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以来， 华人华侨为母国与住在国之间维系友好关系、 促进住在国社会经济发展、 推动中 

国参与全球化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6000 多万华人华侨分布于世界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外 

籍华人大约为 5000 余万人， 华侨人数为 600 多万， 他们尊重住在国的文化、 历史和价值理念， 作为 

一支重要力量， 为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 

目前， 福建拥有海外华人华侨约 2000 余万人， 分布在世界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他们在海丝 

沿线国家和地区定居、 开发生产， 涉足住在国制造业、 建筑业、 商业贸易、 金融行业、 餐饮服务业 

等领域， 是作为海丝核心区的福建深化与 “海丝”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充分利用 “侨” 资， 融入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力量。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华侨华人利益息息相关 

自宋、 明时期以来， 闽籍华人华侨移居海外的历史， 是一部艰辛创业史与和平移民史。闽籍 

华人华侨通过打拼， 成为重要华商团体， 与住在国当地人民友好相处， 共同生活、 发展。闽籍华人 

华侨在欧洲、 美洲、 东南亚、 澳洲、 非洲等地都有分布。改革开放以来， 大批福建人民因家庭迁移、 

留学、 务工、 投资等原因向海外移居， 华人华侨群体在住在国工作、 创业， 促进了住在国的经济发 

展、 社会进步、 文化交流。长期以来， 华人华侨充当了母国与住在国之间的桥梁， 成为官方正式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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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 全党全国齐心协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华人华侨通过产业扶持、 公益捐赠、 项目引进、 劳 

月份 进出口贸易指数 出口贸易指数 进口贸易指数 

2018.1 144.5 145.93 142.82 

2018.2 117.13 123.34 109.81 

2018.3 130.92 127.04 135.48 

2018.4 140.57 149.68 129.85 

2018.5 150.57 159.82 139.68 

2018.6 142.25 149.4 133.82 

2018.7 145.28 147.14 143.08 

2018.8 149.1 149.49 148.65 

2018.9 152.48 149.7 155.75 

2018.1 151.16 148.36 154.45 

往之外的重要沟通途径， 增进了中国与各国家地区之间的合作互信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 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 旨在实现 

“五通”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海上丝绸之路既是文化交流之路， 也是通商之路。华侨华人在增 

进沿线国家和地区民心相通、 传播中华文化、 维护中国国家形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 对于改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深化沿线国家和地区伙伴关系意义重大。中 

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伙伴关系的稳固， 将为华人华侨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平台。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平等互惠、 合作共赢的价值观念， 为融解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 民 

族差异， 化解经济利益冲突与矛盾， 提供了相对公平的解决方案， 有助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增进和 

解与和谐。因此，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会增进华人华侨福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 共同致力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这表明党中央对华人华侨的高度重视。广大华人华侨是我国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 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资源和坚实力量。 “一带一路” 倡议为华人华侨在海外创业发 

展提供了机遇， 国内相关部门应积极动员华人华侨参与建设的积极性， 以全球华商构建的商业网 

络为依托， 积极实现 “五通” ， 打造 “一带一路” 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新平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高度的文化自信。华人华侨在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 促进 

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增进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与感召力中， 起到示范者和先行者的作用。几千万华 

人华侨是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中华文化的坚实力量， 是为更多有温度、 有品质、 有内涵的中国故事 

发出响亮声音的传播者和代言人， 通过广大华人华侨的努力， 世界人民可以更深刻、 更全面地认 

知中国、 理解中国， 进而增强中国软实力， 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进入新时期， 我国创新发展理念， 需要最大限度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 包括发挥海内外 

优质资本、 优秀人才优势。随着华人华侨代际交替， 新华人华侨群体表现出文化层次更高、 人脉 

资源更广、 理念更加新潮等特点， 在云计算、 人工智能、 互联网、 大数据和实体经济高度融合的今 

天， 新华人华侨群体智力、 资金、 技术优势明显， 对海外资本进行积极鼓励和引导， 使其向我国服 

务行业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转移， 有助于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 提升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助 

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结合表 1 可见， 2018 年以来， 我国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贸易 

稳中向好， 逐步提升。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 离不开华人华侨助力。 

表 1 2018 年海上丝路贸易指数 

数据来源： 根据宁波航运交易所， 海上丝路指数 （MSRI） 相关数据整理。http://sti.msri.cn/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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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输出等多种方式， 投身到社会公益事业中， 彰显爱国热情和慈善精神。同时， 对于贫困地区的 

发展， 华人华侨可以通过扶贫、 扶智， 发挥资源和资金优势， 帮助祖国贫困地区人民摆脱弱势处 

境、 共建小康社会。 [3] 

二、 华人华侨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的独特优势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对国际政治、 经济格局嬗变产生重要影响， 一些西方学界、 政界 

人士和部分民众无法适应，对中国产生排斥感， “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中国威胁 

论” 等论调重新翻出来被炒作。华人华侨由于具有独特优势， 对于消除住在国疑虑、 增进不同文 

明和谐， 增加所在地政府与社会的理解将起到重要作用。 

1援  跨文化优势。华人华侨群体具有明显的跨文化特点， 他们熟知中华优秀文化， 对住在国文 

化特点也很熟悉， 因此可以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联结， 充当母国与住在国之间的使者和桥梁， 增 

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 不同文明之间需要增进文化交流， 减少疑 

惑和误解。华人华侨是母国与住在国间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使者， 他们精通两国文化传统、 文字 

语言和道德法律， 熟知住在国当地民众的风俗习惯、 消费需求与生活方式， 可以促进中华优秀文 

化与住在国当地文化更充分的融合。 

“一带一路” 沿线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和地区较多， 文化上的差异较大， 因此， 需要重视不同文 

明间的沟通与对话， 使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更好接纳 “一带一路” 倡议。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 中国提高了对华文教育的重视程度， 加大对海外华文教育的投入力度， 由此， 华人教育进入 

迅速发展阶段。汉语通过华文学校进行国际传播， 可以更牢固地夯实民意基础， 凝聚共识、 增信 

释疑， 让世界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知， 提升中国软实力和国际形象。 

2援  流动性较强。随着经济一体化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 世界各地经贸往来大大加强， 和平与 

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 在这种背景下， 国际社会人口的跨国流动程度显著提高。在全球化不断 

推进的时代背景下， 华人华侨群体为母国与住在国之间搭建起跨越人文、 地域边界的桥梁。他们 

在流动过程中， 促进不同国家人民超越思维隔阂，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发挥了纽带和桥梁 

的作用。 

3援  促进深度融合。华人华侨是住在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为当地的经济建设、 文化融 

合与社会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随着全球化不断加深， 有更多的新生代华裔加入华人华侨队伍， 

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 成为华人华侨队伍中的中坚力量， 对于促进深度融入、 拓展人脉、 社会融 

合提供智力、 人力基础。 

4援  推动全球协作。 华人华侨特别是华商群体是 “一带一路” 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的力量， 他们通 

过社团、 商会等途径逐步联结成为一个覆盖全球的网络， 形成一个全球华人华侨圈。随着世界经 

济一体化的加深， 华商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不断增强。通过建立跨国企业或参与跨国公司， 从事 

跨国经营活动， 推动了华商群体与世界投资人进行全球化协作。 

海外华人华侨群体是中国 “走出去” 企业的桥梁。 “一带一路” 框架下， 需要具体措施配合倡 

议落地。从目前情况看， 丝路基金和亚投行是中国企业参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的重要平台， 丝路基金与亚投行在进行具体项目招投标过程中， 对施工单位提出要求， 即承担项 

目实施的企业需要由当地国家企业、 中国本土企业和其他 “一带一路” 成员国联合组建公司共同 

开展项目， 这可以为大批 “走出去” 的中国企业带来机会。中国企业通过这些融资平台参与国际 

合作和竞争， 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促进国家开放战略的实施。然而， 中国企业由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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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经验不足等因素的限制， 在海外容易遇到投资陷阱、 洽谈不畅、 销路阻滞等问题， 要解决 

中国企业和当地企业间的沟通协调问题、 中国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需要借助当地 

华人华侨的力量， 避免由于沟通不畅、 政策了解不到位造成的盲目投资或营销渠道不畅通等问 

题。中国企业在 “走出去” 过程中， 几乎都不同程度得到了住在国当地华人华侨的帮助， 有的公司 

管理层团队华人华侨占很大比重。 

三、 华人华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向纵深推进， 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程度， 国内创业环境得到极 

大优化。随着华人华侨回国创业、 投资、 择业、 就学人数不断增加， 也带回大量资金、 先进理念与 

技术， 推动了部分中国企业技术的提升。例如， 在国务院侨办推动下， 华人华侨创新创业集聚区 

相继建立， 为海外华商归国投资、 创业提供了广阔平台。 2014 年， 首个 “侨梦苑” 在天津成立， 而后 

北京、 河北、 四川、 吉林、 福建等 15 个省市先后建立 17 个 “侨梦苑” ， 北京落成了海外院士专家工 

作站， 整合各地产业基础， 因地制宜开发当地特色产业， 为海外归国投资的华商开辟了一方热 

土。 “侨梦苑” 挂牌以来， 入园的侨资企业达到 1.4 万家。 [4] 为了给回国投资的华人华侨以最大保 

护， 湖北、 江苏、 福建、 广东、 上海等省市制定了地方法规， 使华人华侨权益不受侵犯。 

1援  践行合作理念。华人华侨在推动母国与住在国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华人华侨熟悉双边政策和风俗， 掌握市场运作规则， 具有人脉优势和顺畅的沟通渠道， 有助 

于发挥催化剂的功效， 协助 “走出去” 的中国企业尽快融入当地建设， 调解贸易摩擦， 形成可持续 

发展模式， 也为华人华侨群体自身发展提供更大的主动权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援  促进文化沟通。 部分华人华侨利用精通双语的优势， 通过高校专业课程、 华语学校、 华文媒 

体等平台与渠道， 传播中国声音、 讲述中国故事， 促进中外文化互鉴互通， 增进社会民众彼此认 

知和理解， 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文化纽带。 

3援  结成发展伙伴。历史实践证明， 华人华侨群体作为世界各地社会重要组成者， 是天然的双 

边关系调节器与推动者。新时期， 中华民族加快了实现民族复兴的脚步， 华人华侨凭借融通中 

外、 人脉广阔、 熟知政策和渠道畅通的优势， 便于充分发挥作用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和认 

知， 用住在国民众可以接纳的方式传播中国故事、 传达中国立场， 增信信任， 推动当地政府与民 

众客观认知中国， 推动双边国家互信互利， 在发展的道路上， 合作前行。 

4援  参与 “一带一路” 。目前， 海外华人华侨约有 6000 余万人， 超过 4000 万人分布于 “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 海丝沿线如东南亚地区， 约有 3000 余万人分布于此， 密度最为集中， 其中 

闽籍华人华侨占有很大比重。 [5] 华人华侨通常与住在国当地非政府组织、 媒体、 大众更容易接触， 

可以借助公共外交平台引导当地媒体、 舆论， 增加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正向理解。 “一带一路” 是 

合作共赢之路、 和平交流之路、 文化交融之路， 中国走的是互利互惠、 友好协商、 开放发展之路。 

华商的产业布局也大多与海丝建设关系密切， 对于参与工业园区、 港口和海上贸易建设的愿望 

和诉求更加强烈， 在海丝建设过程中， 闽籍华人华侨参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 发挥闽籍华人华侨建设海丝核心区作用的建议 

福建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曾在文化融通和对外经贸交流过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福建作为海丝核心区是著名的侨乡， 福建的侨力资源是海丝核心区融入海丝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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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优势， 充分发挥这一优势， 可以有效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对接， 实现福建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 

区文化、 经济和社会的联动发展。新时期， 海丝核心区凭借丰富的侨力资源和广泛影响力， 正为 

新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助力。 

1援  挖掘侨智， 促进同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融合发展。海丝核心区的建设应以侨为 “桥” ， 充 

分发挥华人华侨和侨胞社团的资源优势， 密切同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如， 可以建设华人 

华侨产业园， 发挥政策 “指挥棒” 功能， 引导侨资走向； 打造侨资集聚园区， 为海丝核心区与海丝 

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贸合作提供平台； 开拓思路， 发挥华人华侨作为外资企业 “走出去” 主体 

功能， 鼓励当好中国企业 “走出去” 引领者， 发挥闽籍华人华侨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当前， 世界上仍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缺乏支持和理解， 存在疑虑。闽 

籍华人华侨在海丝建设过程中， 可以充当沟通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对 “一带一路” 倡议进行宣传 

与解释， 为海丝理念增信释疑。广大华人华侨可以有效推动双边经济与科技合作， 提高研究成果 

转化率， 增加住在国对中国政治、 文化和社会方面的认同。 

2援  借助侨力， 推动福建产品迅速打入当地市场。华人华侨经过多年的发展， 已在东南亚国家 

和地区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市场流通网络，从大的跨国公司到小的便利店都可以看到华商身影， 

为闽籍华商企业生产的产品进入当地市场流通提供了重要路径， 这些产品也得到了当地消费者 

赞许。闽企可以借助侨力， 促进福建企业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合作， 实现国家和地区间的 

资源优势互补， 发扬 “丝路精神” ， 互惠共赢， 将海丝规划落到实处。 

3援  依靠侨资， 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企业合作共赢。 福建作为海丝核心区与海丝沿线国家和 

地区经贸往来密切。据厦门海关统计数据表明， 2017 年福建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 

口总额约合人民币 3565.4 亿元， 自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口总额约合 1355.4 亿元人民 

币， 比 2016 年增加四成。 [6] 其中， 菲律宾和印尼是海丝沿线福建合作的前两大贸易伙伴。福建在 

2017 年对菲律宾进出口总额为 507.4 亿元人民币， 比 2016 年增长 11.3%； 对印尼进出口总额为 

398.3 亿元人民币， 较上一年猛增 45%。同时， 福建对马来西亚、 越南的进出口总额也都超过 280 

亿元人民币， 2017 年对泰国的进出口总额将近 270 亿元人民币。 [6] 

数据来源： 根据福建省统计局 2018 福建统计年鉴， 按主要国别 （地区） 分出口商品贸易额整理绘制， 

http： //tjj.fujian.gov.cn/tongjinianjian/dz2018/index-cn.htm 

图 1 福建外商投资企业图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闽籍华人华侨参与海丝核心区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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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 福建对外商投资利用额在逐年增加， 福建作为海丝核心区是海丝沿线国家和 

地区重要贸易伙伴， 海丝沿线国家与地区受区位优势和互联互通因素影响， 与福建对外经贸关 

系密切。海丝沿线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是闽籍华人华侨人数较多的区域， 在这一地区应充分利用 

侨资， 促进福建 “走出去” 的企业与当地华商之间的跨国合作， 实现合作共赢。 

4援  调动侨胞， 发挥民间外交的优势和作用。 “一带一路” 倡议秉承的重要理念是 “共商”“共建” 

和 “共享” ， 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文、 经济和社会交流， 实现合作共享、 平等互利带来的成果。 

在这一过程中， 侨胞对于增进人文交流， 促进合作共享， 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 做好侨务工作， 

把外交政策向民间交流倾斜， 充分发挥华人华侨独特优势意义重大。 

在新的历史阶段， 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和海外华人华侨的侨胞梦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中融合交 

汇， 我们应不断加强同广大华人华侨的情感交流， 增进华人华侨的认知度和归属感， 发挥侨胞在 

海丝核心区建设中的作用。同时， 在侨务工作中打 “感情牌” ， 持续激发闽籍华人华侨热爱祖国、 

热爱家乡的情怀， 通过血缘亲情调动闽籍华人华侨参与家乡建设的积极性。给予参与海丝建设 

的华人华侨更多实惠， 以切实的经济利益为主， 辅之以乡情催化， 通过恰当政策引导， 调动侨胞 

积极性， 实现母国与住在国之间形成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共赢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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