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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东南亚华侨华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主要国家政治界、经济界的关注，有关东南亚
华侨华人的研究也引起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重视，华侨华人史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另一方面，伴随着新冷战史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美苏两极之外的其他地区以及
当地的人民，冷战时期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更是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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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d War and Diasporas： Ｒesearch on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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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e and mor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ircles from major countri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research on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has also aroused great attention of many experts and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and fruitful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e research on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which is a specialized field of research． On the other hand，along with the rise of the new history
of the Cold War，more and more scholars research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gan to turn their attention to other areas besides Soviet Union and America and the local people，the problem research on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Cold War caused the strong interest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s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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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史研究在中国已历百余年 ，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都对该领域的
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历史上，庞大的海外华侨华人曾对中国本土的社会经济发展起过特殊作用 。
当今时代，华侨华人更是中国最重要的海外资源 ，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主要动力之一 。改革开放
30 年来，伴随着华侨华人数量及其经济实力和政治潜力的不断增长 ，其研究的现实意义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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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华侨华人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其中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更是该
领域中的重点所在。
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在中国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与当时中国与东南亚的联系密不可分 。
同时，国内外的政治与学术环境也深刻影响着彼时的东南亚研究 。 如新中国紧随苏联的步伐，无论经
济、政治，乃至学术研究上都深受苏联因素的影响 。
20 世纪 50 － 90 年代，国内的东南亚研究有了显著的发展 ： 其一，四个地域性的研究中心初步建立，
两个中心位于广州，余下则分布于厦门、昆明，这些研究中心开始逐渐演变为国内东南亚研究的学术重
2000）、《冷战以来的东南亚国际关
镇。出版了《当代东南亚国际关系》（ 马晋强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等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著作。 厦门大学主办的《南洋问题研
系》（ 厦门大学出版社，
》
、
《
究 暨南大学主办的 东南亚研究》、广西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东南亚纵横》等集中研究东南亚的刊物更
［1］（ p177 － 178）
是成为探讨东南亚国际关系史的重要阵地 。
其二，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教育开始在历
史教学中得到普及。其三，研究多集中于海外华人、东南亚各国的历史、政治与对外联系等课题，并向深

度与广度发展。其四，研究多依靠国内史料、华人访谈材料、翻译的国外历史学著作等成果，强调马列主
［2］（ p11 － 15）
义历史观，主要运用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人民自由斗争与反对殖民主义等理论方法 。
与此同时，冷战的爆发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局势 。冷战初期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更是亚洲格局发生
剧烈变化的时期： 一方面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使得一大批东南亚殖民地开始成为独立国家 ； 另一方面，
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并以全新的姿态对亚洲局势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一过程中，
尽力争取海外中国人特别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支持成为新中国政府与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关心的问
题之一。而如何应对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政权在中国的建立 ，如何维持各自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 ，如何
避免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和传播等问题也无疑成为这一时期美英亚洲政策关注的重点 。正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东南亚华人问题逐渐成为冷战初期东南亚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
总的来说，国内有关冷战初期东南亚华侨问题的研究多为华侨史研究的延伸 。 从国际学术发展的
前沿来看，以冷战的视野研究东南亚华侨问题是华侨史研究的一条新的路径 。因此，国内研究冷战史的
专家学者也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东南亚地区 ，开始以国际关系史的思维来探究东南亚地区及东南亚
华侨华人发展演变的历史。正如学者所指出的： “华侨问题不仅与少数族裔、民族同化、排华反华等主
题密切相关，它还涉及当事国之间以及当事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 这种情况在冷战时期
［3］（ p39）
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关于美国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政策研究
在东西方在世界政治的中心欧洲和北大西洋形成冷战对峙的国际背景下 ，美国作为西方资本主义
阵营的头号大国，其对东南亚政策是一个长期吸引国内外学者兴趣的问题 。20 世纪 50 年代迄今，由于
冷战结束引起的冷战史新研究对传统研究的批判 ，学者开始将注意力投注于东南亚，探讨美国对东南亚
以及东南亚华人的政策。
国外学者对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政策关注较早 ，且多紧密围绕政治形势的发展。《美国政策中
［4］
的东南亚》 在批评冷战初期美国的东南亚政策的同时 ，对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也多有涉及。《东南
［5］

亚： 美国政策诸问题》 反映了当时负责东南亚问题的美国政府官员和专家对东南亚形势的看法 ，并更
加偏向于政策评估和参考。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开始关注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 桑卡尔 ·N． 迈特拉
（ Sankar N． Maitra） 在《培养海外华人的重要性》一文中指出要重视东南亚华侨华人，且将其置于非常重
［6］（ p361 － 364）
要的地位。
罗伯特·麦克马洪的《有限的帝国： 二战以来的美国与东南亚 》则对杜鲁门至约翰
逊四届美国政府对东南亚政策的决策过程及政策发展轨迹予以阐释 ，是美国学者研究美国对东南亚政
［7］
策的重要成果。
国内研究方面，尤洪波在《冷战期间美国对东南亚政策的演变 》一文中指出，从 1945 年到 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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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中，双方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对峙 。 东南亚地区就是美苏角
逐的一个重要舞台。他将美国自二战胜利到冷战结束这一时间段对东南亚的政策划分为五个阶段 ，并
总结出美国对东南亚政策的五个特点 ： 其一，美国的东南亚战略有一个演变过程 ； 其二，以遏制共产主义
为主要目标。前期反华，后期反苏； 其三，以自身的安全、经济利益为主； 其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国
内政治的影响； 其五，从较为盲目向较为现实方向发展。前期狂热的反共思想使美国深陷越战的泥沼达
［8］
十二年之久，而后期美国在东南亚采取的是现实主义的政策和战略 。
孙建党认为战后初期，由于美国认为英国所采取的殖民政策较为开明 ，基本符合美国所倡导的渐进
的非殖民化模式，加之出于自身经济利益和冷战形势下全球战略的考虑 ，美国默认了英国殖民主义在东
南亚的继续存在。之后，英国国力的衰落使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逐步萎缩 ，美国以介入战后东南亚非
殖民化的过程为契机，开始在塑造该地区未来秩序的过程中起到领导性的作用 ，并对英帝国的非殖民化
施加了一定影响。美英之间从战时的合作与冲突开始 ，以大英帝国的瓦解而告结束，完成了战后世界霸
［9］
权的转移。 在《美国在战后东南亚非殖民化过程中的政策 》中，孙建党回答了在非殖民化过程中美国
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 战后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使美国在非殖民化问题上趋于保守 ，基于全球战略及其
建立世界经济体系目标的考虑，美国在东南亚非殖民化过程中的政策变得灵活而现实 。 战后美国决策
层未能真正理解东南亚殖民地民族自决以及更深层次的非殖民化的历史动力 ，其现实主义政策直接影
［10］
响到了后殖民时代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 。
刘雄发表的若干论文致力于解析华侨如何卷入冷战漩涡中 、美国的遏制战略与东南亚华侨的关系 、
东南亚华侨社会变迁中的冷战因素等问题 ，是国内有关于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华侨问题研究中代表
［3］（ p39 － 46）
性成果。《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南亚华侨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 》
利用美国政府新解密的文
献资料，探讨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华侨政策的制定、基本内容、调整及其实际效果。《国家安全与华
［11］
侨利益的双重考量》系统梳理了 1949 － 1960 年间新中国对华侨政策的演变历程。 《试析战后东南亚
［12］
［13］
华侨社会变迁中的冷战因素》 与《东南亚华侨如何被卷入冷战漩涡 》 则突显冷战爆发给东南亚华

侨带来的巨大变迁，酿成“华侨史上最深刻、最激烈的变革 ”。 这些文章聚焦于阐释冷战前期美国政策
对东南亚华侨的影响，在研究视角、资料和观点方面都有一定的创新之处 。
张学军在《美国解密档案 DDＲS 与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 》中指出，DDＲS 逐渐解密了部分关于
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内容，该文对将该档案材料运用于战后东南亚华侨社会的研究进行了详尽的
［14］（ p99 － 101）

可行性分析。
张扬于 2010 年发表的《“海外华人项目”与美国反华保台之心理战政策初探 》则从一个新的视角来
看待美国对海外华人的政策，即从美国对华人政策出发来探讨当时美国对东南亚乃至新中国的政策 。
该文认为美国对海外华人的政策是服务于其整个远东利益的 ，如何拉拢海外华人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如
何保证东南亚地区的稳定是问题的另一方面 。在美国政府的政策讨论中，越来越多的官员倾向于认为，
美国的“海外华人项目”不能偏离东南亚区域稳定这一主航向。 通过对冷战初期“海外华人项目 ”确立
及演变的历史研究，可以揭示美国使用除“战争以外一切手段 ”来实现其冷战目标的政策实质，亦可探
［15］（ p54）

讨美国在政策实践过程中能力的有限性 。

二、关于英国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政策研究
国内外有关英国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政策研究多集中于中英关系的研究中 。 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
代相关档案解密之前，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布莱恩 · 波特的《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 1945 －
［16］
1954 年英国态度的研究》。
该书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其兴起 、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中国在联合国
的代表权问题、台湾问题等都有深入的探讨。基于对中英关系的细致梳理与冷战史新研究带来的研究

视野的拓展，学者们开始将关注点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及当地的民众 ，探讨冷战期间英国与东南亚华侨华
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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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艾伦（ James de V． Allen） 在 1967 年推出的《马来亚联邦》一书中率先将英国殖民当局的政
［17］
策与华人政治联系起来。 在对当时的报刊、新闻的筛选研究过程中，艾伦认为英国殖民当局在评估建
立马来亚联合邦的过程中，担忧马来亚华人抗日武装的力量，认为其分担了英国殖民当局在马来亚的政
治利益。同时，马来社会反对非常激烈，他们认为，这计划将使华人在政治上取得优势 ，而马来人的特权
地位受到威胁，马来人应享有的权益与前途失去保障 ； 他们也反对取消苏丹权力，这将使他们的民族感
情受到伤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决定放弃“马来亚联邦 ”计划，经过与苏丹代表及巫统领袖
谈判后，宣布在 1948 年 2 月 1 日成立“马来亚联合邦 ”（ Federation of Malaya） ，取代“马来亚联邦 ”（ Malayan Union） 。
［18］
穆罕穆德·诺丁·索佩 （ Mohamed Noordin Sopiee） 在《从马来亚联盟到新加坡的独立 》 中认为
美、英在马来亚联合邦建立的过程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华人团体在马来亚政

治生活中的作用。索佩注重档案文献的搜集，书中选取了为数不少的英国议会文件及美国官方档案 ，这
些资料在论述美英政府与马来亚当地华人团体的联系时有比较大的借鉴意义 。
欧鹤清（ 音译） （ Oong Hak Ching） 于 2000 年推出的《马来亚的华人政治： 动态的英国政策 》一书是
［19］
以冷战视野分析东南亚华侨问题的代表性著作 。 该著通过对马来亚政治细致、系统的梳理指出，从
1942 年至 1955 年，英国当局对待华人团体的态度变化是富有戏剧性的： 从否定、消极抵触华人团体介
入马来亚政治生活中，转向尝试以一种积极、适应的态度来应对华人政治的兴起 。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
有多种，比如华人团体人数的增多、力量的壮大； 新中国的诞生，英国开始重新评估与新中国的关系进而
考虑到马来亚当地的华人团体； 英国在马来亚地区势力的削弱并开始依赖当地的团体 ，更加重视华人团
体的呼吁等。在作者看来，英国殖民当局在马来亚地区的政策与当时冷战爆发 ，英国与新中国关系这个
大背景有紧密的关系，是冷战时期东南亚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剑桥东南亚史： 二战至今》从宏观通史的角度阐发了二战之后欧洲在东南亚殖民体系的瓦解、一
大批独立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东南亚的经济与社会变迁发展以及民族 、种族观念带给东南亚发展的冲
［20］

击，相关章节对东南亚华侨华人亦有描述 ，将华侨华人置于东南亚整体发展之中来考量 。
奥克兰大学的尼古拉斯 · 塔尼 （ Nicholas Tarling） 于 1998 年所著的《英国、东南亚与冷战的爆发
［21］
1945 － 1950》一书是东南亚外交史与政治史的重要著作 。
作者以时间为序，系统梳理了战时与战后初

期英国的东南亚政策，东南亚国家的重建与非殖民化的进程 ，东南亚华侨华人在此进程中的积极参与以
及共产主义的影响等问题。作者认为东南亚各地区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 ，需要从全局上进行论述而
非只是进行片段式的研究，且认为英国政府在冷战爆发初期的东南亚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历
经了受日本威胁到受共产主义威胁的转变 ，并尝试影响美国的东南亚政策。 该著充分利用了已知的原
［22］

始档案，是英国对东南亚华侨华人政策的重要研究成果 。之后作者又推出了《近现代东南亚史 》， 从
人口领土、环境、经济、社会团体、政党等角度对东南亚进行了详尽的梳理； 《英国、东南亚与朝鲜战争的
［23］
［24］
影响》 ，将英国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政策研究推进到了朝鲜战争时期； 《帝国主义在亚洲 》 对英国
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及其对华侨华人的政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研究 。

国内方面，石沧金从报刊出发梳理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政治参与 。他认为二战后，英国殖民政府和
马来亚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采取了种种政策措施，对华人社会加强了统治。这些政策措
施并不都有利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 ，因此华人社会通过各种合理、合法的方式和途径，争取并维护自身
［25］（ p50）
的合法权益。
［26］（ p53）
廖小健从政治、经济、教育等层面对战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演变进行了详尽的梳理 。
在《英
》
，
国战后马来亚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 一文中 他指出英国殖民政府为加强或延长对马殖民统治所采用
［27］（ p51）

的多种手法，对独立后马来西亚族群关系和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张祖兴就英国殖民当局与马来亚共产党以及马华公会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在《英国取缔马
共的决策过程》一文中，他认为英国内阁在做出取缔马共的决策时并未掌握马共涉及谋杀事件的确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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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p85）

证据，对马来亚事态的性质也缺乏把握 。

2016 年

关于马华公会的成立与性质，他指出马华公会是英国殖

民当局发起成立的组织，英国殖民当局在马华公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 英国殖民当局的
主要动机是希望马华公会成为协助当局恢复秩序的政治力量 ，马华公会的华社领袖们则希望与马来族
［29］（ p53）

群合作，结束英国殖民统治，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

三、关于新中国政府与台湾国民党政权对东南亚华侨华人政策的比较研究
新中国的成立与国民党败退台湾是 20 世纪 50 年代前后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 。东南亚华
人作为生活在英国殖民地的海外华人 ，其人心所向成为影响东南亚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 20 世
纪 50 年代冷战方酣之际，尽力争取海外中国人特别是东南亚华侨的支持成为新中国政府 、败退台湾的
国民党政权共同关心的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冷战的结束、新档案的解密，特别是中国与台湾档案的逐步开放 ，使得许多学
者的研究兴趣由中英、中美关系转移到了同时期的新中国与台湾国民党政权对东南亚华人的政策 ，并力
图从新的视角，利用新的和多方的档案资料对东南亚华人这一群体进行新的审视与研究 。
刘雄《国家安全与华侨利益的双重考量———论新中国对东南亚华侨政策的演变 （ 1949 － 1960） 》一
文指出，中国的东南亚华侨政策经历了显著的演变过程 ，其间对国家安全与华侨利益的双重考量，始终
［11］

是中共制定与执行东南亚华侨政策的原动力 。

陈国威在《1924 － 1945 年国民党海外部与侨务工作考论 》一文中系统梳理了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前
［30］
及期间的侨务工作。 陈肖英《国民党执政 50 年“侨务”政策初探 》则详细阐明了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
［31］
到 2000 年“侨务”政策的轨迹。 这些成果多涉及战时及战后国民党与东南亚华侨的关系 ，具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
港台学者的研究主题多为华人政治与文化的整合演变 、华人社会的变迁、华人经济的发展、华人文
化与经济的互动，其中也不乏将东南亚华侨研究置于冷战视野中的文章 。 台湾学者王秀惠 （ Joan S． H．
［32］
Wang） 在其论文《以合法的名义： 二战中的台湾与海外中国人》
中揭示了冷战时期败退台湾的国民党

政权为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从节日、教育、体育活动、特许经营权、民族主义等诸多方面来激发海外中国
人的集体记忆（ collective memory） 和对自身政权的同情，但种族主义的冲击和“对被绑架反共的厌倦情
绪”（ were tired to the absurd ethnically problematic environment of the anticommunist） 使得国民党政府并未
达到预期的目的。
海外研究方面，斯蒂芬·菲茨杰拉德 （ Stephen Fitzgerald） 1972 年所著《新中国与海外中国人： 不断
变化中的北京政策（ 1949 － 1970 年） 》认为，影响新中国对待海外中国人政策的因素有民族 、国家身份的
［33］

认同以及美国对待台湾国民党的态度等 。 该著的重要性在于其利用大量史料来论证观点而非假设、
猜想。作者认为，在 1957 年前后，新中国政府的政策是富于变化性的，对待海外中国人的政策趋于灵
活，开始在不涉足所在国政治的前提下 ，提倡华侨华人融于当地社会，这样的政策显然与当时的冷战国
际背景不相符合，但却使得新独立的东南亚国家开始不再过于恐惧中国 。
梅雷迪斯·奥延（ Meredith Oyen） 所著《共产主义、遏制政策与海外中国人 》是一本很有影响的著
作，全面分析了战后至冷战爆发初期的东南亚局势 ： 东南亚国家寻求独立的同时，西方国家也开始谋求
在日本与西欧的重建方面保持继续合作 ，不断高涨的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引起了西方世界
的关注，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西方国家开始忌惮共产主义的不断蔓延 ，在此基础上，大陆与台湾对海外
中国人特别是东南亚华侨的政策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 。作者认为大陆的华侨华人政策相较于台湾显
得更为灵活： 大陆的政策重心在于提升华侨的自信与对新中国的热情 ，台湾的宣传重点在于强调历史上
国民党与华侨的紧密联系，但却对华侨融入当地社会持否定意见，“并没有准备好放弃对华侨的权
［34］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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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国内学术界有关于华侨华人的历史沿革 、发展轨迹的研究文章相当丰富，且多将注意力集中于华侨
华人在各居住国的情况、大陆与海外华人的关系、中国国内侨务等问题。港台学者的研究主题多为华人
政治与文化的整合演变、华人社会的变迁、华人经济的发展、华人文化与经济的互动等。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国外的中国学研究者、国际经济史学者、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者等纷纷将研究焦点投向华侨
华人领域，其中在冷战期间东南亚国际关系和东南亚华侨问题的研究中也有不少成果面世 。
总括可以发现，学术界有关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华侨史的角度 ，即从宏观的、长时
段的历史来梳理华侨社会的演变尤其是经济与政治的变化等等 ，缺少从单个问题、微观层面进行阐发的
研究成果。既往研究往往局限于对美国、英国、新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台湾方面对东南亚华侨华人政策的
单线条梳理，缺少对相关各方不同政策间的互动研究 ，尤其缺少对中英两国三方有关东南亚华侨华人政
策的对比研究。笔者认为，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牵涉到诸多关键问题 ，如英国在东南亚原殖民地利益的继
续保持、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深入、伦敦和华盛顿在与北京、台北多方互动中的考量和权衡、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在东南亚地区及华侨中争取支持与提高自身威望等 ，
因此它是影响东南亚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可以从宏观的决策分析和微观的政策实施角度，
系统梳理各方对东南亚华侨华人政策的制定 、发展演变轨迹、各方就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协调及各方
政策的实施效果，将有助于厘清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发展脉络 ，更好地以国际关系的思维扩展华侨华
人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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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侃《20 世纪以来民间历史文献学的学理脉络与可能趋势 》对 20 世纪以来民间历史文献学的学理脉络
进行了科学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民间历史文献学未来发展的趋势，一是建立新的民间文献学体
系； 二是要重构地方史的“形而下之理”； 三是全球史与域外交流的加强； 四是公共史学与历史记忆会成
为史学研究新的领域。李凭《框定北朝系统而突显社会特征 》突破以往学者对《北史 》的评价，认为《北
史》的历史价值在于其将晋到隋的历代王朝都视为整体 ，进而框定出北朝的历史体系，凸显出了战乱时
代的中华传统文化经由宗族的传承而得以延续的社会文化特征 ，深化了对《北史 》的历史价值的研究。
陈恒《在城市发现怎样的历史？ ———评 ＜ 剑桥世界史 ＞ 》对剑桥史系列书籍的成熟背景进行分析的基
础上，突出《剑桥世界史》形成的时代和史学背景，并对《剑桥世界史》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了详细的评价。
认为该书最大的史学特点就是在宏观的视角下 ，将非西方的早期城市纳入研究视野 ，凸显了世界史的研
究视角和优势，打破了“西方中心观”。陈文海《“弗莱德加”与百年学讼 》指出学界关于《弗莱德加编年
史》的编者问题一直存在着三种观点 。分别是以克鲁什为代表的三元论，以海尔曼为代表的二元论，以
高法特为代表的一元论。持三种不同观点的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轮回式的研究 、讨论、辩驳和反驳，
持续时间近百年，形成三大学术流派，促进了相关领域的学术进步。
会议期间，学者们积极参与学术讨论，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 一些学术前沿的新问题和新理
论、新技术得到探讨，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 责任编辑： 戴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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