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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以“英国华人参政计划”这一华人政治性社团为观察对象，探讨其助力英国华社

融入的路径与作用。“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作为华人政治性社团，始终以推进英国华人参政和社会融

入为宗旨。该组织从个人、群体和国家制度层面着手，通过提升华人人力资本，拓展华人社会资本，

率领华人维权、改善华人制度环境等方式，推进华社融入。而“华人参政计划”的努力，既积累了华

人的政治资本，改善了华人社会网络结构和移民制度环境，又培育了华人的规则意识，从政治和社会

层面助推了华社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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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British Chinese Proje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way in which Chinese 

migrants adapt and  integrate  into British society. The BCP is an ethnic Chinese political association 

encouraging Chinese to participate into the politics of Britain. It concentrates on advancing Chinese human 

resources and increasing Chinese social capital and leads Chinese migrants to safeguard their civil rights 

and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urrounding them. Meanwhile,  the BCP is also dedicated  to 

promoting and cultivating a law-abiding belief within the Chinese migrant community. At multiple levels 

from Chinese individuals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to the entire British society as whole, the BCP has 

made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al cohesion and political wellbeing of Bri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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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源起和研究现状

（一）问题的提出
在欧美社会，虽然不乏个体或某一阶层华人融入的成功案例，但整体上而言，华人融入尤其

是新移民融入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表现尤甚。如加拿大安格斯·里德研

究所与阿尔伯塔大学的联合调查显示，疫情初期加拿大华人受到种族主义的冲击，50% 的受访华

人表示自己因疫情受到辱骂或侮辱，43% 的受访华人表示自己受到威胁或恐吓；［1］根据“制止仇

恨亚太裔美国人组织”2022 年 3 月的报告，近两年来，美国针对亚裔族群的歧视和仇恨事件高发，

其中针对华裔的约占 43%。［2］疫情期间种族歧视问题的频发虽然有其特殊性，但也表明华人融入

状况堪忧。

英国是目前欧洲华人较多且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华人移居英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早期

的商业贸易，但华人成批移民英国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8 年，英国国籍法令规定英联邦

成员国国籍公民有权在英国定居（该法律后有所修订）后，英属殖民地华人开始成批涌入英国。［3］

至 1981 年，英国华人数量从 1951 年的 1.6 万余人增至近 12.2 万人，其中以中国香港移民居多，其次

是马来西亚华人。［4］之后，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中国大陆新移民和留学生数量增长迅速。根据中国

驻英大使馆数据，至 2020 年，英国华侨华人总数约 70 万，绝大多数已加入英国国籍。［5］从来源看，

早期香港移民及其后代规模最大，此外还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移民、中国大陆移民、新马华裔移民和

英国本土华人。为服务华人移民，19 世纪 90年代第一个英国华侨社团——“英国致公总堂”成立。［6］

至 2014 年，在中国驻英大使馆登记在册的华人社团总数已达 300 多个，［7］涉及商业性社团、文化性

社团、政治性社团和综合性社团等不同类别。

目前，英国华人融入状况整体趋好。从就业和收入来看，早年华人以海员和洗衣工为主，第二

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度以中餐业为主，近年来由于二代华人的成长及技术移民的涌入，华人已广泛涉

足商贸、医药、律师、教师、科技等诸多领域。根据 2021 年 3 月英国政府发布的《种族和族裔差异

委员会报告》，华人在就业、收入等方面表现不俗，华人和就业率最高的加勒比海裔、白人、印度

裔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获得第二次面试机会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1.86 倍，时薪反超白人 23.1%；在

社会生活领域，华人在教育方面的表现极佳，无论是在10~11岁、英语和数学两主科和A级成绩上，

华人均位列第一。［8］再根据 2011 年英国人口普查数据，在心理健康问题、学习障碍和入狱数量三

项指标上，华人占比均为最低，［9］这表明华人在语言学习、规范习得等文化融入方面表现较好。但

英国华人的融入程度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和来源地差异。大体上，英国本土出生的二代华人因接

受当地教育，习得当地社会文化规范，融入程度较好；一代华人不少在经济上有所成就，但其语言、

观念和文化习俗等与当地民众明显疏离，未能完全融入当地社会。［10］而且，英国华人来源复杂，其

中早期香港移民及其后代融入较好，大陆底层新移民融入程度稍差。

（二）研究现状
移民的社会融入一直受到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11］其概念涉及社会适应（Social Adaptation）、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同化（Assimilation）、社会吸纳（Social Inclusion）、社会并入（Social 

Incorporation）与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等范畴，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移民在移入地社

会的融入过程与状态。同时，西方学界还对移民融入的测量维度进行了研究，戈登（Gordon）的“二

维”模型、［12］杨格—塔斯（Junger-Tas）的“三维”模型［13］和恩泽格尔（Entzinger）等人的“四维”

模型［14］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成果，多维度测量成为学界的共识。对于外来移民而言，社会融入可

以确保其不被东道国社会隔离和疏远。［15］同时，社会融入是一个动态的、渐进的、多维度的互动过

程，具有经济融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身份认同等基本内涵。［16］

关于华人融入问题，学术界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关注：一是关注发达国家华人尤其是新移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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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程度、困境及策略等，这是目前研究的重点。如丁美丽、邵政达考察了英国华人融入程度，认

为英国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层次稳步提升。［17］这与班国瑞（Gregor Benton）等人对早期英国华人融

入问题的结论相距甚远，后者认为华人在英国移民中最难同化，他们对英国社会不感兴趣，也很少

与之接触。［18］陈伟杰、徐丹等从文化层面解释华人新移民融入问题，前者用多元文化主义解读了英

国华人的融入困境，［19］后者从文化资本角度分析了加拿大华人新移民的社会排斥问题。［20］张华分析

了宗教对华人新移民社会资本构建的意义。［21］蔡鹏飞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角度研究了加拿大华

人新移民融入困境及其原因。［22］二是关注华人融入的成功经验，如朱东芹、黄玲毅等分析了东南亚

华人社团对华社融入当地的促进作用。［23］上述研究涉及经济、文化、宗教、社团等多个视角，为多

方位考察华人融入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经验支撑。

综合学界观点，本文认为，社会融入是外来移民通过与本土居民不断接触、交流进而逐渐融合

的过程。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双向的，但对外来移民更有意义，他们的社会融入体现在经济融合、社

会接纳、文化认同、政治参与等多个方面；对本土居民而言，则意味着包容、接纳和互补。

学界除了关注英国华人融入问题之外，近年来对英国华人参政问题也颇为青睐，①其中对英国华

人社团的功能有所提及。但将英国华人社团与英国华人融入问题结合起来的研究仍较为少见。当前

学术界主要强调综合性社团的公益慈善功能对于华人融入的作用，而对专业性华人社团助推华人融

入的关注较少，政治性社团亦是如此。但其意义却比较突出，因为政治融入一直是欧美华人社会融

入的短板，而且政治融入本身也有助于华人在其他方面的融入，如参与投票有助于增进华人与当地

民众的接触和交流，帮助华人熟悉当地社会运行规则，参与竞选还对候选人了解和服务当地社会形

成倒逼机制。此外，华人参政有可能选出与自身利益相符的政治家，营造有利于华人融入的制度环

境和社会环境。因此，本文以英国华人参政计划（British Chinese Project，以下简称华人参政计划）

这一华人政治性社团为观察对象，探讨其助推英国华社融入的路径及其面临的挑战。

二、华人参政计划助推华社融入的路径

作为英国的第三大少数族裔，华人在英国辛勤劳作，经济上比较成功，但由于语言、参与意识

等原因，对政治缺乏关注。这种状况影响了外界对华人的看法，也影响了华人的长远发展。为扭转

这一局面，一些政治性华人社团应运而生，主要包括“伦敦华埠保守党协会”（1988）、“英国华人联

盟”（1990）、“英国华人保守党”（1992）、“英国华人工党”（2000）、“英国华人自由民主党”（2006）、

“英国华人参政计划”（2006）及“英国保守党华人之友”（2013）等。

华人参政计划是英国重要的政治性华人社团，于 2006 年 10 月由律师李贞驹、企业家王金华及

其他 40 多名华人在英国上议院启动，旨在推动和支持华人参政，鼓励华人融入当地。该组织成员以

香港华人为主，也招募了不少大陆留学生志愿者，成立之初主要依靠志愿者开展工作，从 2011 年开

始招募全职工作人员，并在伯明翰和曼彻斯特设立分部。作为在英国上议院启动的政治团体，华人

参政计划成立之初即获得了主流社会的信任和支持，成立之后也与英国政党和政府保持密切联系，

因此该组织的融入程度勿庸置疑。同时，其核心成员也是一群热衷于提升华人地位的专业人士，自

身融入状况较好。具体如下表所示。

① 主要强调近年来英国华人参政取得的进步，并分析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参见廖小健、周龙：《从“失语”

到“发声”：近年来英国华人参政探析》，《理论月刊》2013 年第 9 期；宋全成：《论 21 世纪英国华人的政治参与》，

《欧洲研究》2015 年第 4 期；周龙：《从 1.0 到 4.0 时代：英国华人社会发展与政治融入刍议——兼论英国华人与

2015 年英国大选》，《世界民族》2016 年第 1 期；徐浩亮：《英国华人参政研究（2006—2016）》，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2016 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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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  名 职务 出生年份 移民时间 出生地 职  业 备  注

李贞驹 发起人 1974 1985 中国香港 律师
北伦敦华人协会会长、创办李
贞驹律师行

王金华 发起人 1955 1987 新加坡 企业家
创办《中国城》杂志、创立伯
乐基金会

叶稳坚 副主席（2011） 1983 —— 英国 议员
保守党；
曾任地方法官、商人

胡沛成
行政总监（2011）、

媒体顾问
1972

20 世纪
80 年代

中国香港 媒体人士
英国伦敦国际广播电台华人节
目经理

洪仲衡 秘书长 会计师 伦敦华埠狮子会会长

梁日昌 主席（2017） 1964
20 世纪
80 年代

中国香港 企业家

韦文浩 副主席 —— 英国 无 李贞驹之子

冯冠华 总顾问、名誉主席 中国香港 企业家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英国华人参政计划网站资料整理编制。网址：http://www.bcprojectorg.uk/website。

以下笔者拟借鉴西方学界对移民融入影响因素的三种主要理论取向，［24］即人力资本影响论、社

会资本影响论和社会制度影响论，来分析华人参政计划助推华社融入的路径和作用。同时，移民的

社会融入有其特定的测量维度和具体标准，恩泽格尔（Entzinger）提出了社会经济、政治性、文化

性、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与拒斥四个维度的适应和融入测量标准。［25］梁波等人将其总结为四维度

模型（见图 1）。［26］

图 1  移民融入的四维度模型及其测量指标

作为政治性社团，华人参政计划助推华社融入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政治融入和社会融入层面。本

文将华人投票、政党参与、华人竞选作为政治融入的测量指标，将社会网络、制度接纳作为社会融

入的测量指标。鉴于社会网络与制度接纳相对独立，本文将社会网络与制度接纳分开论述。

（一）提升华人人力资本，促进华社政治融入
早年，受语言、生计、国家认同等因素影响，英国华人不愿投票，也普遍认为他们的意见不会

影响国家政策，久而久之成为当地居民口中的“隐形族群”。作为一个政治性团体，华人参政计划致

力于唤起华社的政治参与意识，从投票、政党参与、竞选等方面助推华社的政治融入。

一是鼓励华人投票。投票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也是普通华人参政和提升自身政治影响力

的基本方式。华人参政计划成立后，时常深入华人社区或华人社团，通过演讲、派发传单等方式，

向华人宣传参政议政的重要性，鼓励华人进行选民登记和投票。如 2015 年、2017 年英国大选时，华

人参政计划均在华人较多的城市展开巡回宣传，呼吁华人参与选民登记。为推动华人实际参与投

票，该组织还向华人普及注册和参与投票的具体流程，为华人领取选民登记表格，并组织义工团队

提醒华人登记及投票。2019 年英国大选时，该组织专门为华人提供中文注册表格，并配备精通普通

话和粤语的工作人员。大选当日，李贞驹还率队赴伦敦唐人街呼吁投票。在华人参政计划等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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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努力下，英国华人选民登记率和投票率明显上升。如在 2005 年英国大选中，华人选民登记率约

50%，2010 年这一比例升至 70%。［27］同期华人投票率也从 25% 左右增至 35% 左右。［28］在 2012 年

伦敦市长选举中，华人投票率超过 60%。［29］这表明华人对英国政治的兴趣和信心有所提升。

二是拓展华人党员。获得政党支持有利于竞选，而且英国政府由获胜政党组阁，因此加入政党

是参政较为务实的途径。在英国，保守党、工党和自民党是三大主要政党，华人参政计划努力争取

三大政党对华人选票和华人议题的关注，最终使这些政党拓展了华人支部及相关组织，一些华人因

此也具备了一定的政治身份。如保守党于 2013 年成立“华人之友”组织，持续推动中英关系并鼓励

华人参政，至2021年其会员增至6000余人；［30］自民党于2012年设立“英国华裔未来领袖育成基金”，

为参选华人提供支持。上述华人政党组织和基金的设立为华人竞选奠定了基础。

三是支持华人竞选。参与政党意味着对某一政党的认同和追随，而参与竞选是遵从现有政治规

则且有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融入活动，成功者还可

能为华社争取更多的权益，因此也得到华人参政计划的多方面支持。华人参政计划主要从以下两方

面支持华人竞选。第一，鼓励华人精英参与竞选。华人参政计划时常鼓励华人精英参选，2015 年还

动员副主席叶稳坚直接参与大选。跨党派华人小组会议是英国下议院探讨华人问题的重要平台，华

人参政计划为其提供议题并借助这一平台推动华人参选，如 2007 年 6 月该小组会议专门探讨了如何

推动英国华人尤其是土生华人参选的问题。第二，为华人候选人出谋划策，提供各种服务。如 2009

年张劲龙参与欧洲议会竞选时，华人参政计划为之制定竞选纲领、招募义工，并提供街头助选、彩

车巡游等支持。华人参政计划还多次为华人候选人筹款，且自 2015 年发起步行筹款活动。此外，华

人参政计划还举办华人候选人竞选论坛，锻炼其竞选能力。在华人参政计划等多方力量的推动下，

华人参选积极性提升，且有所收获。如 2010 年 8 名华人参与英国国会竞选，尽管败选，但在很大程

度上改变了当地民众对华人“政治冷淡”的看法；2011 年英国地方议会选举，9 名华人参选，6 人当

选；2015 年英国大选，11 位华人参选，麦兆辉当选下议院议员，后于 2017、2019 年连任；2019 年

陈美丽也成功当选下议院议员。可见，华人竞选的参与层次和竞选收获都有所提升。

可见，为提升华人政治影响力，华人参政计划奔走各地，倡导华人登记选民和投票，鼓励并支

持华人参与竞选，用心良苦。此外，华人参政计划的成立也弥补了华人社团政治功能的不足，加上

这一社团与英国政界联系密切，其自身的政治资本不容小觑。总之，华人参政计划的努力提升了华

人的政治资本，有助于华社的政治融入。

（二）拓展华人社会资本，推动华人社会融入
社会资本强调信任、社会网络的重要性，其中信任是拓展社会网络的基础，社会网络是信任的

逻辑延续。

相互了解有利于互信和相互接纳。华人参政计划积极充当英国华社与当地社会的桥梁与纽带，

努力增进二者的相互了解。一方面，华人参政计划帮助华人了解英国社会。该组织时常向华人宣传

英国的政策法规，介绍英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情况，让华人深入了解英国社会。尤其是在政策法

规方面，华人参政计划领导人利用其专业优势，向华人宣传英国的移民政策、政治规则和商业规则，

帮助华人更好地了解当地和融入当地。如华人参政计划鼓励华人参与 2012 年华埠奥运义工计划等社

会公共事务，借此了解当地社会，积极融入当地。另一方面，华人参政计划还帮助当地社会了解华

社。华人融入本质上是一种双向行为，既需要华社的主动靠拢，也需要当地社会的宽容和接纳，而

这离不开当地社会对华人的了解。在这方面，华人参政计划做了不少工作。如为解决中餐馆用工短

缺问题，2008 年华人参政计划不断奔走，多次联系内政部移民局、边境署官员与中餐馆业主及侨领

见面，向移民局、边境署官员反映中餐馆的诉求，并邀请移民局官员实地考察；2010 年参与拍摄纪

录片《他乡·故乡》，刻画了旅英华人 150 年的心路历程，引起当地主流媒体的关注；2012 年成立

“BCTV 英国华人电视平台”，通过电视节目反映华人状况，改善华社形象；从 2012 年起，华人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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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与议会跨党派华人事务小组合作，对华社的治安、教育、医疗及商业情况进行调研，使议会能

够更好地了解华人现状和需求。类似做法有利于增进当地社会对华社的了解和信任。

社会网络本质上是一种常态化联系。作为外来移民，多数华人的社会网络局限于华人内部。但

英国华人较为分散，除大伦敦地区（约有 30 多万华人）外，其他地区的华人分布较为均衡，［31］不利

于华社横向交往。而且，英国华人来源复杂，来自不同国别或地区的华人以及新老移民之间差异较

大，彼此之间缺乏足够的沟通。华人参政计划成立后，在沟通侨团、动员侨社协同行动方面付出了

不少努力，尤其是其鼓励华人参政时多协同其他华人社团、华人政党或华人媒体进行，如联合英国

华人联盟等多个华人社团、与三大政党华人支部一起呼吁华人投票，联合 BBC 英国广播公司中文部

等华人电台奔赴各地讲演等。在社会领域也是如此，如 2014 年华人参政计划与众多华人社团共同发

起“确保我们永记”活动，倡议为“一战”华工设立永久性纪念碑；2014 年以来，还联合各华人社

区中心举办健康步行活动，促进新老移民、不同年龄华人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上述协同行动，有助

于加强华社内部的团结与互信，筑牢华社内部网络。

华人融入更强调华人与当地民众的社会网络。融入离不开接触、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较为稳

定的社会网络。以往，由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限制，不少华人尤其是第一代华人的社会网络局限

于华人圈，与当地民众来往较少。作为当地的少数族裔，华人的这种社交圈无异于与主流社会的疏

离。不仅如此，个别华人的不恰当言行、当地民众对华人的固有偏见以及媒体的误导还可能恶化华

人的整体形象，加重当地民众对华人的不信任态度，导致华人社会网络的固化。华人参政计划从多

个方面拓展华人的交往圈：第一，增进华社与英国政界的联系。华人参政计划成立后，积极充当华

社与政党、政府沟通的中间人，尤其是在 2011 年成为下议院多党派华人事务小组的秘书处后，华人

参政计划为该小组定期策划华人主题活动，组织华社代表与议员、政府官员面对面沟通，加强了华

社与政界的联系。此外，英国议会早期设立的跨党派中国小组（2010 年两小组合并）也委托华人参

政计划定期向议会反映华人意见，因此两者均通过华人参政计划联系华社。如今，英国华社与英国

政界的沟通和联系趋于常态化。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华社总能迎来一批前来祝贺的英国政要。［32］而

基于对选票的重视，每逢选举季，各党派候选人赴华埠拉票之事也屡见不鲜。［33］第二，促进华社与

其他少数族裔的沟通交流和协同维权活动。华人参政计划积极带动华社与其他少数族裔联合开展活

动，如英国“从陌生人到公民”（Strangers into Citizens）运动自 2006 年开始推动，要求政府从人道关

怀和务实精神出发，特赦一批长期在英居留的无身份移民，该运动获得了不同少数族裔的支持，李

贞驹也发动华社参与；华人参政计划与黑人投票组织（OBV）于 2009 年开始合作，2019 年大选时双

方联手策划大型宣传活动，以提升少数族裔的投票意识。类似举动增进了华人与其他少数族裔的交

流互动。第三，促进华社与中国的交流合作。与中国交流合作既是资本、人才跨国流动的体现，又

能满足华人的情感需求，提升华社的社会资本。为加强英国华社与中国的联系，华人参政计划多次

组团赴华考察交流，尤其自李贞驹 2010 年成为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理事会成员后，这种交流更加频

繁。总之，在华人参政计划的推动下，英国华社的社会网络不断拓展。

（三）倡导并率领华人维权，改善华人的制度环境
在英国，合法维权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而成功维权则有助于改善华人移民的制度环境。华人

参政计划本身因维权而生，2005 年英国新《移民、庇护和国籍法》草案接受公众咨询，李贞驹组队

奔赴各地，向华人讲解新法案对他们的不利影响，动员他们给议员写信，并征集了万人签名，最终

使英国政府修改了草案的部分条款。［34］这次维权之举使李贞驹意识到政治参与对于维护华人合法权

益的重要性，随即创办了华人参政计划。此后，该组织积极倡导并率领华人争取自身权益，如号召

华人参与 2009 年 5 月 4 日的“全民团结行动日”（旨在使无身份移民身份合法化）集会活动；2010

年通过直接向政府表达诉求、力促议会向政府施压、征集签名等方式，表达华社对当年政府颁布的

新移民法规的不满；［35］2013 年英国移民局对中餐馆展开轮番突击检查，严重影响了中餐业的正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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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李贞驹律师一方面告诫商户遵纪守法，另一方面规劝他们冷静应对搜查，寻求法律协作。［36］对

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华人遭受的歧视言行，李贞驹也呼吁华社行动起来，让政府和主流媒体听到华

人的声音。这些维权举动对于改善华人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大有裨益。

事实上，在华人参政计划及其他各方力量的努力下，一些华人议题和华人诉求开始进入政府视

野，华人的制度环境有所改善。如经过华人参政计划、多党派华人事务小组的多次周旋，“技能厨师”

一职在 2011 年移民法“短缺职位”名单中得以保留。［37］从 2012 年起，华人参政计划与议会跨党派

华人事务小组合作对华社进行了多次调研，之后相关调研报告陆续发布，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关注。

例如，2017 年留学生调研报告发布后，2018 年年初内政部邀请华人参政计划讨论在英中国留学生问

题，2019 年 9 月英国政府重启毕业生两年期工作签证。［38］由于留学生报告特别表达了对取消两年期

工作签证的不满，因此重启该签证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报告的回应。

总之，华人参政计划以推动华人政治融入为重点，努力促进华社与英国民众的相互接纳和融合

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华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推进了英国华人政治融入和社会融入的进程，也

提升了华人融入的意愿和能力。当然，英国华人社会融入是各种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比如英

国各大政党重视华人选票、培育华人党员不仅因为华人参政计划的长期游说，也受华人人口规模及

英国务实外交政策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华人参政计划在其中的助推作用值得肯定。

三、华人政治性社团助推华社融入的挑战与应对

参政是华人深入了解当地社会、参与当地政治运行和政策制订的重要渠道，也是考察移民政治

认同、政治融入的重要维度。华人参政计划选择这一华社融入最为薄弱的领域推进，无疑具有重要

意义。但由于华社融入进程受到个人、群体、社会制度甚至国际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也使得

华人参政计划乃至华人政治性社团助推华社融入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华人社会发展偏好
对多数华人移民而言，出国是为了求得经济或教育上更好的发展，全面融入当地虽有助于实现

这种发展，但并非华人社会的首要考虑。加上华人普通民众的政治意识和社会观念较为淡漠，导致

英国华社经济融入较好，但社会融入和政治融入相对滞后。如在政治层面，虽然英国华人在公民身

份获取上表现尚可，但多数华人的参政热情仍有待提高。根据华人参政计划 2014 年的统计数据，华

人仍是选民登记率最低的少数族裔，30% 的华人从不进行选民登记，这一比例远高于少数族裔平均

17%的水平。［39］华人从政人数也不及其他少数族裔，如从国会议员数来看，2019年初占总人口0.7%

的华裔议员仅 1 人，同样人口比例的孟加拉裔议员为 5 人，而分别占英国人口 2.3% 和 1.9% 的印、

巴裔各有议员 12 名。［40］同时，参政华人多限于地方层面，参政水平和参政规模均较为有限。英国华

社政治融入还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和来源差异，如 2010 年和 2015 年参与英国下议院选举的 21 位

华裔候选人多系本土二代华人，而华人参政计划骨干成员也以香港华人为主。多数华人仍缺乏全面

融入英国社会的主动性和热情，这对英国华社整体融入是不利的。

（二）当地民众对移民的态度和对华人的固有偏见
当前，英国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拒斥态度仍然存在。如根据 2018 年英国希望无仇恨慈善信托机构

（HOPE not hate Charitable Trust）发布的一项关于难民与移民的民意调查，有大约 22% 的英国人对难

民与移民持负面看法（积极反对者与消极反对者），有 18% 的人持担忧态度，［41］即有四成受访者对

外来移民的态度并不友好。不仅如此，近年来，民粹主义持续抬头与疫情的蔓延加剧了英国社会的

族群冲突，针对华人的仇恨犯罪事件明显增长。2020 年第一季度，英国针对华侨华人的仇恨犯罪案

件较前两年同期增加了三倍。［42］这也表明华人融入之路不会平坦。

（三）中英关系的影响
实践证明，中外关系稳定向好，华人融入当地就较为顺利；反之，华人不仅难以顺利融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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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面临无端指责或猜忌，成为两国关系交恶的替罪羊。2015 年英国加入中国创立的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成为首个参加该机构的七国集团国家，同时对中国投资持开放态度。然而，近年来，英

国出台一系列打压中国投资的行为，表明英国对华政策发生转变。而中英关系的变动也对英国华人

融入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2022 年初，英国军情五处无端指责李贞驹为中国间谍，并诬称中国在英

国议会“从事政治干涉活动”。［43］此举不仅影响到李贞驹和华人参政计划的发展，也影响到华人政

治融入进程。

展望未来，华人社团仍需继续推进华人融入当地。在人力资本层面，应继续鼓励华人入乡随俗，

学好当地语言，广泛涉足医生、警察和教师等与民众生活联系紧密的职业，赢得当地民众的信任和

尊重。在社会资本层面，由于建立良性、稳定社会网络的根基在于相互理解、信任和对社会规则的

长期恪守，目前部分华人不合规经营对华人融入较为不利，因此应倡导华人合法、诚信经营。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鼓励华人积极参与当地公益事业或社区活动，提升华人美誉度，拓展华人异质性社

会网络。在社会制度层面，应继续引导和组织华人团结起来争取自身合法权益，优化华社融入的制

度环境。此外，由于华人社团本身的社会资本对于华社融入至为关键，因此，加强华人社团的自身

建设也必不可少。目前，英国华人社团众多，但政治性社团数量偏少，不同类型社团间的横向沟通

也较少。将来，仍需创建更多旨在促进华社融入的华人社团，并整合已有社团力量，共同助推华社

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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