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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三大支柱”最早是马来西亚华人社群

的惯用语，是华人社团 ( 华团 )、华文教育 ( 华教 )

和华文报章的总称，三者均是华人自主创办并用

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途径。身处异乡的华侨华

人实属住在国的少数族群，多元文化中的华侨华

人常常会遭遇强大异质文化的夹击，所以，“华社

三大支柱”成为华人社会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

可以说，华人社团就像凝聚华人社会的大家庭，

而华文媒体与华文教育则是家族中的左膀右臂，

华文媒体记录着华人的历史、彰显着华人的民族

情感，华文教育则传承发扬着中华文化、推动促

进语言互通与民心相通。

一、华人社团增强海外华侨华人的民族认同

不言而喻，华人社团是一种现实环境下的群

体选择。从心理学上来看，人有着隶属于群体的

基本需求。相较而言，华人比其他民族更愿意固

守此传统。传统农业社会影响下的中国一直保留

着传统父子、夫妇、长幼的血缘宗亲关系，并由

此延伸出朋友等社会关系，这些即是费孝通先生

所言的“熟人社会”。举目无亲的华侨华人在旅居

异乡时，更需要这样的熟人环境。华人社团便是

此类文化的结果。这种拟制的家庭关系扩大了移

民联系的网络，使得身处异国他乡的少数族群在

面对个人诉求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团队

的力量来获取强大的支持。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事件上，华

人社团肩负的历史责任并不一样，但其在凝聚人

心上确是同一的。

（一）华人社团是近代民族主义认同需求的

主动选择

华人社团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物。20 世

纪初，华侨代表性人士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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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自发形成社团组织，通过教育“开启民智”，

唤醒更多华侨的民族情感，使之加入“志同道合”

的组织中。自幼接触华侨的孙中山深知海外华侨

组织蕴藏的革命潜力，他曾多次赴美向华侨宣传

革命思想，以获得华侨在经济与政治上对其的支

持。民族危机空前提高了华人社团在华侨华人中

的凝聚力与号召力，所以，民族主义是华侨团体

得以产生和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 [1]。从某种意义

上说，若失却了与祖国政治、法律、情感相联系

的华侨社团，海外华侨的民族主义便无所依附 [2]。

华侨社团的历史说明，建立在宗族关系基础上家

国同构的传统社会结构，增强了海外华侨的民族

认同，并使得这种认同力量在“政治命运”的刺

激下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坚定洪流。

（二）华人社团是新生代华侨华人代表性人

士的培养基地

新生代华侨华人特指在改革开放后侨居国外

的二代、三代甚至是第四代华侨华人。新时代，

新生代华侨华人已接替老一代成为社团的中坚力

量，社团中涌现越来越多的新侨团新侨领，以新

生代为主体的专业人士组建的专业社团、专业商

会也应运而生。据统计，目前海外各类专业人才

超 60 万，且近些年回祖籍国发展的专业人士呈

持续上升态势。他们发起的数以千计的海外专业

社团已经成为凝聚专业高精尖人士的重要社团组

织，新生代华侨华人俨然成为祖籍国一笔宝贵的

财富。

首先，新生代华侨华人代表性人士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海外智力支持。当今世界正经

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

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在交互多元的世界中，

和平中求发展是重要的时代主题。新生代华侨华

人中蕴藏着丰富的人才资源，是实现发展的重要

人才源泉。据统计，全美科技人才中华人占了四

分之一，华裔博士占全美博士的 7%。邓小平同

志把引进国外智力特别是海外华侨华人中的科技

人才作为中国发展高科技的重要环节，这对促进

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缩短同世界的差距发挥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江泽民同志高度赞扬华侨华人

在科技领域的重要价值，称其为“中华民族重要

的人才资源宝库”。胡锦涛同志称赞华侨为祖国的

现代化建设和统一大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希望华

侨们继续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海内外中

华儿女共同努力。要着力做好凝聚侨心、汇集侨

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的工作，把广大海外侨

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发挥他们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的积极作用。所以，在新时代要增

强优秀新生代华侨华人代表性人士的根魂意识、

乡土情结，加强侨务机构与华人专业社团的联系，

为培养优秀的新生代侨领、代表性人士涵养水源。

其次，新生代华侨华人代表性人士是维护祖

国和平统一的海外先锋力量。“祖籍记忆”仍是新

生代华人认同祖籍国的基础。它是传统的亲缘、

血缘、地缘的社会结构与人际网络的客观存在，

并潜移默化为家国情怀的黏合剂，在传播中华文

化、传递乡音乡情、建构华侨华人的民族情感等

方面均有着积极的作用。在新生代华侨华人中，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社团组织参与维护祖籍国和平

的活动和宣传。2019 年 6 月，菲律宾中国和平统

一促进会举办了以“推进中国和平统一，实现民

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

平统一大会，坚决支持中国政府采取一切措施打

击“台独”。2019 年 8 月，300 多名菲律宾华侨

青年代表人士在马尼拉举行大会，声讨“港独”

分子的反中乱港暴行。这些华人社团组织为新生

代华侨华人维护祖籍国的和平统一提供了重要平

台，并成为培养华侨华人代表性人士的蓄水池。

二、华文教育促进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

华文教育是华人社会接触中华文化的重要渠

道之一。我们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文教育，一

是因为华文教育有不断发展的华人社会主体，二

是因为华文教育是一种营利性的民间行为，它的

发展业态是被住在国认定为合理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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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上华文教育历经坎坷却始终呈发

展壮大的趋势

尽管不同的国家对于华文教育的政策会有所

不同，但几乎所有国家对华文教育持许可或支持

的态度。以东南亚的华文教育为例，作为海外华

侨华人聚集地最为集中的东南亚，其华文教育源

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 1690 年印尼华侨创办的

第一所华文学校——明诚书院。从 20 世纪 90 年

代起，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柬埔寨、菲律

宾、老挝和印尼等国家均采取了鼓励华文教育发

展的政策，在公立学校开设汉语课程，学汉语的

人不再局限于华裔，“汉语热”日益高涨 [3]。马来

西亚实行着“一种语文，一种源流”的华文教育

政策，这些年华文教育越来越被马来西亚政府重

视。2019 年，马来西亚政府首次在财政预算中拨

款给华文独中，第一次为全津贴华小提供特别拨

款 [5]。钱款数目虽然不大，但意义重大，此举实

则是马来西亚政府对独中的肯定。因马来西亚对

华文教育的支持，华校教师总会及独大教育中心

也积极发起为期 2 年的“华教新路向”活动，并

筹建培训中心、发展华教基地，大力推广华文教

育。此外，泰国、菲律宾、印尼等国实行的是相

对宽松的教育政策。例如，在泰国，近年来学习

汉语的人数在逐年递增，汉语已经成为泰国最受

欢迎的外语之一。截至 2019 年的统计结果显示，

泰国已有 134 所高校开设了中国汉语文化专业学

科 [6]。由中华海外联谊会主办、泰国华文教师公

会承办的“华文教育名师巡讲”让当地 100 多名

华文教师受益匪浅。菲律宾的汉语教学历史悠久，

最早可以追溯到 1899 年当地华侨开办的大清中西

学堂。2011 年，菲律宾教育部将汉语列入主流中

学外语特别项目学习语言中，这是继西班牙语、

法语、日语、德语之后的第 5 种特别外语进中学

课堂，从此，汉语正式进入菲律宾主流教学体系。

虽然东南亚各国对华文教育的政策不尽相同，但

各国对华文教育日益重视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很

大程度上与热衷于华文教育传统的华侨华人领袖

不遗余力的推介息息相关。例如，泰国华文民校

协会、马来西亚董教总、菲律宾华文学校研究中

心、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师会和柬埔寨柬华理事会

都是从事华文教育的重要社团组织，这些华文机

构积极投身华文教育，也为住在国作出了重要的

经济贡献。此外，随着中国的国际重要性日益凸

显、国际事务中的贡献日益增加，更多国家认识

到学好汉语的重要性，愿意推动汉语学习，这为

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新时代华文教育搭建中华文化海外传

播桥梁

中华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精神动

力，也是海外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精神支柱。中

华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但不同国家在政治

制度、思想信仰、社会体系方面的差异，使得中

华文化走出国门时遭受重重阻力。寻求一个良性

平台使中华文化合理合适地走出去，是值得深思

的问题。

追溯华文学校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华文学

校最早是依靠华侨个人自掏腰包修建，后演变成

华人社团、华人企业捐资办学。由此可见，华文

学校的办学模式实质上是民间自发而成的企业模

式。华文学校与孔子学院虽然在传播中华文化、

沿袭汉语教学等办学理念和宗旨方面是一致的，

但是在资金源及创建模式上并不相同。这使得两

者的生存业态产生了差异：官方定位的孔子学院

很容易被定格为“文化入侵”；而民间自筹的华

文学校则只是文化教学的培训机构。秉持民间化、

自主性、市场化原则的华文教育更易长期良性发

展。在未来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尤其是在后疫情

时代的世界格局下，我们更要牢握这个有效支柱，

弥补孔子学院传播中华文化的不足，通过华文教

育有效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

三、华文媒体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第一份近代华文媒体《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于 1815 年诞生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距今已 200
余年。200 余年来，海外华文媒体发展道路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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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既有辉煌又有坎坷，多样的际遇也使其成

为国际舆论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一）华文媒体在文化认同中发挥的独特价值

在文化认同建构中，华文媒体扮演着重要角

色。海外华文媒体的最大功能在于它延伸了国内

媒体视角，这在建构华侨华人民族性、助推中华

文化走出去中均发挥着突出的作用。

近年来，国内优秀的节目层出不穷，将这些

优秀的节目推出去，需要借助华文媒体的推广。

通过海外华文媒体这一独特纽带和重要桥梁向世

界传播中国梦，必将是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径 [7]。

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有一批优秀的意见领袖积极

组建华文媒体，成为国内媒体在国外社会中的宣

介者。以 2012 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舌尖上的

中国》为例，这一节日的热播立即在海外引起了

热切的关注。作为英国发行量最大、最具影响力

的华文周报，《英中时报》于 2007 年与《人民日

报海外版》合作，在《英中时报》上刊出《人民

日报海外版》的《英国专版》。2012 年，《英国专

版》刊载了《舌尖上的中国，引全球华人共思怀》

专栏文章，通过对生活在英国的华侨华人的专访，

用饮食文化的魅力牵引出华侨华人对祖籍国文化

的认同，此文在华人社会引发了强烈共鸣。美国

最有影响力的华文媒体《侨报》也作了《〈舌尖上

的中国〉勾起海外故乡情》的专题报道。《舌尖上

的中国》纪录片虽然在美国仅播放了 7 集，却成

为纽约 80 后、90 后华人茶前饭后、短信电话里

的必聊话题。

海外华侨华人骨子里的民族性，一是源于中

华同宗同源的亲近感，二是与华文媒体的宣传息

息相关。辛亥革命时期，先驱们通过在海外大量

的办报唤醒华侨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报刊起

到了舆论动员作用。当年海内外办报超 120 家，

如在北美、南美、中美、澳洲，以及菲律宾等地

都有同盟会、兴中会创办的机关报 [8]。《中兴日报》

早在 1909 年公开申明：“论普通报纸之天职者，

辄曰开通民智也，为舆论之母也。”梁启超于 1912

年在北京一次演讲中谈到辛亥革命迅速获得成功

的原因时认为，“报馆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之公

言也”。抗日战争时期，世界各地华侨积极投入抗

战，《救国时报》《先锋报》等一大批宣传抗日主

张的报纸诞生。这些华文报刊在抗战中的宣传动

员，使得大量华侨不仅捐钱捐物支持前线，甚至

愿意牺牲性命来保家卫国。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外华文媒体发展的

内生动力，而海外华文媒体则是助推中华文化

传播的重要载体。在华文媒体创建者中，自始至

终都有一批文化媒体人推介中华文化走出去。东

南亚华文报刊几乎都有武侠小说连载的传统，武

侠小说以其独特的文学魅力勾勒出一幅幅传奇的

“江湖众生相”，也展示了中华悠久的历史文化。

可以说，华文媒体一直沿袭着由有深厚中华文化

情怀的人办媒体的传统。新时代，华文媒体继续

肩负着关注华人利益、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

形象的使命。《欧洲时报》在巴黎创办的文化中心，

旨在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法文化交流，通过开

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将中华文化最优秀的一面

在海外呈现出来。

（二）新媒体视野下的华文媒体在凝聚新生

代华侨华人中的重要地位

随着传播模式、传播渠道变革日益加快，各

国华文媒体都积极在变革中增强其传播力和影响

力。在网络媒体出现后，微博、微信、手机报、

客户端等新媒体成为一种新业态。新媒体的出现

为受众提供了更为多元的选择。作为信息时代中

的一员，华文媒体必须参与到这场变革中，不能

退缩与逃离，只能去适应和转型。在 2021 年上半

年的“世界华文媒体新媒体影响力”榜单中，新

加坡《联合早报》、美国“老中地方新闻 - 老中网”、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位列 2021 年上半年世界华

文传媒新媒体影响力海外地区总榜前三 [9]。创刊

于 1929 年的《星洲日报》多次蝉联此榜单前三，

《星洲日报》通过网站、客户端、手机报多渠道

的发展变革已成为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深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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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中文媒体。可以说，新媒体正以其快捷、互动、

高效的沟通特质深深地吸引着华侨华人中的新生

代。新媒体缩短了年轻人与祖籍国之间的物理距

离，为他们了解祖籍国文化、与国内家人朋友互

动、参与祖籍国公共事务提供了有效的沟通渠道，

实现了文化的“共同在场性”[10]。

“华社三大支柱”于过去、现在的华人社会

均发挥了特有的作用。在传统华人社会中，“华社

三大支柱”不仅是联络情感的重要组织、民主运

动的培育基地，也是族群认同的文化土壤。而在

当代华人社会，“华社三大支柱”则是文明交流互

鉴的联系纽带，亦是融通中外的宝贵资源，更是

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独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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