证，拓展相关研究领域。

例如，我们在加拿大温哥华发现的叶氏家族

文献就很有代表性。在温哥华，我们首次发现到

当地叶氏公司的永生饶记汇兑公司 1929年至

1934年的逾 1万张汇兑单，以及账本、来往信函

等私人文书。从汇款情况中可以看出，其汇款多

以港币计价，汇率随季节和年份呈现不同的变

化，但是始终保持经常性汇款和小额汇款的赡家

性特点，其汇款中介也十分稳定，汇款方向和季

节性也保持稳定。这批资料，除了可以用于研究

近代中国与北美之间侨汇的运转，还可以进一步

用于研究叶氏家族及其企业经营、加拿大与香港

当局的侨汇政策、加拿大元和港元的汇率变动等

等多方面问题。

图8 温哥华永生饶记汇单底单

近年来在广东珠三角地区发现的大量近代华

侨“口供纸”，是当年中国人为规避美国《排华

法案》风险、设法进入美国的特有文献。1882
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规定停止从中

国输入劳工，只允许外交官、学者、学生、商人

和旅行者在美国短期逗留，还禁止所有华人加入

美国国籍。以后，排华法案层出不穷，变本加

厉，将所谓华侨“劳工”的范围扩大到一般文职

人员、经理、店主、采购员、供销员、记帐员、

会计、出纳、学徒、医生、餐馆和洗衣店老板、

厨师、小贩等等，严禁这些华侨华人入境；并且

不准已经在美国的华侨华人劳工申请家眷前往美

国，只允许在美国出生的华人移民入境，使得侨乡

向美国的移民几乎完全中断，侨眷因此苦不堪言。

1906年初，美国旧金山发生大地震，并引发

大火，意外地给赴美华侨华人移民开辟出一条新

路。由于当地警察局和移民局档案毁于地震带来

的大火，因此一部分来往于中美之间的华商开始

利用这个缺口，为希望移民美国的亲属编造在美

国出生的理由，使得四邑侨乡家眷得以成功移

民。很快，美国华侨华人和四邑乡民发现可以制

作假口供，帮助希望移民美国的亲友和乡人以美

籍华人直系亲属或在美国出生者的直系亲属名义

移民美国。于是“口供纸”便应运而生，逐渐从

个别村落扩展到四邑各地，最后扩展到几乎整个

珠江三角洲流域，但仍以四邑地区为主，因该地

区海外移民以美国居多。

但是以往国内外学术界只在中国大陆发现此

类文献。通过海外调研，我们不仅在美国移民局

档案里，而且居然在美国华侨华人家里，发现了

保存完好的近代“口供纸”原件。这是《广东华

侨史》工程的意外收获之一。这些“口供纸”以

实物形式，印证了近代华侨华人在入境美国时所

采取的对策。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做海外田野考察

时，不仅发现了美国华侨华人的近代“口供纸”

原件，还有其家族的族谱原件，以及相关的家族

相片等私人文献。与中国地方志、史书、官方档

案相对应，可以使研究建立在更扎实的基础上。①

此外，海外华商企业的账本也是极其重要的

一手文献。保持至今的海外企业账本时有发现，

是研究海外近代华侨华人经济的重要资料，值得

①参见拙文《从新发现的口供纸谈起》，载袁丁：《跨国移民与近代广东侨乡》（中华书局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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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这方面的资料，目前学术界常常难以

发现，主要是因为大多数老的华侨华人企业的账

本资料，一般会随着企业破产倒闭而散失，而私

人家中往往不会保存这类文献。

私人书信是海外华侨华人私人文献中数量最

多的资料，也是最难以发掘的资料。由于私人信

函多为家书，其主要内容为家庭琐事，大多数人

不愿意将其向学术界公开，故难以利用。我们在

《广东华侨史》海外系列田野考察中，发掘到不

少这类私人信函，对于了解当地华侨华人的历史

有很大的帮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私人信

函不仅仅保存在私人手中，其实往往可以在政府

档案馆、各类公私博物馆、大学图书馆、华侨华

人社团等机构中发现。在海外调研时，需要拓展

自身的眼光，更广泛地搜集史料，才能有更多更

好的一手史料发现。

除了文献之外，《广东华侨史》工程海外调

研还拍摄了大量实物资料，包括各类华侨华人墓

地碑刻、各类社团牌匾、唐人街和社团建筑及内

部装饰等，可以补充文字文献的不足，扩充研究

的范围，加大研究的深度。

此外，海外华文报刊、政府出版物、华侨华

人社团公开出版物，这些为大多数国内外学者所

熟知，也相对容易得到。故不是《广东华侨史》

工程海外田野考察和资料搜集的重点，虽然也有

大量收获，但本文不再赘述。

四、结 语

从学术意义上说，海外华侨华人史料包罗万

象，不可能在几年内搜集完毕。由于时间和经费

的限制，我们常常是对着海外浩如烟海的原始资

图9 美国波士顿华侨“口供纸”原件

图10 美国华商企业原始账本

图11 加拿大华侨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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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望洋兴叹，唯有尽可能地在最短时间内搜集最

多最重要的史料。另外，除了时间和经费限制

外，我们还往往遇到各种人为的障碍，不少海外

华侨华人社团尽管有着丰富的历史文献收藏，但

却自始至终不愿意对外界（包括学术界）公开，

这是我们每每扼腕叹息的。由于许多华侨华人社

团保存文献的物质条件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多有价值的历史文献遭遇虫蛀、水浸、鼠咬和

风化，现在已无法完好保存和利用。更有甚者，

不少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在搬迁或装修房屋时，丢

弃全部或大部分历史资料，使许多历史悠久的著

名社团今日竟无踪可循。这也是我们在海外田野

考察中，深感遗憾的事情。

综上所述，《广东华侨史》工程启动以来，

相关参与者的海外田野考察取得丰富成果，不仅

为广东华侨史的撰写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也为

中外学术界积累了丰富的海外华侨华人一手史

料。这些资料不仅可以用于研究近代以来的世界

华侨华人历史，也可以用于研究各国的历史，包

括近现代中国史。今后，我们希望通过系统整理

出版和建设数据库方式，向国内外公开相关资

料，促进学术界相关研究的发展。

Collection and Field Research of Overseas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YUAN D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275）

Abstract：There are many kind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overseas Chinese preserved overseas.
Besides the common Chinese newspapers and publica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 there are
also official government archives，private documents，historical materials of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
tions，as well as materials collected by museums and libraries．As far as the historical value is con⁃
cerne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 are rich mines of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These document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such as membership registration，correspondence
accounts，minutes of meetings，records of rituals and external exchanges，records of affiliated institu⁃
tions（such as real estate， schools，hospitals，cemeteries， temples，nursing homes，etc.），are truly
valuable because they record in detail the activities of various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 （includ⁃
ing secret societies），membership composition，content of activities，elections and changes of leader⁃
ship， including the source and destination of the internal funds of the community （such as industry
dues and donations） since the Qing Dynasty．Government archives usually include relevant govern⁃
ment laws and regulations，administrative announcements，demographics，business investigations，court
cases，correspondence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and local governments，as well as various types of in⁃
formation collected by local governments on overseas Chinese，and discussions within the government
on various matters of overseas Chinese，etc. Because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government，its historical
materials are of high value and are often the key argument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so they
are very valuable first-hand references among overseas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The private docu⁃
ments of overseas Chinese，which include letters，account books，genealogical records，original com⁃
mercial documents， various types of national debt，“confession paper”， various types of certificates
and so on，can be cross-checked with government archives and documents of overseas Chinese associ⁃
ations to expand relevant research fields．

Key words：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government archives；documents of overseas Chinese as⁃
sociations；private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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