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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
缅甸华侨的政治立场考察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前后，缅甸华侨社会在国共两党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政治分化，号称华侨社会“三大支

柱”的华侨报业、华侨社团、华侨学校，无不打上了政治斗争的烙印。随着时间推移，缅甸华侨社会中拥护

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进步力量逐渐取得了斗争胜利，这既反映了新中国对海内外同胞的强大感召力，也

为新中国在国际社会立足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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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是中国山水相连的邻邦，华侨移居缅甸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元代。据估算，截至太平洋

战争爆发之前，缅甸华侨的总数应在三十万人以上。[1]晚清民国时期，中华民族面临深重的存亡危

机，海外华侨亦纷纷将目光转向政治领域。从此，缅甸华侨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国共两党的政治

路线产生了密切的联动关系。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变迁与新中国的成立，促使缅甸华

侨社会出现明显的政治分化。其中，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进步力量最终赢得胜利，并以实际

行动为新中国提供了有力支持。

一、国共两党与缅甸华侨的关系背景

孙中山曾赞誉曰：“华侨乃革命之母。”缅甸华侨与中国国内政治运动的关系大略可追溯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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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时间

1928
1929—1934
1934—1937
1937—1939
1939—1941
1945—1947
1947—1948
1948—1950

姓名

陈应荣、蔡咸章

许瑞钧

蔡咸章

梁长培

总领事荣宝沣，领事沈祖征

总领事尹绿光

总领事许绍昌

大使涂允檀

备注

1939年，仰光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

1948.1.4缅甸独立

1949.10.1新中国成立

亥革命时期①。随着清末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海外华侨纷纷奋起支援国内的革命运动。1908年

4 月，缅甸同盟会分会在仰光成立，缅甸华侨从此与同盟会以及后来的中国国民党产生了密切的

联系。

纵观民国时期，国民党主要通过两条渠道在海外华侨中开展工作：一是国民党驻海外支部，二是

国民政府驻海外使领馆。国民党驻缅甸支部一直注重联络华侨上层人物，不少缅甸侨领同时兼任国

民党干部。例如，土瓦侨商李炳燊既是当地侨领，也是当地国民党党部主持人。[2]1933年，国民党驻

缅甸总支部为派人参加定于 1935年召开的国民党五大，特地举行了代表选举会议，李炳燊等四人当

选为国民党五大代表。[3]

国民政府驻仰光领事馆亦与缅甸各主要华侨团体长期保持密切联络，随时动员缅甸华侨响应国

内政治运动。例如，1935年，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仰光领事馆立刻通函各华侨团体、各侨校召开

大会，与会团体代表三十余人组成筹备委员会，定名为“缅甸华侨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推举十五人，

以团体为单位，以领事馆为当然委员，以国民党驻缅总支部、华商商会、兴商总会、妇女联合会、福建

公会、《仰光日报》、《觉民日报》、中华工党总部、青年团、五三社为筹备委员，促进会地址暂设于领事

馆。[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驻仰光领事一览表（1928—1949）

资料来源：《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缅甸华侨志》，台北，1967年，第108-109页。

中国共产党在缅甸华侨中的工作主要兴起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1939年，为了巩固和发展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南方局，在南方各省、港澳地区及东南亚华

侨社会中贯彻“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发展进步势力、争

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战方针。1941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批准建立缅甸华侨中共总支

委，常委包括总支书记李国华、组织部长林望中、宣传部长郑祥鹏，委员有李华和杨章熹，建立时间从

1940年 11月算起。[5]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缅甸华侨中共总支委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先后出

版《新知周刊》、《侨商报》等进步报刊，并组建“缅甸华侨青年战时工作宣传队”，在缅甸华侨中引起较

大影响，既为中国国内和缅甸当地的抗战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援，又打破了国民党对缅甸华侨工作的

垄断局面，为中国共产党和后来的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海外工作基础。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缅甸华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官员

常借抗战之名，在海外搜刮钱财；国民党特务分子频频进入缅甸，镇压华侨进步力量。1936年，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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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华侨抗日进步运动中的妇女积极分子陈月容在回国探亲时突遭逮捕枪杀，此事在缅甸华侨社会

中激起强烈反响。[6]缅甸华侨一方面继续积极支援国内抗战，另一方面对国民党的腐朽风气和倒

行逆施深恶痛绝，并总结出对国民党的如是印象：加入国民党只为升官发财；特务分子敲诈爱国侨

胞；疏散大员先乘汽车逃走。[7]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已经失去了在海外华侨社会中的绝对

优势。

二、新中国成立前后缅甸华侨的政治立场

从抗日战争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共两党的政治分化继续在缅甸华侨社会发展。这一时

期，号称华侨社会“三大支柱”的侨报、侨团、侨校，无不打上了政治斗争的烙印。

（一）缅甸华侨报业的分化

缅甸华侨社会的分化首先体现于报业。二战结束后，缅甸华侨社会中首屈一指的“四大华文报”

最初是《新仰光报》、《中国日报》、《人民报》和《国民日报》。这四份报纸的政治立场各有不同。

《新仰光报》创刊于1945年，号称“华侨集资、华侨经营、华侨立场”，主持者曾顺续、徐四民等均为

著名民主人士，对中国问题主张团结民主，是一份亲民主党派路线的晚报。

《中国日报》创刊于1945年，起初由一些经营工商业的缅甸侨领经办，以“超然派”自居，号称是没

有党派色彩的“中立报”，实则倾向于国民党，后来转售给徐四民和陈占梅，政治立场转而倾向于新中

国。1948年，仰光《中国日报》董事会发生分裂，部分董事和工作人员离开《中国日报》，于 1949年创

办了《中华商报》。该报最初声称在国共之争中取中立态度，实则倾向于国民党。1957年，中国共产

党方面出资收购了《中华商报》，使之成为中共阵营的报纸之一。

《人民报》名义上是中国民主同盟缅甸总支部的机关报，实际上由肖岗等旅缅中共党员经办，其

前身是肖岗在 1946年创办和主持的《人民旬刊》，1947年改为《人民报》。《人民报》是中国共产党在缅

甸的报业阵地，以推进民主运动、充当侨胞喉舌、致力中缅友好为宗旨。

《国民日报》的前身是 1913年创办、1942年停刊的《国民日报》，于 1946年复刊，是国民党缅甸总

支部的机关报。但该报在战后仅生存了四年，于1950年3月终刊。

新中国成立后，缅甸华侨社会的舆论风向纷纷转向中国共产党。随着《中华商报》创刊和《国民

日报》终刊，缅甸“四大华文报”变成《新仰光报》、《中国日报》、《人民报》和《中华商报》，而这“四大华

文报”以及《生活周报》等许多规模较小的报纸均先后站在了支持新中国的立场上。[8]同时，国民党势

力日渐衰微，只剩《自由日报》、《中国论坛报》、《亚洲日报》等少数缅甸华文报纸继续支持台湾国民党

政权。[9]

（二）缅甸华侨社团的抉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缅甸主要华侨社团大多站在支持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立场上。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缅甸华侨纷纷在 10月 1日当天升起五星红旗。1949年 10月 10

日，缅甸勃生华侨在“双十节”（即辛亥革命纪念日）举行庆祝会，与会代表包括 11个缅甸华侨组织和

众多缅甸人士，会场悬挂五星红旗，与会华侨均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10]缅甸 40

余个华侨社团还计划同日举行群众庆祝大会和游艺晚会，只是因国民党势力的阻挠而未能如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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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1949年 12月，缅甸华侨 48个社团联合发表通电，表示“首次向我们新祖国的人民领袖毛主席、中

央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各民主政党、人民团体及全国同胞，表示热诚的拥护、崇敬与感激”。[11]通电

上署名的社团，主要有缅甸华商商会、华侨店员联合会、华侨兴商总会、华侨妇女协会、华侨学生联合

会等代表性缅甸华侨社团。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缅甸中下阶层的华侨延续抗战时期的爱国进步传统，先后成立了一批支持

中国共产党、拥护新中国的群众性社团。其中，抗战时期活跃在缅甸华侨社会的“店联”（华侨店员联

合会）、“妇协”（华侨妇女协会）、“学联”（华侨学生联合会）、“伊江合唱团”先后重组，加上新成立的

“教联”（华侨教师联合会）和“工联”（华侨工人联合会），形成了号称“六联团”的组织，另外还有“文

协”（文化艺术协会）、“青协”（青年协会）、“书记公会”等比较活跃的进步社团。这些社团共同代表着

缅甸华侨的进步力量，并在新中国政府和缅甸爱国华侨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例如，1950年 12月

22日，新中国驻仰光总领事李萍暨缅甸侨团代表赴毛淡棉慰问遭受火灾的侨胞，代表除了有华商商

会的曾顺续、兴商总会的陈步墀、缅甸民盟的叶振荣等人外，还有店联、工联、教联、学联、妇协、伊江

合唱团、青协、文协、书记公会九大社团联合派出的代表邱登富、王一芒。[12]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赢得缅甸主要华侨社团的支持，主要归功于三大举措：

一是与民主党派密切合作，扩大统一战线。1948年 1月 1日，中国民主同盟缅甸总支部巧妙地赶

在 1948年 1月 4日缅甸联邦正式成立之前宣告诞生，于是便算作英属缅甸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原有社

会组织，被缅甸联邦视为合法。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纷纷借助民盟向缅甸各城镇派遣分部，与

国民党争夺社团阵地。1950年，仰光原国民党老党员马云汉、陈步墀、陈上坑、黄重远、朱彦雄、曹国

杰、朱乾汉、陈依石等共同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缅甸支会”，并发布宣言，通电拥护“民革”

中央，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党派之一。[6]

二是成功获得缅甸华侨工商界上层人士的支持。在中共和民盟等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下，缅甸

华侨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华商商会、兴商总会都呈现进步姿态。华商商会的总干事徐四民、兴商总

会会长陈占梅从战后“反内战”运动时就站在同情和支持群众爱国运动的立场上。1949年新中国宣

告成立后，华商商会开会商讨“双十节”悬挂什么国旗的问题，徐四民提出必须带头悬升五星红旗，并

争取到副会长邱贻厥的支持，最终以多数票击败会长李文珍、副会长陈洪安等保守派侨领。从此，李

文珍等维护国民党的旧时代传统侨领逐渐在缅甸华侨社会中失去了权威。[6]

三是率先在缅甸组织华侨回国观光团。为了让海外华侨亲眼目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

面貌、增强海外华侨对新中国的信心和认同感，自 1951年起，新中国通过与海外主流华侨社团合作，

组织了若干批次的华侨回国观光团。1951年 9月的第一批缅甸华侨回国观光团，是新中国成立后的

第一批海外华侨回国观光团。观光团由缅甸华商商会出面主持组织，成员以工商界华侨为主，兼顾

各籍贯、各团体和缅甸各地区的代表性人物。例如，第一批的团员邱登富是店联会长，王一芒、陈秀

莲是妇协的前任和时任会长，林福将是学联会长，林锡祯是广东华侨，朱廉我是广东梅州客家华侨，

黄伟立是福州华侨，等等；第二批的副团长是兴商总会会长陈占梅、参加过同盟会的粤籍华侨李雁

行、闽籍知名侨商黄铁金，秘书长是缅甸民盟的叶振荣，副秘书长是民盟的冯励冬，等等。其他团员

也都是缅甸华侨社会中知名度较高、热心公益、支持祖国发展的各界代表人士。[6]从 1951年到 1956

年，中国政府一共接待了八批缅甸华侨集体回国观光团。

新中国成立前后缅甸华侨的政治立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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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接待缅甸华侨回国观光团统计

资料来源：《缅华＜大事记＞续编》，冯励冬：《缅华百年史话》，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香港缅华互助会，

2002年；《缅华大事年表》，郑祥鹏编：《黄绰卿诗文选》，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范宏伟：《战后缅华社会政治

地位变迁研究》，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缅甸华侨回国观光团的团员多为缅甸成功侨领或各界代表性人物，其中不少人是共产党员、民盟

成员或进步社团的活跃分子。他们在获得新中国领导人接见、参加国家庆典、参观新中国重点建设的

大型城市和工程后，往往通过报告、广播、图片展览等形式向缅甸人民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使新中

国在缅甸华侨心中树立起欣欣向荣的美好形象，令广大海外侨胞对新中国的发展前景增强了信心。

（三）缅甸华侨学校的斗争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共两党逐渐拉开了对华侨学校的争夺战。缅甸华侨学校当时主要分为三

种类型：1、支持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定十月一日为国庆节，悬挂五星红旗，采用新中国出版的新华

课本。2、继续支持国民党和台湾当局，推行三民主义教育，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效忠“中华民国”

政府，加入台湾方面主导的“缅华文教促进会”，采用台湾审定、正中书局出版的课本。3、保持中立。

这类学校或是支持国共双方的力量相对均衡，或是资源有限难以分立，故采取折中办法，董事会里同

时容纳不同政见的双方人士，礼堂仅悬挂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不悬挂任何旗帜，采用新加坡出版的课

本。[13]

第一类学校的代表首推缅甸南洋中学。缅甸南洋中学的建立，源于国共两党对缅甸华侨“最高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批次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特别批

第四批

第五批

第六批

第七批

时间

1951年9-10月

1952年4-7月

1952年9月

1953年7-11月

1953年9月

1954年9月

1955年8月

1956年8月

团长

杨老清

徐四民

陈富顺

林荣泉

邱贻厥

黄则山

魏堃芳

李荣傑

内容

共22人。参加国庆观礼；杨老清等三人参加全国政协第三

次会议；参观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天津、济南、南京、杭州、

福州、厦门等地。返回缅甸后，杨老清报告回国观感。

共33人。受到解放军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朱德副主席的

接见和宴请；参加“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参观北京、沈阳、抚

顺、大连、旅顺、天津、淮河流域、南京、上海、杭州、福建、广东等

地。返回缅甸后，徐四民向华侨广播回国观感。

共37人。参加国庆观礼；参观东北各地。返回缅甸后，举办

台山“土改”后建设图片展。

共40人，是缅华体育总会特别组织的“缅华体育观光团”，回

国观光并观摩祖国体育运动发展。参加国庆观礼活动和全国田

径运动会；参观永定河官厅水库；参观天津、南京、无锡、上海、杭

州、沈阳、抚顺等城市；各团员回原籍观光。

共68人。参加国庆观礼活动；参观永定河官厅水库等。

1955 年1月18日报告回国观感。

参观广州、上海、南京、沈阳、鞍山、抚顺、旅大、天津等地。

1955年12月4日，在仰光报告回国观感、侨乡建设情况。

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接见；参观东北、华东、

中南、西南、昆明、个旧等地；云南籍团员回乡省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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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府”华侨中学的激烈争夺。1948年 3月，华侨中学进步师生发起“护校运动”，国民党当局遂将华侨

中学、中正中学（原华侨女中）和育德中学的进步教师杨章熹、李行健、林竹、吴彰彬等解聘驱逐，而这

些教师均为共产党员或民盟成员。在中共和民盟的全力支持下，这些进步教师被解聘后便自发创办

了缅甸南洋中学。

南洋中学的办学目标，是为中国革命事业输送骨干，故其教育方针和管理模式不同于其他学校。

南洋中学大力吸收贫困学生，减免学费的学生数量经常高达 70%，学生毕业后返回中国升学或参加

社会主义建设的数量也高居缅甸华侨学校之首。因此，南洋中学的早期教学以中文为主，课程设置

与中国国内相同，以便学生回国升学。直至50年代中期以后，南洋中学才增设外文班，推行中、英、缅

三语教学，课程设置按照缅甸教育部的规定，与缅甸当地学校相衔接。南洋中学还积极派遣骨干教

师到其他城镇开展进步华文教育，向缅甸各地输送进步力量。[14]

第三类“中立”学校在四五十年代的缅甸更为常见。当时缅甸华侨社会的新旧政治力量错综复

杂，不少华侨学校的负责人和师生兼有国共双方的支持者。例如，勃生华侨中学在战后复办时，选出

的正副董事长分别是许文顶和林望中，前者是国民党缅甸总支部的首席常务，后者则是缅甸华侨中

共总支委的领导人之一，后来返回中国，先后担任过中国新闻社社长、福建省侨办和外办副主任。[6]

在紧张的政治氛围下，缅甸华侨学校的政见之争甚至一度激化。1951年 5月，仰光中正中学的校长

擅自废除前期已采用的新中国新华课本，与学生自治会发生纠纷。中正中学副董事长曾顺续支持学

生自治会采用新华课本，触怒了亲台势力，次月即遭暴徒枪杀。曾顺续是缅甸极负盛名的华侨领袖，

对华侨实业、福利、教育等均贡献卓著，不料因卷入侨校立场之争而惨遭杀害此事，震惊了整个缅甸

华侨社会。[15]

随着时间推移，缅甸各大侨校中的进步力量逐渐取得斗争胜利。华侨中学在1948年护校斗争后

继任的董事长邱贻厥、雷碧书都是知名民主人士，同情学生运动，后来董事会又处于徐四民的直接主

持和掌控下，故华侨中学也成为缅甸华侨进步爱国运动的主力军。同时，拥护新中国的进步华侨还

创办了一批华侨小学，如闽南籍华侨创办的集美小学、广东籍华侨创办的新侨小学、梅州籍客家华侨

创办的育侨小学等[6]，对开展缅甸华侨的爱国主义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结语

缅甸华侨社会的政治分化现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国共两党的路线之争延伸至海外华侨

社会的表现，其兴起、发展与消逝，均与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演变呈现直接的联动关系。广大人民包

括海外华侨的拥护，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之一，而华侨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和雄厚的整体经济实

力，更使得华侨成为近代以来各个政治派别的争夺对象，这种争夺在国共两党的决战时期达到巅峰，

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给海外华侨社会造成了明显的影响。

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已经赢得绝大

多数海外华侨的拥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华侨的任务初见分晓。同时，为了拓展中国与广大

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关系、营造安全的周边环境，新中国开始有意识地淡化外交活动的意识形态特

新中国成立前后缅甸华侨的政治立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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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因此，中共中央决定，解散海外华侨中所有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1954年 12月 11

日，毛泽东同志在会见缅甸政府总理吴努时明确表示：“我们在华侨中不组织共产党，已有的支部已

经解散。”[16]缅甸华侨中共总支委、中国民主同盟缅甸支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缅甸支会均先后

停止活动、宣布解散。从此，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侨务工作重心，逐渐从号召华侨支援祖国革命和

建设，转为号召华侨遵守当地法律、加入当地国籍、融入当地主流社会。随着缅甸华侨社会逐渐转型

为华人社会，曾经一度造成缅甸华侨社会分化的政治立场问题，亦逐渐淡去。

回首半个世纪以前，缅甸华侨在两党政治阵营之间的抉择已然远去，但往事并不如烟，他们的史

迹，至今仍传递着海外华侨心系民族危亡、关怀祖国命运的热忱，传递着炎黄子孙对故土血浓于水、

休戚与共的深切眷恋。如今，在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缅甸逐步扩大开放的时代背景下，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当继承和发扬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经验，使广大缅甸爱国华侨继续为构建中

缅友好关系、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时代贡献。

[注 释]

① 辛亥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辛亥革命是指自 1911年（农历辛亥年）爆发的武昌起义和各地革命活

动，广义的辛亥革命则自 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至孙中山卸任、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止。本文所指的

是广义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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