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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
———基于旧金山唐人街华人移民的历史分析

迮映东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研究生院，河北 廊坊　 ０６５０００

摘　 要：国际移民不断增长的全球化趋势对各国管理国际移民提出重大挑战，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

成为各国亟须解决的社会和国际问题。 处理好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体现一个国家的包容性，并展

现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对旧金山华人社会融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基于我国国情，提出

国际移民社会融入建议：完善接受国国际移民法律、政策方面的顶层设计，提升国际移民管理水平；
尊重国际移民的原籍国文化传承，重视我国文化教育引导；叠加国际移民社会融入方式，提高国际

移民身份认同感；树立安全风险忧患意识，杜绝危害国家安全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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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联合国发布的《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
本文将国际移民的概念界定为任何一个改变常住国

的人前往迁入国居住达 １ 年以上的特定人群。 国际

移民是一个大范围的人口流动过程，美国著名社会

学家莱文斯坦（Ｌｅｖｉｎｓｔｅｉｎ）认为人口的流动是遵循一

定规律的，只有把握好规律，才能促进国际移民的社

会融入①。 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需要突破政治、文
化、经济、制度和种族的差异，是实质意义上真正融

入迁入国社会的过程。 因用工和经济建设需要，美
国从 １９ 世纪末期开始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至
今只有华人群体人数最多。 华人所生活的唐人街保

存最为完好，是移民融合最为成功、文化传统保存最

为完好的地区之一。 国际移民逐渐占据了美国大部

分地区，随之而来的社会矛盾也让美国政府开始思

考如何平衡本国国民与国际移民的矛盾。 虽然我国

与美国的国家体制不同，但两国同属领土大国、经济

大国，都面临着接纳和控制国际移民问题［１］。 研究

美国政府在接纳移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我

国合理有效规避，尽可能降低移民与本国民众的摩

擦可能性。

　 　 一、国际移民社会融入的研究背景

当今世界经济、文化、政治和科技的变革，影响

着世界各地人民，对每个社会群体、家庭、个人产生

潜移默化的影响，重塑着世界人口布局。 近年来，国
际移民领域发生很多重大变化，世界组织关于人口

迁移和流离失所的两项全球性契约《安全、有序和正

常移民全球契约》和《难民问题全球契约》相继发

布。 ２０２０ 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移民的跨区

域流动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关系到个体梦想的

实现，也同样影响着国家与世界的安全和稳定［２］。
早在 １９３３ 年，法国犹太裔社会学家涂尔干就提

出社会高于个人，个人应主动融入社会的社会团结

理论。 西方学者关于国际移民社会融入的论争主要

在同化论和多元论之间展开，以帕克、卡伦为各自代

表学派的学者也开始逐步认识到国际移民的社会融

入将是一个国家、社会所面临的新问题。 虽然双方

学派对于融合持不同理念，但能看出国际移民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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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融入问题已经出现。 在《世界移民报告 ２０２０》中

提到，至 ２０１９ 年，全球国际移民数量接近 ２． ７２ 亿，
占世界人口的 ３． ５％ 。 国际移民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２０ 岁到 ６０ 岁之间，男女所占比例分别约为 ５０％ 。
其中，印度是国际移民的最大输出国，高达 １ ７５０ 万。
美国是最大的移民输入国，约有 ５ ０００ 万国际移民迁

入美国。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发展，越来越多

的国家都在面临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３］。
社会融入是社会学关注的焦点，其主要适用于

移民领域。 １９ 世纪后形成了很多国际移民聚集区，
唐人街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唐人街，泛指华人

在其他国家聚居的地区，美国唐人街知名度最高、规
模最大。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废除《排华法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ｃｔ）后，美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

美国［４］。 华人群体迁居美国后不断发展壮大，逐渐

集中于某一片特定区域，美国最早的唐人街在旧金

山市，又被称为中国城。 从对其命名来看，极具地域

特色，也体现了美国对华人的认可程度。 唐人街的

形成是早期移民美国的华人同舟共济的结果，是国

际移民社会融入的一个见证。
　 　 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现代的交通运输方

式，使更多的人走出自己的原籍国，进入其他国家。
国际移民如今并非一味涌入发达国家，各国移民开

始理性地选择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也正在吸引更多国际移民前来就业、学习、生活。 与

此同时，移民流动增长的全球化趋势也对各国管理

国际移民提出更大挑战。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各类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给国际移民的流动提供了

更多了解世界的渠道，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也

逐渐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 本文基于旧金山唐

人街，分析国际移民不同阶段存在的问题，对美国采

取的措施、政策进行分析和评价，探讨适合我国的国

际移民社会融入政策。

　 　 二、旧金山唐人街华人社会融入的发展历程

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必然会经历摩擦、适应再到融入、融合。 社会并不会

主动接受国际移民，融入不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而
是循序渐进、悄然发生的。 美国旧金山早在 １９ 世纪

中叶就吸引了大量国际移民，形成了诸如唐人街、日
本街、墨西哥社区等国际移民地区。 旧金山的唐人

街是发展规模最大，也是最具延续性的地区，华人在

旧金山的社会融入可主要分为三个时期［５］。

（一）早期（１９ 世纪中叶至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为
了生计来到美国

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发展历史最早可追溯到 １９
世纪中叶。 １８４８ 年，美国加州河流中充足的金子吸

引了世界各地移民前往“淘金”，其中包括为数众多

的华人。 作为前往加州的必经之地，旧金山港成为

国外移民踏上美国国土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

区［６］。 １８４８ 年 ２ 月 ２ 日，历史上第一次记载华人乘

坐“秃鹰号”前往美国。 到 １８６８ 年，随着《蒲安臣条

约》（Ｂｕｒｌｉｎｇａｍｅ Ｔｒｅａｔｙ）的签订，华人前往美国不再

单纯为了“淘金”，还因为美国工业发展对工人需求

量的激增。 据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美国人口普查报告记

录，当时在美国的华人约 １０ 万，大多集中于旧金山

唐人街。 在此期间，华人前往美国只能坐船，航行时

间长，路途中没有充足的食物和药品，在到达美国之

前大量华人因瘟疫或疾病而丧生于海航途中。 到达

美国后，华人没有安身之所，只能根据工作需要而辗

转多地，所获薪水经过层层盘剥后所剩无几。 起初，
他们不被尊重，被作为 “次等公民”。 为避免华人

“污染”美国本土，美国政府侮辱性地限定他们只能

在“指定区域”内居住生活。 勤劳勇敢的华人通过努

力经营了一片又一片“指定区域”，在一次次发展壮

大后，渐渐形成现在为人们所熟知的唐人街。 此时

期是国际移民融入社会必经的扎根时期，也是最为

困难的时期。
（二）中期（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中叶）：受

尽压迫与排斥

当华人慢慢站稳脚跟、逐渐适应美国生活后，矛
盾与摩擦也随之而来。 勤劳的华人占据了大量美国

用工市场的岗位，由此引发的暴力袭击日趋增多。
１８８２ 年，美国政府出台了《排华法案》。 该法案限制

华人前往美国的各项权利，甚至苛刻地规定全美的

华人不可以加入美国国籍，不可以与美国籍本地人

结婚，不可以在法庭作证，不可以购置房产，甚至很

多场所不允许华人进入，不允许进入其他移民生活

区域。 面对种种不公正待遇，华人选择依靠自己的

力量去融入美国社会，在属于华人的区域建立起医

院、学校、工厂、商店。 在这一时期，虽然多次遭遇美

国政府的抵制和不公平待遇，但华人还是完成了他

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具备了融入美国社会的底气［７］。
２０ 世纪初，旧金山发生大地震。 此次地震重塑了唐

人街的建筑风格，更多地融合了中西方文化。 与此

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为华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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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期（２０ 世纪中叶至今）：逐渐融入美国

社会

１９４３ 年《排华法案》的正式废除，标志着华人的

人权和社会地位开始逐渐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 越

来越多的移民二代在各自领域展现出他们的天赋与

才华。 比起父辈，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受教育程

度、思维方式更适应美国本土文化。 他们开始不断

发声，也得到了美国本土国民的支持。 特别是二战

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美国为了表现大国姿态，对待

国内的国际移民多了一份包容。 无论是在人才还是

劳工层面，美国自身建设也离不开国际移民。 在战

后重建基本完成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喜爱中

国食物、衣物、文化［８］。 越来越多的华人精英离开唐

人街进入美国精英阶层，从事教育、科研、政治等职

业。 ２０１２ 年，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排华法案道歉

案”。

　 　 三、旧金山华人社会融入分析

（一）制约因素较多，社会融入时间过长

１． 政策因素

从华人前往美国的社会融入状况来看，政策因

素作用极大。 这里的政策因素不仅仅指两国之间的

外交关系或政治需求，还包括国际移民相关政策出

台及美国政府对于华人的态度。 《排华法案》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华人融入，也加深了美国国民与华人

之间的种族矛盾。 从起初的罢工到武力冲突，最后

上升到美国政府对华人移民美国的限制，充分展现

出一个国家和本国国民对于一个外来族群的不了解

和排斥［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于 １９７９ 年

１ 月 １ 日与我国正式建交。 至此，华人在美国经历过

移民二代、三代的融入后，也真正成为美国的一

部分。
２． 经济因素

通常来说，国际移民往往前往经济较为发达的

国家，这表现出国际移民对于自身利益的需求。 华

人刚步入美国从事的都是较为艰苦的、劳动强度大

的社会底层工作，多从事洗衣、修铁路、餐厅服务工

作，不仅工资不高还经常受到雇主的侮辱与歧

视［１０］。 但随着华人社区的形成及自身财富的积累，
部分华人逐渐走上工作条件更加优越的工作岗位，
社会阶层上的政治、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这也是加速

华人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之一。
３． 教育因素

华人的社会融入离不开他们对于教育的重视。
《排华法案》出台后，华人只能被限制在较小的范围

内，为了让孩子们有学上，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学校。
首先，通过教育解决了语言问题，使他们与美国人的

交流更加和谐、顺畅。 其次，教育使华人的后代有了

选择更好职业的基础，让这些孩子能够发挥自己的

特长，从事更好的工作，为华人发声。 受到良好教育

的华人移民二代也逐渐受到美国本土国民的尊重，
更容易也更快地融入了美国社会生活。 华人也为美

国培养了很多知名科学家，在物理、数学、核动力、医
学方面有所建树，不仅对美国提供了巨大帮助，更对

世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４． 文化因素

文化的交流与相互之间的认同对国际移民社会

融入有着积极作用。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较大，经历

过排斥期后，华人逐渐开始学习西方文化，美国人也

逐渐接受中国文化。 无论在饮食、穿着方面，还是在

中国功夫、中国诗词、中国乐器方面，美国国民越来

越享受东方文化的魅力［１１］。 以文化为纽带，逐渐消

除了彼此间的误解，也加深了彼此间的文化交流。
当文化进入人们生活后，就会成为一种习惯，难以舍

弃。 通过生活习惯、宗教信仰、语言学习后，华人逐

步增强了文化融入的信心，美国本国人也有了文化

接纳的好奇心。
（二）种族歧视问题凸显，社会融入后自身认同

感不高

美国是一个移民超级大国，但其国内的种族歧

视问题一直存在。 无论是在体育场还是在学校，华
人总会听到侮辱性的言语，即便与白人在考试、竞技

中取得了同样成绩，也往往因为肤色原因不被重视。
早在 １９６５ 年，来自民主党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

发起平权运动，主张在大学招生、政府招标等方面照

顾少数民族、移民、女性等弱势群体。 然而，这一特

定时期的“种族优先”法律，并没有真正保障华人在

教育及工作方面免受歧视及不公平对待。 对移民政

策的制定和管理，凸显了美国本国利益至上的实质。
当需要劳动力时会大量吸引移民，在华人移民融入

过程中产生矛盾时，则无情地将移民当成政府管理

不善的替罪羊。 特朗普上台后，更是直言美国的犯

罪率与移民有关，进一步紧缩移民政策。 美国只接

纳对美国“有用的”移民，其移民政策也受到移民原

籍国的影响，当一个国家与美国交恶时，就会采取不

公正的手段限制其移民出入美国，严重侵害移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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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 美国治安两极分化严重，各州警察的管理水

平参差不齐，管理方式不一。 很多移民聚集的地方

经济状况不佳，不良的社会治理环境滋生了犯

罪［１２］。 相反，美国的富人区治安状况良好，犯罪率

也很低，这离不开美国政府在富人区警力资源的优

化配置。
（三）政府惠助有限，自身努力奋斗必不可少

华人成功融入美国社会不是美国政府的功劳，
更多的是华人自身努力融入的结果。 在社会发展

中，群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如果能与主流社会相匹配，
更有利于群体融入社会。 华人的成功融入最根本原

因在于其在经济层面达到了融入美国的基本要求。
在职业选择上，从单一的苦劳力转变为多元化、专业

化的工种，职业能力的提升也大大提高了自身收入。
经济实力的增强也为华人带来了社会地位和政治地

位的提升，华人开始逐步参与到美国政治中，在美国

担任公职的比例也不断上升，在美国国家事务中有

了更多话语权，开始实现从客人到主人、从移民到选

民的转变。 华人最终融入美国社会还是因为文化价

值观的重塑，相比于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融入，华人

自身展现的中华文化才是让华人能够在美国这块土

地上生根发芽的养料。 文化融入包含整个生活方式

的总和，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只是简单的外在表现。
这些外在的因素最终促成了文化的核心成分———价

值观的形成。 华人身处其中不再与美国国民有明显

隔阂，英语成为他们的第一语言，即便生活环境还是

中国式样的唐人街，但是华人价值观已然有所改变。
华人社会的发展已不再依赖于美国主流社会，也不

再拘泥于唐人街，华人已然散落在美国各地。

　 　 四、我国国际移民社会融入的建议

美国旧金山唐人街成为一个比较成功的国际移

民社会融入样本，并非美国的管理水平有多超前，华
人的社会融入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应提供的帮助。
如果能够促进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或许是解决国

际移民管理难的最优路径。 我国在新时代发展背景

下针对国际移民应转变管理理念，优化管理政策，努
力为国际移民提供更多的社会融入切入点［１３］。

（一）完善接受国国际移民法律、政策方面的顶

层设计，提升国际移民管理水平

相较于华人当年为了生计移民美国，现在的移

民更具有针对性、特殊性、群体性。 国际移民多从经

济较为落后地区、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流

动，各国对于国际移民的控制逐渐成为亟须解决的

问题。 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国际移民，我国应当根据

国情，合理控制国际移民进入我国的数量［１４］。 西方

发达国家针对国际移民设置了积分准入制，我国也

应该尽早制定、出台移民准入政策和相关法律。 针

对我国在科技、教育、体育方面的人才需求，可先设

定一个考验周期，对引进人才进行一段时间考察后

再作出合理安排，这是对国际移民是否可以融入我

国的一个初步研判。 特别是，应加强对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国际移民的依法管理控制，为国际移民建

设固定的生活区域，提供发展空间和生活保障，提升

国际移民聚居地区的管理水平。
（二）尊重国际移民的原籍国文化传承，重视我

国文化教育引导

美国旧金山地区是一个国际移民众多的地区，
它不仅仅接纳了华人，更接纳了不同种族、肤色的国

际移民。 当华人能够很好地融入美国社会时，美国

政府并没有一味地同化，而是选择了尊重和保留华

人的自身文化，这也让旧金山唐人街地区成为华人

的第二故乡。 当不同文化的社会群体涌入我国后，
必然会产生文化上的碰撞，一旦处理不好文化输入

问题，就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 正因如此，在充分尊

重国际移民原籍国文化的同时，也要合理规避不适

合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利益的异域文化。 通过教育

和文化宣传，正确引导国际移民消除误解，习惯并尊

重中国文化传统，尽快融入我国社会生活。
（三）叠加国际移民社会融入方式，提高国际移

民身份认同感

如今的国际移民前往迁入国有着学习、工作、生
活等多种多样的需求，早已不再单纯为了生计，为了

逃难［１５］。 对于来我国留学或长期旅游的国际移民，
应分析其真实目的，提供公平的社会发展平台。 针

对不同需求的国际移民，提供更多的融合切入点，让
他们能有机会被社会认可。 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

升其身份认同感。 一味地限制移民或是强调管理移

民并不利于我国的发展，我们应以包容的心态正视

移民。 针对重点地区移民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应
该注重预防和引导，保持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树立安全风险忧患意识，杜绝危害国家安

全事件发生

当今世界格局纷繁复杂，我国必须在接纳国际

移民的同时，注重国家安全，严防危害国家安全事件

发生［１６］。 在任何时刻都应有忧患意识，既打开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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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国际友人，也要铲除居心叵测的“乱中”分子。
社会融入不是完全的脱离管理，而是在适当的管理

下潜移默化的融入，应注重开展国际移民入境前后

的风险评估和日常管理中的合理调查。 我国的发展

离不开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应树立安全风险意识，在
推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坚决杜绝危害国家安全

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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