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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新生代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

认同现状及提升策略
——以福建某高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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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 要：新时代华裔新生代是海外华侨华人的主体部分，成为连接国内外民族血脉的关键。

为推动其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促进中国在世界范围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以华

侨大学华裔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情况为依据，通过深入访谈分析提炼，阐明当下华裔新生代

的文化认同现状与特点，探寻促进文化认同方案，强化民族共同体意识，维系海外华侨华人与祖国

的血脉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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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新生代属于特殊群体，是在中华圈（包含

香港、澳门、台湾、中国大陆）以外的新生代华人。

作为海外华侨群体的中坚力量，成为连接海外华

侨华人与祖国的纽带[1]。新时代，由于现实生活中

语境环境与世界多元文化的影响，华裔新生代对

中华文化的归属与认同产生了变化[2]，对中华文化

逐渐感到陌生，在对中华文化认同方面涌现出许

多新问题。因此，准确了解华裔新生代的思想特

征、文化认同现状及特点，培养他们对祖国的热

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维护民族团结与国

家统一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任务。

福建是著名侨乡，与华人华侨之间有着紧密

的联系，福建省高校为海外华裔新生代提供了学

历教育的渠道，促进了华裔新生代对中华文化的

理解、认同与传播。其中，华侨大学在校华裔留学

生达 2600多人。本研究以华侨大学来自美国、巴

西、西班牙、斐济、日本、柬埔寨等国华裔留学生代

表 32 人为访谈对象进行了深度访谈 [3]，以期了解

华裔留学生内心的真实感受，分析其思想、文化认

同现状和困境，从而提出改进策略。

一、华裔新生代留学生的思想特征

1.思想认识方面

目前，福建高校留学生中的华裔新生代是具

有十分鲜明特点的学生群体。他们出生在经济全

球一体化背景下社会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在成

长过程中能够较为轻松地接触到海量的信息资

源，又被称为“Z”世代。华裔新生代的家庭大多数

由来自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家庭成员组成，在成长

过程中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及熏陶。多元文化的

冲击能够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了解自己国家的文

化及外来文化，更容易形成自己独立的思维及独

特的处事方法，也增加了对他们心智的考验。由

于其心智尚不成熟，会在纷繁复杂的文化冲击中

感到茫然，进而失去健康成长的方向，甚至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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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种诱惑中迷失自我、误入歧途。

2.性格心理方面

大多数高校华裔留学生不是独生子女，家中

都有兄弟姐妹，父母忙于工作而忽略对子女的陪

伴，导致了不为物质生活条件担忧，但因成长过程

中缺乏来自父母的关心关爱，形成了其脆弱、冷漠

的性格心理，因渴望受家庭、学校的理解支持而采

取较为极端的方式博得他人的关注。在大学里，

由于脱离家庭的约束刚到一个崭新、陌生、多元化

的环境中，许多华裔留学生会产生社交障碍，引发

心理问题，影响其正常的学习生活。

二、华裔新生代留学生的文化认同内容

文化认同是一群体或个体对某一文化的承认

与赞同，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归属意识[4]。个

体将某种文化价值观念作为自己的信念，并逐渐

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价值观念与思维方

式。华裔新生代留学生由于生活环境与其父辈有

着较大差异，文化认同与父辈相比不完全相同。

华裔新生代文化认同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以民族血缘为纽带的原始认同

华裔新生代相较于他们的父辈在成长环境上

有着明显的差异。他们从小生活在居住国，接受

当地的文化教育，对自己的身份与文化认同最直

接的依据来源于自己的父辈。父辈或亲戚均为出

生在中国的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情感是深刻的，在

父辈故国情怀的影响下让华裔新生代对中华民族

产生强烈的情感认同。血缘关系成为华裔新生代

认同民族身份与民族文化的重要依据。

2.以家庭环境为沿袭的习惯认同

家庭环境能够影响人的生活习惯与文化思

想。大部分华裔新生代对中华文化的接触来源于

家庭环境，家庭中的语言交流、行为举止与道德规

范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老一辈海外华侨华

人在国外生活时仍延续着在中国的生活习惯，中

华文化早已深深刻入骨髓。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尊崇和对中华传统节日的重视都在不断地

影响着下一代。给华裔新生代营造出浓厚的中华

文化氛围，促进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参与，

强化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3.以多元文化杂糅为特点的混合认同

华裔新生代虽然祖籍为中国，但由于长期生

活在国外，在语言、生活习惯与文化取向方面存在

多文化混合的状态，无时无刻不处在文化冲突之

中。在接受由家庭传播的中华文化的同时也在不

断受到身边环境的影响。因此在面对祖籍国与居

住国文化差异时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化杂糅交融的

情况，出现不同价值观的碰撞。在居住国强势文

化的影响下，往往会产生被迫融入的压迫感，加之

与祖籍国距离遥远，文化环境影响弱化导致文化

氛围不足。在此情形下华裔新生代面对祖籍国文

化和居住国文化，往往呈现出多种文化混合认同。

4.以Z世代为背景的多重认同

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下，华裔新生代也被称为

“Z世代群体”，他们是与互联网一起诞生且共同成

长的一代。本身借助互联网平台就具有超越时间

与空间束缚的 Z 世代，通过现代媒介技术每时每

刻地接触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具备了以往华裔

群体所不曾拥有的“跨界”视野。其自身的生活与

成长经历，从客观上给予他们感受不同文化交融

交织的现实体验。因此，在文化认同具备了更加

多层次的文化认同感受。

三、华裔新生代留学生的文化认同困境

1.民族身份认同的困惑与澄清

处在异域环境中的华裔新生代不可避免地都

会困惑于民族身份归属的问题。他们长期生活在

异国，在国家认同方面大部分更倾向于居住国，但

同时认为自己是所在国华人。这基于华人社会和

家庭对他们的影响，尤其是对自己血统的认可，但

这种政治认同和身份认同的不一致，会让高校华

裔新生代回到祖籍国学习时，语言、宗教、习俗、文

化等因素都会使他们在民族身份认同上产生困

惑，需进一步澄清和加强。

在政治认同方面。访谈人员中高校华裔新生

代称呼自己为居住国华人的比例最高为 67%，称

呼自己为居住国人的占 30%，称呼自己为中国人

的占 3%。这说明在访谈对象里有三分之二的华

裔新生代对自己的华人身份有一定认知。

在汉语学习方面。从华裔新生代学习的主要

动机是源于自身华裔身份，想要更好了解华人文

化和传统，其次受个人发展原因和家庭父母原因

较大。

在宗教和习俗方面。90%受访者表示以居住

国信仰为主，这主要是与当地国文化融合的结

果。同时也存在居住国信仰与中国传统祖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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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存的现象，尤其是保留了部分中华文化传统和

习俗。例如，华裔新生代会很乐意参与中华传统

节日活动，从节日氛围中感受中华文化。

2.文化冲突的对抗与融合

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华裔新生代每天都

在多元文化世界中生活和学习，文化接受能力与

父辈相比视野更加广阔，但文化的多元构成会在

区域内部发生冲突和碰撞。海外华裔新生代在成

长阶段所处的国民教育环境和成长环境相较于我

国的教育模式和集体主义思维差异过大，因此会

在不同文化的“边界”处产生一定的对抗性。而此

对抗性对于高校华裔新生代而言至关重要，直接

影响价值观的核心组成。当然，华裔新生代身上

的文化冲突与对抗表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并非

长期处于冲突之中。在经过“边界”融合后，会与

原文化耦合，最终形成融合后的新文化。

3.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弱化

新一代华裔新生代与传统第一代华裔有所不

同，他们没有背井离乡的经历，对祖籍国没有根深

蒂固的乡土情怀，“根”文化意识淡薄。他们从小

授受居住国的文化教育，更容易适应异国文化。

而对于中华文化与价值观念更多是从家人或媒体

渠道所获知，了解渠道少，认识程度低，不能充分

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随着

迭代次数不断增加，对中华文化的认知程度不断

削弱，文化信仰“本土化”趋势日益显著，对于中华

文化的传承精神在逐渐衰弱。

4.文化适应中的文化休克与应对

在跨文化环境中，面对他者文化环境，个体的

文化应对与调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进入新的

文化环境时，文化差异导致以语言习惯、社会角

色、价值观念等代表的个体社交符号意义的短暂

消失，在还未接受文化环境变化现状以及由此建

立起新的社交符号意义之前，个体通常在心里会

经历兴奋、沮丧、接受和调整的过程，外在表现为

无助、困惑、茫然，甚至是强烈的排斥感，严重者还

会引起生理上的不适状态。

华裔新生代都曾经经历过文化休克的过程[5]。

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外部客观世界的冲击力常

常掩盖了他们内心焦虑表现出的无助感，很多华

裔新生代学生是在时间的推移下的无意识状态中

度过了包括文化休克在内的文化适应期。当时茫

然、无助、困惑的心理状态至今仍会使他们记忆深

刻，产生着诸多影响。

四、华裔新生代留学生对中华文化认同的提升

策略

1.开展华文教育，系统学习中华文化

文化认同与华文教育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

系。对于华裔新生代来说，华文教育是学习汉语、

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渠道，对中华文化的接受与

认同起到不可或缺的催化作用。华裔新生代长期

生活在居住国，拥有着与中国环境不同的生活圈，

但常常受到父辈的观念影响，在潜意识中始终存

在“中国根”，开展华文教育、教授汉语，能够唤醒

华裔新生代的民族意识。为进一步提升我国高校

华文教育水平，国家政府应给予相关政策扶持，不

断加大师资与教育资源的支持力度。首先，高校

应搭建文化教育平台，完善华文教育课程体系。结

合华裔新生代的特征，有针对性地制订培养方

案。其次，与国外高校开展各合作办学。举办短

期的中华文化课程，提供来华留学机会，扩大与国

内高校的互动交流，让华裔新生代感受文化氛围，

系统学习中华文化。最后，高校与当地中小学开

展合作。将华文教育范围由大学生拓宽至中小学

生，使更多华裔新生代更早学习汉语，更早地接触

中华文化，从而减轻其对中华文化的排斥，削弱他

们在融入中华文化中的不适感，感受祖国的温暖，

不断提升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2.开展“寻根”系列活动，强化对华归属感

对文化的理解与感悟需要亲身感受才能体会

到它的魅力。华裔新生代既是传承中华文化的主

力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参与者，强化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团结共

进。华裔新生代相较于老一辈华裔来说，他们从

小接受异国文化氛围的感染，缺少对祖籍国的故

乡情怀，对祖籍国了解甚少，思想意识和价值观与

老一辈华裔有较大差异。“寻根”活动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拉近华裔新生代与祖国的距离感，亲身感

受中国的文化环境。因此学校与政府应大力支持

开展“寻根”活动，为其了解中国国情提供条件。

首先，高校联合举办华裔留学生“寻根”夏令营。

带领华裔新生代领略中国风貌、学习中华文化、体

验中国民风、感受中华文化、促进他们与祖籍国之

间的联系与互动，亲身感受家乡的发展变化、增强

归属感。其次，扩宽“寻根”之旅的覆盖面。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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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活动较多围绕东南亚地区的部分国家，覆

盖范围有限。为提升“寻根”的文化体验程度，高

校可根据生源性质，扩大文化活动覆盖面，努力实

现海外华裔新生代范围全覆盖。最后，提升“寻

根”活动内涵。“寻根”活动对华裔新生代接触中华

文化具有积极作用，不仅仅停留在接触层面，还要

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精髓，重视文化品质，挖掘文化

内涵，激发对祖国的归属感。

3.采用现代表达形式，优化文化传播效果

新时代华裔新生代具有独特的心理特征，传

统对外文化传播形式早已被摒弃。面对全球化发

展趋势和各种网络技术的崛起，传播的形式变得

更加多样。培育华裔新生代的文化认同，媒体要

善于运用喜闻乐见的方式，善于运用多元化的传

播渠道，促进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首先，中华文

化博大精深，单一文字形式并不能将文化内涵具

体展现，对外传播要强化文化与科技的融合，用现

代数字技术促进文化交流互动，借助网络强大的

传播力、渗透力与影响力，调动华裔新生代的积极

性、参与性与互动性，消解与异国的文化壁垒。其

次，要打造影响力强大的文化节目，创新节目内

容，讲好中国故事。为海外华人华侨创办有针对

性的文化节目会更容易得到认同与欢迎。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出发，结合当地特色，以他们能够接

受的方式讲述中华文化，缓解异国文化冲突下产

生的文化排斥，实现华裔新生代对中华文化的理

解与接受。

4.促进高校文化交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对文化的“了解—接受—认同”是一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文化的认同程度与文化交流密不可

分。华裔新生代从初期的文化接触逐渐深化为对

文化身份、文化情感的倾向，最终生成基于民族身

份的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在高校创设

的校园文化环境中，应该加大国内学生与华裔新

生代学生在文化领域的融合交流，举办以中华文

化为主题的研讨会或交流活动，在相互交流的过

程中弘扬民族团结与爱国精神。首先，高校与华

裔新生代文化交流方向由“单向传输”朝着“双向

沟通”转变。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带动国内学生与

华裔新生代互相分享，促进双方文化交流互鉴，在

沟通中增进文化理解。其次，实现高校文化交流

融合常态化。对华裔新生代的交流沟通不局限于

特定的文化活动，要在日常生活中融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文化的影响与熏陶是连续渐进的过

程，并且是情感倾向的过程，要从日常生活环境中

的情感倾向与归属角度开展文化认同教育。注重

人的因素，推动学生之间的融合文化交流，激发情

感碰撞，提升华裔新生代对国家的认同感。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

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华裔新生代成为海外华侨华人的主体部

分，强化他们对祖国的自豪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感，有利于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同心同德，形成强

大的凝聚力与感召力，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讲好

中国故事，不断推动中国在世界范围更好更快地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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