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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离散与相对集中的模式 
——以民国时期青田县华侨在欧洲的石雕贸易活动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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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田华侨在民国时期的经济活动和侨居地点有着非常独特的离散性质。不同于闽粤地区华侨以宗族

作为强大纽带的集中性侨居和颇具规模的贸易体系，他们扎根于本土的青田石，携青田石雕的工艺品出洋，

出国后继续从事石雕的贩卖，或转而销售其他小商品。这种贸易活动非常零散，但是绝对离散中也存在相

对的集中，在“七七事变”后青田华侨主要集中于欧洲各国。本文以青田华侨在民国时期贸易活动的特点

为中心，主要研究石雕等商品的简单贸易模式，以及在贸易过程中由出洋衍生的一系列偷渡行为和官方对

偷渡的整治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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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赫伯尔（R. Herberle）曾在 1938 年提出“推

拉理论”（Push-Pull Theory）。在此基础上，

道格拉斯·梅西（Douglas S. Massey）则将移民

理论分为解释移民原因和移民持续原因两

类，移民原因主要由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劳

动力迁移新经济学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建立

起框架，移民持续原因主要由移民网络理

论、移民系统理论进行解释[1]4-5。 

青 田 地 处 浙 南 山 区 ， 自 然 条 件 相 当 恶

劣，天灾频发、野兽肆虐，人们终年劳作依

然食不果腹。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经济条

件成为推力，让青田人萌生外出谋生的念

想。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国热”

的兴起，海外对青田石的需求和价格优势成

为拉力。另外，青田在民国时期隶属于温州，

港口为出国贸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青 田 县 人 出 国 的 目 的 地 呈 现 离 散 的 特

点，从 1876 年开始，青田人有去往日本、俄

罗斯、南洋群岛等地，也有的去往欧洲。由

于日本路程近，手续方便，青田人或从上海

出发，或从烟台至朝鲜仁川，到釜山后再坐

船去日本。也有青田人从“通夷海道”到南

洋群岛和印度。更有青田人水陆兼程，从上

海北上到旅顺或营口，沿陆路从满洲里出

境，途径西伯利亚到莫斯科，随后转赴欧洲

各国[2]9。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过运河进入地

中海，到法国马赛（Marseilles）或意大利那不

勒斯（Napoli）上岸，县人从此线赴欧者渐多。 

虽然在大概念上，民国时期青田华侨散

居在世界五大洲的多数国家，有亚洲的日

本、朝鲜、印度，也有西欧、东欧各国，北

美的美国、加拿大，南美的阿根廷、巴西、

厄瓜多尔，太平洋一些岛国和北非的一些国

家，但这种绝对的散居中存在相对的集中。

数量庞大的青田华侨分布在西欧各国；就东

方而言，以日本为主。西欧与日本两者相较

又以西欧为 。欧洲是除非洲外中国华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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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低的洲，但却是青田华侨密度 高的一

个洲，这也是青田华侨的流向与中国其他省

份华侨的重要区别。东南亚华侨 集中的地

区，青田籍的华侨却很少。所以对青田华侨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欧，但同时也不能忽

略他们散居在世界五大洋的事实。 

学术界对福建和广东商人的海外贸易给

予了较多的关注，有少量关于青田华侨的研

究，但苦于资料的限制，鲜有研究是基于浙

江青田地区华侨海外贸易具体情况的①。并

且，欧洲的中国移民研究主要被限于近年有

关移民政策的研究，对历史层面的欧洲的中

国移民则关注较少。本文试从青田石这一载

体出发，利用民国青田华侨的档案、报刊、

地方志与口述史料等，研究青田华侨在海外

的贸易活动，总结其特点，并且延伸到贸易

活动产生的偷渡行为，官方对偷渡的阻碍和

青田人身份缺失的后果。 

二、以青田石雕作为在欧洲谋生的介质 

青田人海外谋生与青田石雕有着密不可

分的联系，可以说青田石充当了青田人跨国

移动的铺路石[3]16-17。据《青田县志》记载，青

田的叶蜡石矿藏丰富，有 1000 多万吨。南宋

时期，青田石雕就有文房雅具、石章等产

品。元明时期文人把青田石章引入篆刻艺术

的殿堂，另外还有笔筒、石碑、香炉、佛像

等产品。清朝的青田石雕作为江南名产，屡

次被选为贡品[4]281-282。 

在 17、18 世纪之间，就有青田籍人经西

伯利亚到欧洲，贩卖青田石制品。 早确切

记载在族谱中，清嘉庆二年（1797），山口镇

陈半村留国云去日本销售石雕；光绪年间，山

口村林茂祥携石雕到旧金山等地，其产品深

受国外人士喜爱；光绪十四年（1888），魁市

村詹阿赴法经商；光绪二十六年，山口村石雕

艺人朱某到英国开设商店[4]641。民国时期石雕

大师倪东方回忆父亲出国时说：“父亲上船

做工，目的地在哪他也不知道，到了外国停

在码头两三天，他从轮船逃出来，拿石雕换

东西吃，后来碰到中国留学生介绍他去挑

煤，后来又去卖石雕。”[5]90-92 

青田华侨在民国以前就把青田石雕打入

了国际赛事：1853 年华侨的青田石雕在南美

洛易赛会展出获奖，1893 年石刻商人裘国定

等人的作品参加意大利都灵赛会，1896 年参

加欧国万国博览会，1905 年清廷钦差大臣陈

琪等人携石雕参加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

会，获得金奖[2]10。这些赛会是青田石雕和青田

人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也为民国初年到抗

战之前青田石的繁盛创造了极佳的条件，而

青田石在海外的热销则成为青田人出洋的巨

大拉力。 

一 战 期 间 ， 日 本 资 本 主 义 工 业 高 速 发

展，并且离中国路程近，当时中国处在北洋

军阀统治下的水深火热之中，而欧洲受战争

影响，所以日本成为当时的青田华侨的重要

去向。但是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后，日本排华

严重，中日关系恶劣，日本不再是青田人的

理想去处。再加上清末在欧洲销售青田石的

“图书客”在欧洲站稳了脚跟，亲友同乡之

间的关系可以形成初步的移民网络，20 世纪

20-30 年代，许多此前去日本谋生的青田人转

赴欧洲。此前的两条主干路向汇合成为一

条。此时是青田人旅欧的繁盛时期：法国

3000 多人，德国 2000 多人，荷兰 1000 多人，

奥地利 1000 多人，意大利 1000 多人，比利时

300 多人，西班牙 300 多人，北欧的芬兰、丹

麦、挪威等国也有部分青田华侨[6]40。据 1991

年青田侨情普查统计，1910-1949 年，青田有

近两三万人涉足海外，其中欧洲超过 80%。 

民国青田华侨在欧洲几乎都是靠贩卖石

雕和其他小商品赚取收入，卖完了可以通过

国内寄发，温州、上海都有营运公司，一箱

石货如果从上海托运，大约 45 天可以到法国

马赛港。为什么在欧洲的青田华侨会以贩卖

石雕和其他小商品为业呢？这与青田华侨本

身文化素质不高、经济资本不足有关系，他

们不懂外语又缺乏技能，也没有资金做大买

卖，只能在 初从事一些简单的经济活动。

这种送货上门的模式与欧洲人的生活方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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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所以非常受欢迎。加之世界资本主义市

场力量扩张，欧洲人对中国古玩等工艺品产

生好奇心理，青田人恰好抓住这一市场缺口，

贩卖中国商品，于是做小贩生意成为民国时期

青田人在欧洲谋生的传统： 

他们把商品装在皮包或者篮子里，手

拿肩挑，沿街叫卖或者上门兜售。由于不

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他们的贩卖形式

在不同的地方存在着差异。在法国，他们

将货物挂在身边沿街叫卖。在德国，他们

手拿皮箱，沿街兜售。在瑞士，他们用皮

包贩卖货物。[7] 

1913 年，奥地利报纸《帝国邮报》（The 

Mail and Empire）还记录了他们的身影：这些

中国人穿着油迹斑斑的中式大袍，特别喜欢

去门庭若市的地方，从宽大的口袋里掏出满

把扇子、小玩意给人看。这些中国货会引起

人好奇，于是他们漫天要价[8]8-9。 

叶廷芳，生于 1889 年，从小就学习雕

刻，20 岁带着青田石和刻刀，从东北边陲满

洲里出国，横跨西伯利亚，边卖边走，常常

展示雕刻技艺，1911 年到达法国巴黎，定居

里昂火车站。20 世纪 30 年代在莫隆街开设

商店，出售石雕工艺品、皮挂件、瓷器，兼

营批发[2]32。 

1933 年记者邹韬奋也写道：去往欧洲的

青田人，不少在道路旁，把所带的青田石雕

等形形色色的东西排列出来，做起了生意，

有的还发了小财，传到家乡后，出洋的渐

多，不到十年遍布全欧，法国为 [9]81-82。第一

批到达欧洲的浙江人便是卖石刻工艺品和古

玩的青田小贩，他们乘船经过马赛或者乘火

车到达欧洲，利用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特点，

慢慢将他们在巴黎的基地向欧洲的其他国家

迁移[10]163-7。 

在小贩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也

会选择店铺经营，做批发生意，店铺经营者

将货物再批给流动小贩。与闽粤两地的华侨相

比，青田华侨在民国时期以小贩模式为主，未

能形成严密完善的、以大公司为组织的跨国

贸易体系。 

三、港口与移民黑市的体系化 

港口在青田人出洋和对外贸易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青田县人出洋和贸易活动几乎都

要通过温州海关中转。1876 年，英政府强迫

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随由中国议

准在于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

东北海四处添开通商口岸。”[11]201 1877 年 4 月，

温州建立洋关，先称“温海关”，后称“瓯海

关”，英国人好博逊（H. E. Hobson）任税务司。

在青田设分卡并派副税务司一人[12]22-24。温州的

开埠冲击了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和小农经济，

也给当地人认识西洋世界的机会，为移民意

识的萌发营造氛围。 

温州山路艰险，陆路交通困难，在开埠

以后，温州人域外出行的首选就是海上交

通。1877 年 4 月，英商怡和洋行康克斯特号

（Comcast）客货轮开通了上海—温州—福州

线。上海是当时中国的大型开放城市，福州

是出洋传统深厚的城市。运输条件的改善加

大了青田人出洋的可能，扩大了移民渠道的

辐射圈。温州还有到香港、台湾、印尼、新

加坡的航船。青田人沿水路出国基本上都会选

择从温州出发或者先从温州到上海再进行转

乘。比如去欧洲，从上海出发，过苏伊士运

河入地中海，到法国马赛或者意大利那不勒

斯上岸。 

考察瓯海关的贸易情况，能发现青田石

雕流入世界市场的证据，遗憾的是青田石雕

不属于大宗商品，一般被算作杂货，在有些

年份具体运输量记载缺失，只 1911-1925 年有

滑石器出口数量的具体数据（图 1）[13]79，104-105。

工艺品能有这样数量的出口实属不易，青田

石雕出口贸易的低潮期主要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因为青田小贩多在欧洲活动，所以

滑石器的销量和欧洲的形势密切相关。 

在1912-1937年瓯海关华洋贸易的报告中，

有一些关于青田石雕出口情况的描述性语句：

1912 年，“青田石及烟叶两宗仍见加增[14]596。

1914 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瓯海关运往



122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21 

上海然后再转销海外的“货物之增加者，如猪

油、药材、柑子、绿茶、烟叶等，均为大

宗。其减少者，则为棕、生牛皮、滑石器、

红茶及未烘茶叶等为多……欧战发生，海运

险恶，凡业青田滑石者，昔多运赴南美洲售

卖，今则裹足不住，此所以一年出口之数，

顿形减色也”[14]600。1923 年，“对于温州之雨

遮及滑石器二种，亦以日本地动以后，显系

该国市清衰弱，无力采运，然本年运销于他

处者，仍系络绎不也”[14]621。这也印证了在日

本关东大地震和排华等一系列事件后，青田

华侨多回乡或者由日赴欧。1925 年，“滑石

器因工作简陋减少 20%”[14]627。1926 年，“滑

石器为瓯特产，因美国销场复盛，凡有佳

品 ， 俱 运 该 国 ， 故 增 三 成 三 ” [14]631 。 1931

年，“至若纸张、轻木材、熟皮器、石器及

火柴等项，系运往通商口岸者，本年贸易尚

称不恶”[14]641。1932 年，“近年温州商业渐趋

衰落，恐将失其重要之地位，尤以转口贸易

为甚。本年进出口贸易无不低落”[14]642。温州

的贸易渐趋邻近各地（非通商口岸），自从常

关裁撤后，温州附近的瑞安、平阳、海门都

成了自由贸易的商埠，商民趋之若鹜，甚至

温州所产的货物也送过去转运，因为非通商

口岸无税。1937 年，“直接出口货物分三路

运输……三为经由汕头或上海转船运往外洋

之雨伞、绿茶及滑石制品”[14]647。青田石雕工

艺品在一战以前有着很好的国际口碑，民国

时期其对外贸易大体上维持稳定水平，在一

战期间销量有所减少，日本大地震时期，在

日本的销路渐窄，但在欧美等地还是比较受

欢迎。 

青田人出国谋生获得财富的强烈愿望也

催生了港口中介机构的出现，他们中有不少

是通过偷渡出洋的。温州、上海等地出现一

些“包客”，他们祖籍几乎都是温州青田，

比如青田的杨定杰、温州的陈鹤鸣、文成的

胡 进 超 。 名 义 上 一 般 是 “ 客 栈 ” 和 “ 钱

庄”。去欧洲的一种方法是“藏舱”，大约

只要 200 银圆，上海十六铺的客栈有多家秘密

机构，专办此事，温州设有联络点，联络点

办事人员都是同乡人，他们掌握消息，想要

出国的人一到温州，同乡就来引送到上海的

某客栈，介绍费 200 银圆[15]27。客栈的中介人

员与远洋轮船的水手长串通好，假扮成水手

上船，藏在杂物间或者货仓。到了当地，水

手将人带到青田侨胞的客栈。 

另一种合法方式是办理护照，要贵 100 银

圆，但是安全得多。青田人在上海开设的公

合昌、公达利、同昌等一些钱庄，专门办理

侨胞汇款的，温州有分部。钱庄兼营客栈，

包办护照，只要住进客栈，交 300 元，就开始

图 1  1911-1925 温州滑石器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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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办护照，等待期间食宿另外收费，所以他

们故意拖延，三五个月之后才办好护照。费

用不够者还能向钱庄贷款，出国赚够了钱再

还清本金和利息。“如果出国是通过公合昌

钱庄的，以后在国外汇款必须要经过公合

昌，钱庄才会同意贷款。此外，他们还有邮

购业务，需要特产、书刊等，他们会从国内

寄到你的侨居地。”[16]71 

据青田老归侨口述，他们护照上的姓名

常常和本人姓名不同。如王薛芳的护照名字

是林格东，周仲轩的护照名是吉纳同，周松

法的护照名是陈体业。有的华侨回国后不想

再出去，护照便打算弃之不用。青田人在上

海、温州开的钱庄和栈房低价收购旧护照再

卖给新出国者，通过“移花接木”的方式，

让新出国者获得护照。据文成的许多老归侨

反映，青田的杨廷杰从日本回国后专门在上

海做中介生意，帮助同乡办理各种出国手

续，并介绍国外的风土人情[2]18。这些县人开

设的中介机构，客观上为后来者出国提供了

诸多便利，同时也让青田华侨的移民黑市呈

现出体系化的运作模式。 

四、贸易结构和银钱业  

青田石雕从生产到销售、消费，经历较为

简易的分配过程。销售环节主要的模式有两

种，分别是小贩式零售和批发式销售。第一类，

简单的小贩零售模式，小贩的货源分为手工制

作和批发两种。自己亲手制做的的话，一般都

是将青田石工艺品随身携带，直接分销（零级

渠道），没有中间环节；另外有些小贩从青田

当地的手工艺人处批发来石雕工艺品，于是

小贩充当着零售商的角色，他们带着人和物

一起漂洋过海，然后通过上门推销的方式零

售，也有的小贩走一路卖一路，在路途中可

能就卖完了，然后到了目的地，通过温州、

上海港口的公司寄送石货到侨居地继续贩

卖。有在欧洲坐店经营的青田人，也就是座

商（Sedentary Merchant）。这种一般是小有资

本的商人，他们的店铺不仅有零售的功能，

还承担着批发的作用，他们被叫做坐店老

板。据记载，有青田华侨在丹麦开了一家古

玩公司，后来欧洲的青田人往往从该公司进

货[17]175。另外一类是批发商式销售，多从流动

商贩起家，他们从侨居地同胞开的批发行进

货，然后根据流动商贩或者客人的订单，一

边进货，一边转手，没有商品积压的风险和

资金周转的困难[2]31，然后向 底层的小贩进行

推销。民国时期的青田华侨携带或者寄送以

青田石雕工艺品为主的物品出国贸易，不同

于潮州人在米业贸易上建立的复杂的跨国网

络，它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单向度的贸易——
将家乡的特色产品在海外进行销售，但是并

没有将大量洋货带回国内贸易，所以其结构

相对而言是比较简单的（图 2）。 

和工商业联系紧密的就是银钱业，温州

手工业繁荣发展，土产如茶叶、木材、木

炭、南屏纸、草蓆、雨伞、石雕等，远销国

内外。航运畅通，申、通线有定期轮船航

班，沿海各商埠有汽帆船行驶。商业发达，

市场繁荣。因经营钱庄利润优厚，殷商富户

 

图 2  青田小贩的简单贸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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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投资，加入钱业公所之大同行从民国七

年三十五家，十年后增至六十四家，盛极一

时，但其资金实力，大多薄弱，经营方式陈

旧而投机性大。1911 年后，温州钱庄发展较

快，到二十年代初，温州钱庄已有二十多

家，其中 1915 年开设的洪元钱庄和 1916 年开

设的鼎源钱庄规模 大，和早期就已开设的

厚康、涵康庄，成为温州钱庄行业中的领头

羊。青田县城于民国 8 年开源康钱庄，此后有

信达利、源源、义达利、有大、裕康等钱庄

陆续开设。源康钱庄规模 大，办理侨乡汇

款解付和小额信贷。由于上海的国际航运发

达，青田人也多在上海开钱庄。据《青田会刊》

记载，1922 年，吴干奎在上海开设“吴同春钱

庄”，促进了青田石雕大量出口外销[18]25-26。此

外，还有公合昌、公达利、同昌等一些钱

庄，是青田人在上海开设的，业务多元，既

有合法的汇款、信贷业务，还有为偷渡而开

设的黑护照业务。 

同 时 ， 地 方 性 私 营 银 行 也 应 运 而 生 。

1914 年 5 月，中国银行在温州建立了支行，主

要业务是买入申汇和期票贴现，专办浙南一

带的侨汇，经收各种存款等。创办瓯海实业

银行乃旅沪温籍金融界前辈黄溯初、徐寄

廎、周守良三氏所倡议，当地富商厚康钱庄

经理汪晨笙及其次子汪惺时则主其事。厚康

钱庄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历史悠久，资金

雄厚，信誉卓着。1923 年三月间该行正式开

业，行址租用小南门小高穚下原霞浦会馆旧

址。该行经营项目，主要是办理存款、放

款、汇兑及信托业务[19]5-6。 

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青田移民黑市中

的非法交易显然发展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商

业手段，因为青田移民通常经济条件较差，

故而被迫从非法钱庄贷款以支付其旅行、护

照和行李费用。移民服务也越来越复杂，主

要反映在移民于欧洲出售商品类型的变化以

及地下移民机构向批发生意的发展。欧洲的

沿街叫卖的中国小贩能够非常便捷地向柏

林、巴黎和其它主要城市的中国批发公司订

货，后者则与浙江和上海的公司有联系。通

过邮递的方式，批发公司把欧洲各地需要的

中国商品递送到当地邮局，商贩在此付费，

继续他们的生意。  

五、政策的限制与缺失身份的恐惧 

离散的侨居和贸易模式，也使得民国时

期的青田华侨要面临在国外谋生的艰辛，除

此之外，他们还要面对来自官方的重重阻

碍。外交部在 1916 年制定《出洋经商护照办

法》，有规定“领照赴欧洲各国者每人需缴纳

保证金二百元。领照出洋经商者须由商会具

呈代领并须有殷实商号作保；凡小本营业暨

无资本之技人虽照章缴纳保证金亦不发护

照”[20]。1930 年，外交部出台了《出国护照暂

行办法》：“出国经商应于当地商会或殷实商

号二家出具保证书并证明其资本数目。”[21]3  

青田人去欧洲一般都在法国中转，再转

赴其他国家。12 区的里昂车站不但供旅法华

侨在此批发商品，也承担着中转站的功能。

于是上海市公安局对从上海乘坐法国轮船的

船客进行了管控，1930 年与法国轮船公司达

成协定，邮船公司在发船前两天将护照先送

至公安局审查检验，以免出现冒名顶替、人

照不符的情况。 

但是实际情况是，尽管受到官方的种种

限制，青田人仍然通过各种方法出去谋生，

比如偷渡，他们很多是没有护照的，在侨居

地当地也会受到警察的驱逐。“在欧青田人

散居各国，出国时不带护照，仅携土货数件

贩卖度日，在德之青田人大概贩卖中国瓷器

珠宝及各种奢饰品，闻有人设总机关于汉

堡，批发物件，来往各城，挨户销售。所售

物件，大都赝造，即以瓷器而论，均系德国

北海附近瓷器厂出品，伪用华文印记，冒充

中国瓷器。由青田小贩供人利用，代为贩

卖，因不得当地警察所许，故此类小贩之被

警察拘禁者，时见报端”。由于没有护照，

并且会贩卖赝品，青田小贩在当地被警察拘

禁的情况时有发生，更有甚者遭到外国人的

殴打和杀害。中国方面认为这些小贩有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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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名誉，并有可能被欧洲警察取缔，为避免

国人在外受欺凌，呼吁我国外交当局从速设

法，“使已在国外者安返故乡，欲再来者倘

无保障，禁止出境”[22]231。 

二 十 年 代 来 欧 的 青 田 小 贩 数 量 越 来 越

多。而且部分新来者不再像之前老实做自己

的土产青田石刻生意，而是从事一些假冒次

品的中国商品的销售，自然销路越来越差。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看到来自侨居地的推

力：三十年代全球性经济危机以及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冲击，欧洲社会动荡不堪，留在欧

洲的青田人处境艰难异常，有些被抓去当苦

力，有些自己的小店铺被征用，甚至死于非

命，并且也随欧洲人经历了生活必需品短缺

的时期。根据 1905-1935 年青田华侨赴欧人数

的统计，三十年代以后，青田华侨赴欧人数

呈现大幅下降的趋势。 

政策上受到来自侨居地和家乡政府的双

重限制，一些小贩没有侨居的合法身份，在

异国他乡谋取生计异常艰辛，整日生活在被

驱逐的恐惧之中，还要面临战争时期当地物

资短缺造成的饥饿之苦。大部分青田华侨在

二战后选择归乡，二战前青田海外侨胞达到

1.7 万人，而二战以后只剩下三千多人。战争

结束后，欧洲的经济复苏给滞留欧洲的青田

人的皮革业、中餐馆等产业带来发展机会，

中国大陆也慢慢走向经济发展的阶段，在此

之后的青田华侨拥有更多资金，经营模式也

开始转型，由民国时期的小贩经营为主转变

为店铺经营、工厂经营为主。  

六、总结 

近代 早到欧洲的是广东、福建人，清

政府的广州通商政策，使得一批闽粤人受雇

东印度公司，在欧洲当船员，但是欧洲移民

的主体却是青田人，而闽粤人多选择东南亚地

区进行移民，为什么呢？除了地理因素，还

因为东南亚是中国的藩属地区，会带来文化

认同感，而闽粤地区人民的宗族意识比较强

烈。并且，青田人的贸易结构没有闽粤地区

商人复杂。有县人在欧洲谋生的先例和传

统，却没有足够的资金和经商头脑，只得通

过贩卖家乡的特有工艺品作为民国时期事业

的起步。由于青田移民开始时是帝国主义建

立浙江和欧洲顺畅交通的副产品，并没有出现

西方工业品大规模的进口和海外投资。改革

开放后，青田人才逐步实现向餐饮业、加工

业、国际贸易等行业的现代转型。 

观 青 田 华 侨 在 民 国 时 期 的 艰 辛 创 业 之

路，他们的外出路线和贸易活动呈现出绝对

性离散分布和相对性集中汇合的重要特点。

清末和民国初年，青田华侨长途跋涉，带着

青田特产的石雕工艺品，人和物一起移动，

欧洲、亚洲、美洲的许多国家都有他们的身

影。随着他们的产品在欧洲的热销，另外受

其他地区对移民的各方面限制，许多青田人

选择将欧洲各国作为出国的目的地。他们的

足迹和贸易活动遍布欧洲多个国家，又以法

国、意大利等国为重点。迁入的青田人做小

贩的相对较多，也有部分在当地通过做小贩

获得一定资本后，成为固定店铺经营者，贸

易活动有相对固定的特点。 

民国时期的青田人出洋也面临着重重阻

碍：有欧洲当局的取缔，有中国驻外使馆勒

令迁出地政府对其出洋进行规劝、限制，有

移民机构对护照等手续的严格审查。他们在

逆境中不断寻找安身立命的方法，在风霜雨

雪中将家乡的石雕艺术推广到海外。 

注释： 

① 现仅有关于民国时期青田华侨海外贸易的研究成果：郭剑波

《青田华侨肇始和经济萌动探析》（载于《八桂侨刊》，2015

年 6 月第 2 期），陈肖英《青田籍华侨华人与“海上丝绸之

路”》（载于《八桂侨刊》，2016 年 3 月第 1 期），李明欢

《欧洲华侨华人史》（北京：华侨出版社，2002 年）等。现

有的研究主要阐述青田华侨出洋的经济原因、出行路线，对

其海外贸易的具体情况则缺乏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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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ls of Absolute Dispersion and Relative Concentration: Based on the Stone Carving 

Trade Activitie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Europe in Qingtian Count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DONG Wei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Ningbo 315100, China） 

Abstract: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residence site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Qingtian have their unique discrete nature.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immigrants from Fujian and Guangdong, who take the clan as a strong link to migrate. On the 

contrary,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Qingtian have their roots in the specialty: Qingtian stone. They carry the handicrafts of Qingtian 

carving stone abroad. After going abroad, they continue to engage in the carving stone trade or turn to sell other tiny commodities. 

The trad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Qingtian was rather scattered. However, there was also a certain relative concentration in 

this absolute separation, that is,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Qingtian mostly have resided in the Europe after the July 7th incid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trade activities, studying its trade patterns, smuggling behaviors and official norms 

and constraints.  

Keywords: Qingtian, stone carving, Chinese overseas,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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