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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主体、动因、机制三个方面分析了近年来海外华侨华人反“独”促统活动的基本

情况，首先分析了海外反“独”促统活动的参与主体，指出了华人新移民的主体作用和特点； 接着对
华侨华人参与反“独”促统活动的动因展开探讨，指出华侨华人反“独”促统活动是侨居国、祖（ 籍）
国、华侨华人自身需求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然后从依托力量、组织机构和工作路径三方面总结
了华侨华人反“独”促统的运作机制； 最后，对新形势下如何在海外开展反“独”促统活动提出了思
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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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华侨华人开展的各种反“独 ”促统活动，极大地打击和遏制了“台独 ”等分裂势力的嚣张
气焰，维护了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如旅英华人单声先生在推动制定《反分裂国家法 》过程中的作
［1］
用， 美国华侨华人针对陈水扁“入联公投”、达赖喇嘛窜访、“藏独”“疆独 ”分子打砸抢烧暴力事件、
南海仲裁案等有损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分裂行径开展的系列活动等。 有人认为反“独 ”促统是继支
［2］
援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抗日爱国运动之后，华侨华人自觉、自愿发起的第三次大规模爱国爱乡运动 。
这一表述是否准确暂且不论，反“独”促统活动至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华侨华人在维护中国国家领土

和主权完整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但与此重要地位和作用不相称的是，学界对这一现象尚未给予
足够的关注。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多集中在论述华侨华人在海外反“独”促统活动中的作用、特点、成就
等方面，议题多有重复，研究空间尚大。具体而言，对参与反“独”促统活动的主体，学界往往笼统称为
“华侨华人”，对其具体参与者的身份和特点缺乏分析。 更重要的是，对华侨华人参与反“独 ”促统动
因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至今无人进行系统分析。此外，关于华侨华人开展反“独”促统活动的机
［3］
制问题也少有人系统关注。 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展开初步分析，以期进一步加深对海外华侨华人反
“独”促统活动规律的认识，为我国侨务对台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 。

一、新移民与海外反“独”促统的兴起与发展
［4］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70 年代后期，中国向外移民基本中断， 海外华侨社会逐步向华人
社会转变。但不断壮大的华人新移民群体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补充了新鲜血液。 华人新移民是指
［5］
“1970 年代以后迁往外国的中国移民 ”，包括从香港、台湾和澳门移居外国的中国人。
回顾海外反

“独”促统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华人新移民群体成长和壮大的过程 ，也是海外反“独”促统运动兴起、

作者简介： 邓玉柱，男，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 32·

邓玉柱： 华侨华人与海外反“独”促统： 主体、动因和机制

发展的过程。
［6］
早期的华人新移民主要集中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 ，以台湾地区的留学生和投资移民居多 。 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大量涌现 ，至 2008 年，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新移民数估
［7］
030万。
计近1，
迅猛增长的新移民为海外反“独”促统活动提供了生力军。他们主要通过成立或参加
反“独”促统组织等形式推动海外反“独”促统运动的发展。自 1973 年美国华人成立世界范围内第一
个反“独”促统组织———“华府中国统一促进会 ”（ 1982 年更名为“华盛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 以
［8］

来，全球已有统促组织 200 多个，遍及五大洲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0 世纪 70 年代，由美国、加拿大两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教授发起和组织的“保钓运动”为海外
华侨华人反“独”促统活动拉开了序幕。 世纪之交，针对李登辉、陈水扁等愈演愈烈的“台独 ”分裂行
径，不断壮大的新移民群体以统促会为组织单位 ，对“台独 ”分裂行径进行声讨和遏制，推动了海外反
“独”促统活动的进一步高涨。 近年来，海外反“独 ”促统活动在反“藏独”“疆独”“港独 ”等分裂势力
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2016 年 7 月，针对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作出的所谓最终裁决 ，逾两千
个海外侨团通过发表声明、召开座谈会、集会游行等形式，捍卫中国南海主权。 几十家海外华文媒体，
［9］

通过介绍南海历史，揭露仲裁图谋，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 。

在职业构成方面，早期“保钓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
［10］
教授。 此后，随着新移民的增多，反“独”促统参与主体的职业构成逐渐多元化 ，除留学生、教授等知
识分子外，还包括医生、商人、工人等，其中商人群体所占比重较大。 以海外统促会领导及会员的职业
构成为例，华商占海外统促会领导及会员的大多数 。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一项调查显示 ，海外统
［11］

促会侨领中商人约占 70% 左右，会员中商人占比约为 40% ～ 50%。 如，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
席张曼新，1986 年出国，后在匈牙利经商，创办了长城有限公司； 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尹楚
1985 年前往巴西，从事国际贸易，于 1994 年创立巴西福星进出口有限公司； 美国华盛顿州中国统一
平，
20 世纪 80 年代初移民美国，
促进会会长方伟侠，
从事建筑行业，
后成为华盛顿州著名的华人建筑商。
在祖籍地来源和受教育程度方面，参与反“独”促统活动的华侨华人遍及中国大部分省份和地区 ，
且多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水平 。以希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为例，其会员祖籍地遍布全国各地，
［12］
包括上海、北京、福建、浙江、广东、山东、辽宁等，大多数会员为大学毕业生，其中不乏博士。
在身份认同方面，参加反“独”促统的华侨华人表现出明显的“跨国认同 ”特点。 他们“不再是落
叶归根、衣锦还 乡，也 不 再 是 落 地 生 根、完 全 同 化 或 融 合 到 居 住 国 社 会，而 是 表 现 为 一 种 跨 国 形
［13］
态”。 他们是“讲两种或更多的语言，在两个或更多的国家拥有直系亲属 、社会网络和事业”的“跨国
［14］

华人”。 以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黄向墨为例，他于 2003 年创办深圳市玉湖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及玉湖集团（ 澳大利亚） 有限公司，后于 2010 年移民澳洲，虽长期定居澳洲，但仍与中国保持各种
联系。他一方面在侨居地积极参与开展反“独”促统活动，另一方面长期致力于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
的慈善事业。类似于黄向墨这样具有“跨国华人 ”特质的新移民，既熟悉侨居国的风俗习惯、思维方
式，又了解祖籍国的国情国策、历史文化，为海外反“独”促统活动的持续开展提供了人力基础 。

二、华侨华人反“独”促统动因分析
海外反“独”促统活动是华侨华人为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而开展的民间运动 ，是侨居国政治
环境、祖籍国凝聚力及华侨华人生存发展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 一） 华侨华人反“独”促统的外因
第一，西方各国“多元文化主义”移民政策的实行，为华侨华人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 全球
化时代，一方面，跨国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外交领域的“国家中心主义”受到削弱，普通公民和民间外
［15］
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人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人们需要的不仅
交获得更大的活动能力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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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为民族一员的公民身份权利，而且也是作为人的权利———维护和尊重文化个性的权利，以及自由
［16］
表达的权利”。 1965 年，美国实行新移民法，移民在融入居住国社会方面越来越自由，“美国化 ”压
力减轻，既可以“享受美国这里能得到的机会、财富和自由，又保留自己原籍的文化、语言、家庭联系、
［17］
传统和社会关系网络”。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移民政策逐步在西方各国贯彻实
［18］

行，并被用于处理国内族群事务， 移民的双重认同或多元认同变得合情合理 ，并被侨居地接受。
“9·11”事件及叙利亚难民危机以来，美、德、法等国移民政策虽有所调整，但国际移民环境总体情况
变化不大。美国国内要求移民政策改革的呼声虽然不断 ，但“从长远看，美国的移民政策不会发生根
［19］

本性的变化”。 在欧洲，华人可以公开表达自己对中国政治的关心，“在欧洲华人社团的各类会议
上，‘爱国爱乡’之类的言谈不绝于耳”，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曾在致中国领导人的函件中，“直抒
［20］
希望‘祖国成为欧洲华侨强大后盾’”。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侨务、外交、统战工作增强了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在侨务方面，中国政府很早就成立了系统、完备的侨务机构开展华侨华人工作，为团结海外广大华侨
［21］
华人提供了制度保障。 各级政府出于“引资引智”发展经济的考虑，十分重视华侨华人的联谊工作，

经常主办各种联谊性大会，如各种以省、市、县为单位的世界性同乡大会等。 在外交方面，中国相关职
能部门越来越有作为，对海外中国公民以及非中国国籍华人的生命安全越来越重视 ，在有武装冲突或
2006 年中国政府租赁外国包机在所罗门群岛和汤加的
骚乱爆发的地区多次积极开展撤侨行动 。如，
2015 年的亚丁湾撤侨行动等。据统计，
2000 至 2015 年 16 年间中国海外撤侨行动的数量达
撤侨行动，
［22］
20 次。
在统战方面，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也积极发挥华侨华人在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

由其领导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积极联络海外统促组织，发挥了海内外统促运动的核心纽带作用 。
（ 二） 华侨华人反“独”促统的内因
第一，华侨华人关于中国“大一统 ”历史的记忆为反“独 ”促统活动提供了心理基础。 自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完成统一开始，历经两千多年的融合与发展，中国逐步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以新移民为主体的海外反“独”促统群体，多数受过中国历史教育。 移居海外的大陆新移民中有相当
［23］
大比例是高学历者，早期来自港台的新移民更是大部分都完成了高等教育 。 据一项针对欧美日韩
90．8% 的人曾在国内就读过本科及其以上学历 ，其余 9．2% 的
的中国留学生爱国意识的问卷调查显示 ，
［24］
人则是高中毕业后直接出国留学。 也就是说，许多新移民的小学、中学甚至大学都是在中国完成
［25］

的，以中国历史课程等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教育 ，塑造了他们的中国历史认同， 加强了他们对中国大
一统历史的记忆。
第二，统一富强的中国是海外华侨华人生存发展的客观需求 。 个人的认同倾向与影响其个人自
尊的群体密切相关，“华人作为一个群体的自尊的高涨或失落密切地影响着海外华人个人自尊的高涨
［26］
或失落”。 中华民族的兴衰直接影响海外华侨华人的荣辱。 百余年来的华侨华人史证明，“华侨华
［27］

人在海外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中国的繁荣和强大做后盾 ，需要中国的帮助和支持作保证 ”。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既是华侨华人基于历史经验的当代总结，也是他们在侨居地生
存发展的现实需要。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不安，海外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和安全受到诸多挑战，他
们渴望一个强大的祖（ 籍） 国能为其在侨居地的生存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然而，目前两岸尚未统一的
现状，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就此而言，华侨华人参与反“独 ”促统，是其增进自身在
侨居地顺利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
［28］
第三，参与反“独”促统客观上有助于扩展个人社会关系网 ，增加自身社会资本。 参与反“独 ”促
统与个人事业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移民的跨国政治实践“很大程度上是
［29］
为了实现社会地位补偿、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以及获得政治合法性并最终能够顺利融入移居地 ”。
以从事经济贸易活动的华商为例，许多人通过参与统促组织，担任侨团领袖，开展反“独”促统活动，获
得中国侨务、统战等政府部门的认可，从而提高社会声望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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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侨华人反“独”促统活动的运作机制
从 1970 年开始的“保钓运动”算起，海外开展反“独”促统活动已有四十余年，华侨华人在遏制分
裂势力，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促进中国和平统一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有章可循的运作机制 。
第一，以统促组织为纽带，形成了包括华侨华人、留学生和台湾同胞等在内的反“独 ”促统阵线。
一方面，通过侨团的纽带作用组织联络新老华侨华人 （ 含台籍侨胞） 、留学生等。如美国大芝加哥地区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芝加哥协胜公会、华中科技大学大芝加哥地区校友会和美中湖北同乡会等新旧
侨团通过开展郊游野餐等方式，就美国房地产投资经验、职场知识、美国枪支法规及安全持枪常识等
［30］
在美工作生活经常遇到的问题展开交流 ，团结了广大华侨华人参与到反“独 ”促统活动中来。 另一
方面，通过入岛开展文化交流、慈善捐赠等活动加强与台湾统派组织及基层民众的关系 。 如 2013 年 6
月，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组织欧洲侨团 、侨领赴台湾联络拜会台湾官方机构，并与台湾中华侨联
［31］
总会签署了《两岸侨界共同维护中华文化及价值观并加强合作交流 》倡议书。 另外，华侨华人还积
极争取侨居国政要、民众及其他国际对华友好人士的支持 ，扩大反“独”促统阵线。如澳大利亚华侨华

人通过主办 2002 年全球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邀请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澳大利亚前总
［32］
理霍克等出席大会，并请他们发表演讲，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第二，形成了以统促会为核心、其他侨团为辅的组织、沟通机制。 在组织方面，海外华侨华人成立
了“地方—国家—大洲”至少三个层次的统促组织系统，如地方性的统促组织有美国华盛顿中国和平
统一促进会等，国家级的统促组织有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 ，大洲级的统促组织有欧洲中国和平
统一促进会等。在沟通机制方面，海外华侨华人组织了世界性、大洲性、国家性等不同规模的反“独 ”
促统大会、论坛和年会，其中尤以全球华侨华人推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影响最大。 自 2000 年柏林召
15 个城市召开过 17 次会
开首届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至今 ，该会已在世界 13 个国家、
议，参会者包括中国政府代表、举办地政府官员、台湾同胞、华侨华人等，最大范围地联络了支持中国
和平统一的团体和个人（ 见表 1） 。各种规模的反“独”促统会议密切了世界范围内华侨华人之间的联
系，协调了各国反“独”促统活动步调，壮大了反“独”促统声势。
表1
年份

2000—2016 年历次全球华侨华人推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简表
地点

参会人数

主题

2000 年 8 月

德国柏林

约 600

反“台独”、促统一

2000 年 11 月

美国华盛顿

约 500

反“台独”、反对美国对台军售

2001 年 3 月

巴拿马

约 326

反“台独”、反分裂，振兴中华

2001 年 7 月

日本东京

约 600

反“台独”、促统一，维护世界和平

2002 年 2 月

澳大利亚悉尼

约 500

反“台独”、促统一

2003 年 9 月

俄罗斯莫斯科

约 600

团结、亲情、统一

2004 年 3 月

泰国曼谷

2005 年 8 月

奥地利维也纳

2006 年 12 月

中国澳门

2007 年 8 月

匈牙利布达佩斯

约 600

和谐世界，和平统一

2009 年 7 月

美国洛杉矶

约 400

反“台独”“藏独”，促进和平统一

2010 年 9 月

中国香港

2011 年 9 月

美国华盛顿

约 500

纪念辛亥百年，反“台独”、促统一

2012 年 8 月

西班牙马德里

约 800

反“台独”、促统一，深化两岸关系

000
约1，
约 800
000
约1，

500
约1，

中华民族大团结，反对“3·20 公投”
纪念二战胜利 60 周年，反“独”促统
反“台独”、促统一

反“台独”、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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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地点

参会人数

主题

2013 年 10 月

巴西里约热内卢

约 400

共促和平统一，共圆中华梦想

2015 年 11 月

南非约翰内斯堡

000
约1，

促进交流与合作，宣传“一带一路”

2016 年 7 月

泰国曼谷

000
约1，

“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石

资料来源： 笔者参考《心向统一———华侨华人反“独”促统活动纪实（ 一） 》（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秘书处编，北京：
2006 年） ，以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网站、中国侨网、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人民网、新华网、环球网、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国新闻网关于全球华侨华人推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的相关报道制作。

第三，形成了对分裂势力“直接遏制”和“迂回压制”的“双轨”工作路径（ 见图 1） 。“直接遏制 ”一
般是指有涉“独”重大事件发生时，华侨华人通过街头抗议或舆论宣传等较为直接的街头政治形式与
各种分裂势力进行斗争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街头抗议。如 2017 年 1 月蔡英文“出访 ”
美洲回程过境美国旧金山时，当地 300 余名华侨华人在其下榻的酒店外，组织了“反对‘台独 ’人人有
［33］
亚太安全”的“呛蔡英文”示威活动。 二是媒体宣传。 如 2008 年西藏拉萨“3·14”
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美、加、法、德等国华人网民通过在 Youtube 上发布视频揭露了“藏独 ”分子的残

责

中国统一

暴面目。其中一名来自美国的 25 岁华裔网民于事件发生第二天，即 3 月 15 日，在 Youtube 上发布了
一条《西藏暴乱，你从 CNN 和 BBC 上看不到的》（ Tibet Ｒiot，you won't see this on CNN and BBC） 的视
频，至北京时间 4 月 11 日上午 7 时，点击量超 6 万次，留言近千条，揭露了“藏独 ”分子的罪行和西方
［34］
媒体的不实报道，还原了事实真相。 三是发表声明。 如 2009 年新疆“7·5”事件爆发后，哥斯达黎
加统促会举行联席会议，发表联合声明给予严厉谴责，对“疆独 ”分子及支持“疆独 ”势力的组织和国
［35］
家表明了立场和态度。
“迂回压制”是指华侨华人以侨
居国民众、政要及主流媒体为对象开
展公共外交，增强其对中国国情、国
策及少数民族政策的了解，进而支持

!"#$%&

*+*,

-./0

中国和平统一，最终压缩各种分裂势
力生存空间的“柔性 ”活动路径。 具
体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通过开展
救灾、慈善捐赠等活动为侨居国民众

+1234
56789

排忧解难，改善华侨华人在侨居国的
形象。如 2009 年 2 月澳大利亚维多

!’()%&

图1

华侨华人反“独”促统“双轨”工作路径示意图

利亚州发生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灾害 ，澳洲中国和统会、澳洲华协会、澳洲潮州同乡会、澳洲福建会馆
等 10 多个华人社团迅速展开赈灾筹款救援活动 ，先后为灾区筹款约 100 万澳元 （ 约合人民币 511 万
［36］
元） 。 二是开展居住国政要工作。鉴于美国在对台关系中的特殊地位 ，美国一些统促组织通过向两

会议员表达政治立场、宣传“一国两制”政策等方式影响美国对台政策。 如美国华盛顿中国和平统一
促进会曾向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赠送关于中国对台“一国两制”政策的著作，讲解台湾岛内局势变化，宣
［37］

传中国对台政策，促进中美友好。 还有些统促组织通过邀请居住国政要参加统促活动 、担任统促会
职务（ 名誉会长或顾问等） 的方式开展工作。如塞尔维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尼科
［38］

利奇及夫人参加迎新春酒会， 莫桑比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邀请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担任该会名
［39］

誉会长

等。三是利用报刊、网络等媒体向侨居国社会介绍中国国情 、政情，构建对中国有利的舆论

环境。如美国旧金山湾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每月定期出版发行《金山促统论坛 》杂志，刊发统促文
［40］
章，向美国主流社会介绍中国政府的和平统一方针 。 泰国统促会通过“和平世界网站 ”用中、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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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三种语言向泰国主流社会介绍西藏 、新疆概况及中国现行民族政策。 四是向侨居国宣传中华文化，
促进侨居国对中国的了解。如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黄向墨于 2015 年 12 月向西悉尼大学捐
赠 100 万澳元，用于创立澳大利亚 －中国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向有意学习中国文化的人提供支持，促进
［42］

澳中两国相互交流和理解等。

四、关于当前华侨华人反“独”促统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前文的分析使我们对海外华侨华人反“独”促统的主体、动因及运作机制有了一定的了解。 结合
当前蔡英文当局的“台独”倾向及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不确定性等国内国际新形势，对今后海外
反“独”促统活动有以下几点思考和建议 ：
首先，随着交通、信息技术进一步发展，以及中国新移民群体的进一步壮大 ，将有更多的华人新移
民参与到维护中国和平统一这一事业当中来 。可以预见，华人新移民将进一步成为海外反“独 ”促统
活动的主体。这就要求我国侨务及民间相关机构、团体加强以华人新移民为目标的侨务资源涵养工
作，进一步增强新移民对祖（ 籍） 国的认同，为海外反“独”促统活动培养更多的后备力量。
其次，针对当前蔡英文当局拒绝承认“九二共识”，美、日等国际势力干涉台湾问题的现状 ，海外华
侨华人需进一步发挥“直接遏制”和“迂回压制 ”的“双轨 ”路径的作用，一方面联合各方统促力量，如
岛内新近成立的“反台独大联盟”等团体，壮大海内外反“独 ”促统联合阵线，加强对“台独 ”及其他分
［43］

裂势力的反制。 另一方面，通过相关活动进一步加强同居住国 （ 尤其是美国 ） 民众、政要及主流媒体
等的联系和沟通，压缩“台独”等分裂势力的国际生存空间。
最后，在跨国移民日益增多，双重认同或多元认同渐成趋势的时代背景下，华侨华人的反“独 ”促
统活动仍需以融入居住国主流社会为前提 ，以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为准则。 伴随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
以遏制中国为目的的“中国威胁论 ”甚嚣尘上，美国情报界甚至媒体以“国家安全 ”为名制造“中国情
［44］
报恐慌”，宣传中国“威胁 ”。 为谨防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事务的关注被心怀叵测者视为“中国威
胁”的口实，华侨华人在开展反“独”促统活动时，须严格遵守居住国当地法律，依法开展活动。
注释：
［1］ 《反分裂国家法》出台前，单声通过发表文章和演讲的方式，号召以法理反“独”促统。2004 年 5 月 9 号，温家宝
总理到访英国，与当地华侨华人座谈时，单声当场向温总理提出国家应该制定法律，遏制“台独”，“用法理的反
‘独’促统，遏制台湾当局的法理‘台独’”。2005 年 3 月 14 日《反分裂国家法》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当天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签署并立即予以实施。参见贺晨曦： 《单声：
〈反分裂国家法〉是遏制“台独”的有力工具》，中国台湾网，2008 年 4 月 8 日，http： / / www． taiwan． cn / xwzx / bwkx /
200804 / t20080408_620751．htm。
［2 ］ 陈捷： 《台办官员： 反“独”促统成海外侨胞团结合作基础》，台海网，2007 年 10 月 10 日，http： / / www． taihainet．
com / news / twnews / bilateral /2007－10－10 /178798．html。
［3 ］ 单纯、卓高鸿、陈云云等从不同角度分析概括了华侨华人在反“独”促统工作中的优势和作用（ 单纯： 《台湾问题
与海外华人反“独”促统》，《世界民族》2001 年第 4 期； 卓高鸿： 《海外华侨华人在“反‘独’促统”活动中的优势和
作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 年第 2 期； 陈云云等： 《华侨华人与中国统一大业关系的历史回顾与思
考》，《理论学刊》2011 年第 7 期） 。潮龙起教授以海外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为中心，梳理了海外统促组织的形成
和发展历程及主要特点，并从工作对象、方式、内容等方面总结了海外统促组织取得的主要成就（ 潮龙起等： 《跨
国的政治参与： 华侨华人的反“独”促统工作探析———以海外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为中心》，《理论学刊》2010 年
第 6 期） 。程晶以巴西华侨华人为个案，对巴西华侨华人参与反“独”促统活动的历史、特点、经验和作用展开了
讨论（ 程晶： 《论巴西华侨华人反“独”促统活动的特点、作用及相关建议》，《世界民族》2016 年第 1 期； 《巴西华
侨华人反“独”促统运动的发展历程与经验》，《拉丁美洲研究》2015 年第 4 期） 。
［4 ］ 庄国土： 《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世界历史》2011 年第 5 期。
［5 ］ 关于中国新移民的概念，学界并无统一界定，分歧主要集中于新移民产生的时间起点和地域分布两个方面。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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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研究员认为“中国新移民”是指“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前往国外并取得当地居住权或居住国国籍的华侨和
华人”（ 吴前进： 《1990 年以来中国—新加坡民间关系的发展》，《社会科学》2006 年第 10 期） 。该观点忽略了
1978 年以前及以后来自台湾、香港地区的新移民。宋全成教授认为“中国新移民是指 1978 年以后移居海外、居
留一年以上的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拥有中国国籍或加入了所在国国籍的中国人”（ 宋全成： 《欧
洲的中国新移民： 规模及特征的社会学分析》，《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2 期） 。该观点则
忽略了 1978 年以前来自台湾、香港地区的新移民。庄国土教授认为： 华人新移民是指“1970 年代以后迁往外国
的中国移民”，包括从香港、台湾和澳门移居外国的中国人（ 参见庄国土： 《中国新移民的类型和分布》，《社会科
学》2012 年第 12 期） 。笔者在此采纳庄国土教授的界定。
［6 ］ 庄国土： 《近 30 年来的中国海外移民： 以福州移民为例》，《世界民族》2006 年第 3 期。
［7 ］ ［23］ 庄国土： 《新移民正改变世界华侨华人格局》，《社会科学报》2012 年 3 月 22 日，第 5 版。
［8 ］ 海联： 《统促会： 唯一由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会长的社会组织》，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2015 年 9 月
22 日，http： / / www．zytzb．org．cn / tzb2010 / wxwb /201509 / a31d581c994244549cb154daee617eaa．shtml。
［9 ］ 冉文娟： 《逾两千海外侨团力挺中国南海主权

裘援平点赞》，中国侨网，2016 年 7 月 21 日，http： / / www．chinaqw．

com / hqhr /2016 /07－21 /96120．shtml。
［10］ 卢明辉： 《留美学生的“保钓运动”与祖国和平统一》，《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 年 12 月第 4 期。
［11］ 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编《海外统促会研究报告》（ 未刊） ，2013 年。感谢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相关人员为本文
写作提供的帮助。
［12］ 《希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简介》，希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网站，http： / / www．xzcth．com / XL_Jieshao_1．shtml。
［13］ 潮龙起： 《跨国华人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对海外跨国主义华人研究的评述》，《史学理论研究》2009 年第 1 期。
［14］ 刘宏： 《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 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15
页。
［15］ 余万里： 《全球化时代的民间外交》，《国际观察》2008 年第 5 期。
［16］ 吴前进： 《1990 年以来中国—新加坡民间关系的发展》，《社会科学》2006 年第 10 期。
［17］ ［美］塞缪尔·亨廷顿： 《谁是美国人？ 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年，第 140－141 页。
［18］ 李明欢： 《国际移民政策研究》，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205－216 页。
［19］ 姬虹： 《“9·11”事件与美国移民政策》，《国际论坛》2002 年第 5 期。
［20］ 李明欢： 《群体效应、社会资本与跨国网络： 欧华联会的运作与功能》，《社会学研究》2002 年第 2 期。
［21］ 如“五侨”系统，即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及地方侨委、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及地方侨办、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
及地方机构、中国致公党及地方致公党组织和中国侨联及地方侨联组织，构成了中国侨务机构体系，请参毛起
2008 年，第 146－157 页。
雄： 《当代国内外侨情与中国侨务法制建设》，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2］ 夏莉萍： 《试析 21 世纪中国撤侨机制建设》，外交学院外交学专业 2016 年硕士论文，第 11－13 页。
［24］ 郭殊、朱绍明、万杨： 《海外留学青年爱国意识状况的实证研究———基于欧美日韩等国留学生的问卷调查分析》，
《中国青年研究》2014 年第 9 期。
［25］ 王赓武教授认为历史认同强调传统的家庭价值、宗族起源与种族分支的忠诚以及中国辉煌的过去，请参王赓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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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Chinese and Activities of Opposing Separatist and
Promoting Ｒeunification of China： Participants，Causes and Mechanisms
Deng Yuzhu
Abstract：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situ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taking part in the activities of opposing separatist and
promoting reunification of China from three aspects： participants，causes and mechanisms． Firstly，it analyzes the func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in participant of overseas Chinese，the new Chinese migrants，to oppose separatist and promote
reunification． Then，it reveals that the main participants' activities of opposing separatist and promoting reunification are caused
by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host country，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cy toward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need of overseas
Chinese themselves． Thirdly，it summarizes the operation mechanisms of opposing separatist and promoting reunification of
China from three aspects： the alliance，organization and work path． In the conclusion section，this study puts forward some
thought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on how to carry out the activities of opposing separatist and promoting reunification of China in
the new situation．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Chinese new migrant，Taiwan question，the activities of opposing separatist and promoting
reunificat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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