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好各阶层、各类别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对于

营造安定有序的政治环境至关重要。海外华侨华人

统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党历来重视侨务工作，2017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

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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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

作。”[1]2015 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

曾深刻指出：“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增进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
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巩固和发展团结、奋进、开拓、
活跃的局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促进祖国统一。”2015 年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

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中也专门有一条论

述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明确指出海外统

一战线的主要任务，即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

力、维护侨益，引导华侨、归侨和侨眷致力于祖国现

代化建设及和平统一大业，推进全球反“独”促统活

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

各国人民的友谊。因此，做好海外统战工作具有重大

的战略意义。本文仅用国际理解的理念与思维方式，

探讨做好海外统战工作的路径选择。
一、准确把握海外华侨华人的现状

我国的华侨华人遍布世界各地。华侨是指定居

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人是指已经加入或者取得外

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人。2017 年 1 月，第六部华侨华

人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6）》在北京发

布。蓝皮书显示，我国海外同胞遍布世界五大洲，分

布在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数超过 5000 万。本期

《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6）》重点聚焦“一带一路”沿
线侨情，副主编、华侨大学教授庄国土表示，书中之

所以设置“一带一路”篇，是因为华侨华人是“一带一

路”积极的拥戴者，也是中国实践“一带一路”良好的

中介者，更是“一带一路”直接的参与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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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外华侨华人统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海外华侨华人呈现出一些新的状

况、新的特征，海外统战工作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均有所加大，需要适时调整统战工作思路，推进海外统战工作更好

的发展。从文化差异性角度切入，运用国际理解的思维方式，或许能为新形势下海外华侨华人统战工作的深入推进

注入全新的工作模式，从而广交外国朋友和把海外同胞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积极为促进祖国统一和维护

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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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语有言，“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在看待

和处理海外华侨华人统一战线问题方面，应准确认

识其中的“同”与“异”。在“同”的方面，华侨华人都具

有中华民族的血统，而且华侨还具有中国国籍，他们

在潜意识里对中华民族有亲近感；在“异”的方面，海

外华侨华人长期生活在异国他乡，其所在国家的社

会制度、意识形态及生活方式等方面与我国都存在

较大的区别。具体而言，新时期海外华侨华人呈现出

以下特征。
（一）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已加入住在国国籍，且

逐渐融入当地社会

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公元前

11 世纪时，就有周武王伐纣时落败的殷纣王残部经

由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大陆。近代以来，为避免战乱，

避居海外，出现了“契约华工”。随着华侨华人在住在

国从事工业、商业、金融等行业人数的增多，他们在

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地位逐渐崛起，自然而然，除华

人早已是外国籍外，海外华侨之中加入住在国国籍

的人数与日俱增。这一变化，是带根本性的、最重要

的变化，这对他们进一步提升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

地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近些年来，外籍华人跻身住

在国政界高层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这足以说明华

人在住在国获得了较高的认可度，政治地位跃升，他

们正逐步融入住在国社会，逐渐与“土著居民”无异。
（二）他们的心态正发生着从“落叶归根”到“落

地生根”的巨大变化

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对长期身居海

外的华侨华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随着越来越多

华侨华人在住在国政治、经济地位的显著提升，大多

数华人已将住在国作为此生永久的归宿，对住在国

的归属感、认同感、责任感与日俱增，昔日的“异国游

子”心态已日渐被今日的“主人翁”意识所取代。这一

心态上的巨大变化，在华人后裔中的第二、三、四代

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他们而言，生于彼而长于

彼，“落地生根”的意识油然而生，在他们心中，作为

祖籍国的中国与其他国家差别不大。
（三）他们有爱国主义的历史传统，愿意与祖国

交往，乐于为祖国经济建设尽点心力

广大的海外华侨华人历来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

统，回顾中国近现代史，华侨华人对祖国的辛亥革

命、抗日救亡运动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

做出了卓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涌现出了以陈嘉庚

为代表的一大批爱国华侨华人，不愧为中山先生所

认为的“中华革命之母”。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各项建

设事业深入推进，综合国力日渐增强，他们出于为祖

籍国尽点心力的愿望及自身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非常乐意与祖国交往。
我国对外开放几十年来的实践表明，在经贸往

来方面，华侨华人与祖籍国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他们

和港澳台同胞一起，已成为向我国（内地、大陆）投资

的先行者，成为同我国（内地、大陆）进行经济、科技、
文化等方面合作与交流的最积极的一部分力量。只

要我们党和国家在华侨华人领域的政策得当、实施

得力，华侨华人一定能在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征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准确把握国际理解的内涵

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 提 出 最 早 的 文 化 形 貌 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的类型

与特征。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

现出多样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

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

体之中的法则。
早在 1990 年 12 月，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

先生在八十寿辰聚会上，在就“人的研究在中国———
个人的经历”主题进行演讲时，曾经意味深长地讲到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处

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强调

尊重文化多样性，首先要尊重自己民族的文化，培育

好、发展好本民族文化。“美人之美”就是要尊重其他

民族文化。“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说明尊重文化多

样性是实现世界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
当今世界，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人们的

生产、生活方式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越来

越多的人走出与踏进国门，人们越来越离不开跨文

化交流与沟通，国际理解的态度和能力显得越发重

要。国际理解是在国际交往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在对

本国文化认同与发扬的同时，了解多元文化，尊重其

他国家、民族、地区文化的基本精神及风俗习惯，掌

握平等交往、和睦相处的修养与技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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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重

要演讲，全面深刻阐述了对文明交流互鉴的看法和

主张。他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

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

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

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习近平向世界各国阐释

了中国的文明观，重申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价值

追求，也印证了理解使世界更出彩，包容使世界更美

好，道出了国际理解的深刻内涵。从国际理解的视角

出发，看待当前海外华侨华人统战工作，就必须准确

把握一致性和多样性的问题，有的放矢，做到有针对

性地分析和处理问题。
三、国际理解视角下海外统战工作的路径选择

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海外华侨华人的统战工作，

会得出不同的方式方法。针对海外华侨华人的现状，

结合国际理解的理念与思维方式，加强海外统战工

作应切实做好以下几点。
（一）增强自身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国际

影响力

看待和处理文化领域的问题时，国际理解的思

维方式要求我们首先要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在

认同的基础上，培育和发扬好本国优秀文化。海外华

侨华人远离祖籍国，所处的文化氛围与祖籍国有很

大的区别，但与外国人相比，他们对于中华文化有着

天然的亲近之感。传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

化的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对于海外

华侨华人而言，能够油然而生文化与民族的自豪感，

提升海外同胞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进而为海外统战

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添砖加瓦。
第一，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工程，增强文

化软实力。2017 年 6 月 30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意见》的出台和相继落实

是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力举措，必将

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此外，要在增强中华

民族整体的文化凝聚力上下功夫。文化凝聚力主要

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为此，必须深入

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教育，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

第二，加大海外中文教育力度，远播中华文化，

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

跃升，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我国的经济建设

成就，随之而来的是一股汉语学习热在世界范围内

蔓延。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全球 140 个国家（地

区）建立 512 所孔子学院和 1073 个孔子课堂。[4]孔子

学院是中外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致力于

适应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汉语学习的需要，增进

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加强

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文化的交流合作，发展中国与

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构建和谐

世界。此外，海外华侨华人团体和组织纷纷创办中文

学校、出版中文刊物，这些举措在推动海外中文教育

发展方面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为了保障海外

中文教育的质量，需要在完善孔子学院教学、师资建

设、教材配套保障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做出成效。
（二）理解文化差异，尊重华侨华人住在国民族

文化

当前，绝大多数的海外华侨华人已加入住在国

国籍，且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他们在心态上也逐渐由

“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了。实际上，华侨华人

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与祖籍国存在着较大的

差别，他们在接受并且融入住在国社会的同时，意味

着他们对祖籍国文化的相对疏离。因此，在进行海外

华侨华人统战工作的过程中，必须切实认识到这种

文化上的差异，尊重华侨华人所在国家和社会的独

特民族文化。
第一，文化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准确理解文化的

多样性。世界多极化发展、和而不同，每个国家、每个

民族都拥有自身独特的社会文化，呈现出不一样的

文化发展形态。一方面，海外华侨华人所处的住在国

与祖籍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风俗习

惯等诸多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另一方面，他们长

期深处各自的住在国，与祖籍国联系、交往有限，长

此以往，势必对祖籍国产生一定的隔阂。因此，在开

展海外统战工作的过程中，应切实认识到不同国家

与民族间文化方面差异的客观存在，对文化多样性

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只有认识到这点，对于工作中一

些我们难以理解的问题可能就容易把握了。
第二，尊重华侨华人住在国社会文化，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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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差异而起的分歧。在认识到华侨华人所在国家、社
会的文化差异的同时，应切实对华侨华人住在国的

社会文化持尊重与包容的态度。尊重其他民族的文

化不应停留于口头上，而应体现在实际处理相关方

面的问题时。具体而言，应充分尊重华侨华人住在国

的法律法规、社会制度、民俗风情，充分尊重华侨华

人的个人信仰、人生价值观、职业选择、生活方式等。
近年来，华侨华人针对祖籍国不友好的言论与行为

也时常见诸报端。这些都促使我们要以更加客观、理
性的态度，看待华侨华人的角色、背景，在尊重的基

础上，妥善处理因差异而起的各种分歧。
（三）具备全球视野，运用开放与包容的心态开

展海外统战工作

国际理解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处理问题时需要

具备全球视野，拥有开放与包容的心态。当前，海外

华侨华人统战工作面临诸多方面不确定的因素，各

种差异性问题和矛盾突发，需要我们通盘考虑，妥善

处理。
第一，在具备平等交往的修养与技能的基础上，

因地施策开展海外统战工作。海外华侨华人群体数

量庞大，聚居、散居于世界各地，由于历史原因，他们

形成了不同的群体，构成非常复杂。单就分布在世界

各地的华侨华人对中国的感情而言，不同地区的华

侨华人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比如，东南亚的华侨华人

对中国普遍怀有深厚的感情，与中国交往密切，而欧

美华侨华人差异性比较明显，意识形态又与我们迥

异，他们对中国的感情就比较复杂，时深时浅，交往

也是时密时疏。因此，我们在与不同地区的华侨华人

平等交往的基础上，应制定不同的策略，确保因地施

策地开展海外统战工作。

第二，运用开放与包容的心态及“和谐世界”的
理念开展海外统战工作。新形势下，和平与发展仍然

是世界的主题，“和谐共赢、和谐世界”的理念孕育而

生。在此背景下，运用全局观、世界观思维开展华侨

华人统战工作就显得尤为必要。要将做好华侨华人

统战工作与我国整体的对外政策相结合，在工作进

程中达到一举多得的目的。实现不同文明和谐进步，

建立开放与包容的世界，促成“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美好境地是“和谐世界”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开

展海外华侨华人统战工作的更高要求。
总之，海外华侨华人是连接中国梦和世界梦的

桥梁和纽带，在当前我国和平发展、持续走向海外和

“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过程中，他们在促进中外友

好、弘扬中华文化、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重
塑中国的大国形象等诸多方面必将发挥着更加重要

的作用，当然，也更加凸显了海外华侨华人统战工作

的重大意义。新时期，做好海外统战工作，要在尊重

华侨华人差异性的基础上，本着和谐共赢的原则，从

发展和谐世界和人类文明，淡化意识形态等角度，切

实发挥出华侨华人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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