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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ting
Dear Distinguished Scholars, Researchers, Library Professionals, and
Participants:
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to welcome you to this sixth WCILCO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at the beautiful campus of Huaqiao University. If not for my
age and health condition, I would have liked to be with you just as the same as
I was at the previous five conferences held in Athens (Ohio, USA), Hong Kong,
Singapore, Guangzhou, and Vancouver between 2000 and 2012.
Ever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Dr. You Bao-Shao Overseas Chinese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Center at Ohio University in 1993 and the convening of the
first WCILCOS conference in 2000, greater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worldwide in the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work on Overseas Chinese.
Owing to the close cooperation of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University, and
Ohio University under the outstanding leadership of Scott Seaman, Dean of
Ohio University Libraries; Prof. Yudong Zhang, Dean of Institute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Huaqiao University; and Prof. GuotuZhuang, Dean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Research School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Prof. Jingxi Chen, Director, Documentation Center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Huaqiao University; Prof. Xueqin Shi, Vice De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search School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and Dr. Yan He, Curator of the Shao Center and
Executive Secretary of WCILCOS, this conference will be undoubtedly a very
successful one.
The overwhelming responses by submitting your research papers and your
travelling to Xiamen to participate in this conference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much appreciated.
I am deeply honored to express my profound gratitude to all of you for the
contributions each of you has made.
Respectfully,
Hwa-Wei Lee
Dean of Libraries Emeritus
Ohio University
President, WCIL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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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词
亲爱的专家学者、研究者、图书馆员和其他参会者：
我非常荣幸地欢迎您来到美丽的华侨大学参加“第六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
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从 2000 年到 2012 年，我分别在俄亥俄的雅典城、香港、
新加坡、广州和温哥华参加了以往五届会议，若不是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我
也多么希望像过去一样，与你们共同参会。
自从 1993 年俄亥俄大学的邵友保博士海外华人文献研究中心成立以及
2000 年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联合会的建立，有关海外华人的研究
与文献收藏工作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馆长 Scott Seaman 先生、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院
长张禹东教授、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院长庄国土教授以及华侨大
学华侨华人文献中心主任陈景熙教授、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的施
雪琴副院长和俄亥俄大学邵友保博士海外华人文献研究中心主任、WCILCOS 执行
秘书何妍博士的领导下，华侨大学、厦门大学和俄亥俄大学紧密合作，毫无疑问，
将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您踊跃提交论文并亲自来厦门参会，意义重大，我们深表感谢！
请允许我对您的贡献表达我诚挚的谢意！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联合会主席
俄亥俄大学图书馆荣誉退休馆长
李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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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to attendees of the World Confederation of
Institutes and Libraries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 regret that my schedule precludes my attendance at the 6th conference of the
World Confederation of Institutes and Libraries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On behalf of Ohio University I would like to thank Huaqiao University and
Xiamen University, our partners in this conference, for all their efforts in
organizing what is sure to be a very successful conference.
Ohio University’s Vernon R. Alden Library is honored to steward one of the
premier collections devoted to the documentation of and research on Chinese
overseas. The Dr. Shao You-Bao Center Chinese Document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promotes overseas Chinese research by supporting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reservation and documentation projects, the
research and writing of younger scholars, and conferences such as this.The
Shao Center is one of Ohio University’s most important research collections,
and we are pleased to help expand scholarship in this important endeavor.
I am sure that your time together will be very productive. By fostering the
exchange of ideas andthe examination of issues in Overseas Chinese
scholarship, library collection development, access, preserva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this conference has the potential to significantly bolste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with respect to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Thank you for your commitment to this important work!
Cordially,
Roderick J. McDavis
President, Ohio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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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与会者

由于时间的冲突，我不能参加第六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
构国际会议。对此，我深感遗憾。
我谨代表俄亥俄大学对我们此次会议的合作单位华侨大学以及
厦门大学表达由衷的谢意。感谢他们为筹备会议所付出的努力。我坚
信这次会议将取得圆满成功。
俄亥俄大学奥尔登图书馆在海外华人文献和研究方面做出了突
出贡献，邵友保博士海外华人文献与研究中心通过发展馆藏、对材料
保存和记录、支持年轻学者的研究和写作以及召开此类会议等方式推
动了海外华人研究。邵氏中心是俄亥俄大学最重要的研究型收藏之
一。我们很高兴能通过这些努力帮助拓展学术交流。
毫无疑问，你们这次的学术交流一定会取得显著的成果。通过交
流观点、检验海外华人学术方面的问题、图书馆馆藏发展、获取资源、
保存以及资源共享，这次会议将在很大程度上推进海外华人研究的国
际合作。
感谢你们的付出！
谨致
最诚挚的敬意！

俄亥俄大学校长：
Roderick J. McD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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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WCILCOS
The WCILCOS (World Confederation of Institutes and Libraries in Chinese
Overseas Studies) is a federation established by participating institutes and
libraries in a Chinese Overseas Studies conference in Athens, Ohio, in 2000,
to facilitate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larship and documentation, and
between institutes, libraries, and archiv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Registered in Ohio, it is non-profit and non-political. No membership dues are
collected. Since the inception of WCILCOS in 2000, the Dr. You-Bao Shao
Overseas Chinese Documentation Center has served as its secretariat, and
devoting its resources to the Confederation’s goals and visions.
For the past 13 years, the Shao Center has been co-organizing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with different host institutions in Hong Kong (2003),
Singapore (2005)， Guangzhou, China (2009) and Vancouver, Canada (2012).
They have been very successful in bringing librarians, institutes, and scholars
in Chinese Overseas Studies together, not only in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librarians to interact and exchange ideas with scholars and collectors, but also
a platform for tackling issues in collection development, access, preservation,
and information-sharing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Overseas studies.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联合会简介
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联合会是一个非营利，非党派的国际学术组
织。其创始会议于 2000 年在美国俄亥俄州雅典市举行，参加创始会议的研究与
文献收藏机构为其创始成员。联合会的宗旨是促进从事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
的研究机构、图书馆、学术团体、档案馆及各界人士的全球性广泛合作。自 2000
年联合会在美国俄亥俄州注册成立开始，邵友保博士海外华人文献研究中心一直
担任其秘书处工作，积极推动联合会的发展。
在过去十三年，邵友保博士海外华人文献研究中心联合当地的主办机构，分
别于香港 (2003)、新加坡 (2005) 、广州 (2009) 及温哥华（2012）成功举办
了四次国际会议。这些会议汇集了从事海外华人研究的各方人士，促进了各地图
书馆员、学者和收藏家在此领域的合作与经验交流，共同探讨并解决有关馆藏发
展、取用、保存及资源共享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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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Conference
In cooperation with Research School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of Xiamen
University and Ohio University Libraries, the Overseas Chinese Institute in
Hua Qiao University will host the 6th WCILCO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nstitutes and Libraries for Chinese Overseas Studies on Overseas Chinese in
Contemporary Asia. The event will be held October 15th to 18th , 2015 at the
university of Hua Qiao University (Xiamen Campus) in Xiamen, China.
It is fitting that Xiamen, where both Huaqiao University and Xiamen University
are located, will be the venue for the 6th WCILCOS Conference as this
beautiful coastal city in Southeast China is the hometown of enormous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s with previous WCILCOS conferences,
the organizers hope to utilize this event to promote the nexus between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on Chinese overseas studies and to facilitate
greater interaction between scholars and librarians around the world.

会议简介
2015 年 10 月 15 日至 18 日，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将与厦门大学南洋研
究院、俄亥俄大学图书馆在华侨大学厦门校区联合主办第六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
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会议主题是“当代亚洲的海外华人”。
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美丽海滨城市厦门是本届会议举办之地。厦门是本届会
议主办单位中的华侨大学和厦门大学所在地，同时也是众多东南亚华人的故乡，
是海外华人研究的重镇。
秉承历届会议的传统，本届会议将以研究与资料收集为中心，促进学者与图
书馆员的全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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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组织委员会
主席：
贾益民

华侨大学校长

李华伟

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联合会主席

执行主席：
张禹东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

庄国土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华侨大学讲座教授，
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联合会副主席

Scott Seaman

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馆长

副主席：
何妍

俄亥俄大学邵友保海外华人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联合会秘书长

施雪琴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院长

陈景熙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文献中心主任

委员：
何妍

俄亥俄大学邵友保海外华人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联合会秘书长

Jeff Ferrier

俄亥俄大学图书馆国际收藏中心主任

郑力人

康奈尔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

张秀明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施雪琴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院长

张长虹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图书馆馆长

陈巧贞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

陈景熙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文献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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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Notice
1, Participants should refer to the Conference Program for the daily agenda
and schedules of the conference.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keeping track of
their panel sessions and other conference events.
2, Badge use will be mandatory. Participants should display their conference
identity badge at all time to ensure access to the conference venue, dining
room and activities. Any loss or damage of the identity badge should be
reported to the conference staff.
3, No smoking at the conference venue; Please switch cell phones to silent or
vibrating modes and do not answer phone calls during the conference.
4, Anyone wishing to display or distribute materials, books or goods during
conference period must obtain the permission from Business Group of
conference.
5, The conference venue is at the Hua Qiao University( Xiamen Campus);
Address: No. 668, Jimei Road, Jimei District, Xiamen City.
6, The conference hotel is Goldcommon Royal Hotel; Address: No.399, Xinbin
Road, Jimei District, Xiamen City. The Breakfast location is at Sout Hall on 3rd
floor of the hotel.
7, The conference sponsors will arrange buses for participants heading for
conference venue and back to hotel. The bus group details please see
Participators List.
8, If you require assistance or information service, please contact Business
Group or call office Tel number: 0592-6162101.
Contacts: He Yan （Ohio University）: 18959265521
Chen Qiao-zhen （Hua Qiao University）: 15606979615
Chen Jing-Xi（Hua Qiao University）: 15606092830
Shi Xue-Qin (Xiamen University) : 13616021381
Zhang Chang-Hong (Xiamen University): 13515968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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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1，请与会代表自觉遵守会议议程和时间安排，准时参与会议各项活动。
2，请与会代表在会议举办期间佩戴大会代表证，方便各位参与大会各项活动和
用餐。如有损毁或遗失，请尽快告知会议工作人员。
3，会场内禁止吸烟。会场内请务必将手机调至振动状态，并请勿在会场内接听
电话。
4，任何人士如欲在大会期间展示或分发宣传单张或书籍、商品，必须事先取得
大会会务组同意。
5，会议会场是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具体地址是厦门市集美区集美大道 668 号。
6，与会代表下榻处是罗约海滨温泉酒店，具体地址是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路 399
号。早餐地点是：罗约海滨温泉酒店三楼索莎厅。
7，主办方统一安排大巴前往会场及返回酒店，乘车分组详见参会人员名录。
8，如与会代表需要帮助或咨询服务，请联系大会会务组。
会务组办公电话：0592-6162101，
联系人：
俄亥俄大学何妍博士：18959265521；
华侨大学陈巧贞副院长：15606979615，陈景熙博士：15606092830；
厦门大学施雪琴教授：13616021381，张长虹博士：13515968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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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Speakers 主题演讲嘉宾
Professor Philip Yuen-sang Leung
Dean of college of Arts ,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hilip Yuen-sang Leung received his BA (First-class Hons) from ChungChi
College and M Phil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1972 and
1974 respectively. He then went on to further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ceived his Ph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 in 1980.
Since then he has taught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he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 is at present
Professor of History, Dean of college of Arts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is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have been focussed on Chinese migration and
comparative city cultures (Shanghai,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the
Confucian revival movement in China and East Asia, and the Christian
experience in modern China especially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His recent publications include: The Shanghai Taotai: Linkage Man
in a Changing Society, 1843-90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Hawaii U.
Press, 1990,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in 2003),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Singapore
NUS
and
Global
Publishing,
2006),
The
Chinese-Christian Encounter(Taipei: Cosmic Light, 2006),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New Orders: Case Studies in World History, an edited volume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in 2007.
梁元生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梁元生教授于 1972 年及 1974 年于香港中文大学分别取得文学士及哲学硕士
学位，及后于 1980 年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取得博士学位，毕业后曾于新
加坡国立大学及加州州立大学任教。他于 1992 年由美国返港回归母校出任教席，
致力教研工作，学养深湛，现为历史学讲座教授。梁教授历年亦为大学的校务行
政工作多方贡献，备尽贤劳，曾经兼任崇基学院院长、中大人文学科研究所所长
等职，现担任文学院院长及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之职。
梁教授的研究专长及兴趣包括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儒学与基督教、海外华人
社会（美国及东南亚），以及上海、香港与深圳的城巿文化。他著作甚丰，并出
任多份学术期刊的编辑成员，近年主要论著包括《晚清上海：一个城巿的历史记
忆》、《边沿与之间》、《双龙吐艳：沪港之文化交流与互动》、《基督教与中国》，
以及《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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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Speaker 主题演讲嘉宾
Dr. Jidong Yang
Head, East Asia Library, Stanford University
Dr. Jidong Yang received his B.A. And M.A. degrees in history from Peking
University, Ph.D. degree in East Asian Studi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nd MLIS degree from Rutgers University. He became the Head
of East Asia Library at Stanford University in 2013, after serving as Chinese
Studies Librarian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nd Head of Asia 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is main academic interests include medieval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Buddhist history, Silk Road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and library science. Since joining Stanford, he has been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collection of primary source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especially those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In July,
2015, he organized a major academic conference on unique and rare primary
sources for East Asian studies collected in North America, which included
presentations on Asian American historical materials.
杨继东博士
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
杨继东博士本、硕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之后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东亚研究的博士学位以及罗格斯大学图书馆学的硕士学位。他曾担任宾夕法尼亚
大学图书馆中文馆员和密歇根大学亚洲图书馆馆长，并于 2013 年出任斯坦福大
学东亚图书馆馆长。他的主要学术兴趣包括中国中古历史和文学、佛教史、丝绸
之路历史与考古以及图书馆学。入职斯坦福大学之后，他积极参与亚裔美国人（以
旧金山湾区为主）原始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2015 年 7 月，他在斯坦福
大学主持了一个大型的学术会议，主要研讨北美收藏的与东亚相关的稀见原始资
料，包括有关亚裔美国人和亚裔加拿大人的历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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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Speaker 主题演讲嘉宾
Professor Guotu Zhuang
Chair Professor of Hua Qiao University, Dean & Professor of Research
Schoo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nd School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Xiamen University, Vice President of WCILCOS.
Professor Zhuang is at present Chair Professor of Huaqiao University and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Xiamen University. He is also serving as Dean of
Research Schoo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nd School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Xiamen University. Moreover, He devotes himself to academic
and social activities and serves as Member of Social Science Committee of
Education Ministry and Advisors Committee of State Council for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hairperson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1--.), Chairperson of China Society for History of Sino-Foreign Country
Relations. (1998---), Chairperson

of China Society for World Ethnicity

Studies (2003---.), Chairperson of China Society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1993---.), etc.
Professor Zhuang has strong overseas academic experience. From 1986, he
has successively been as visiting researcher or professor in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European Expansion in Leiden University, 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Advance Studies(NIAS),Oriental University of Naples in Ital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Holland, Chi-n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in Taiwan,
Tung Hai University in Taiwan, City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City Univ. of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Ritsumeikan University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Kyoto University, 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
UTAR, Malaysia.
His current interests includ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utheast Asia, Ocean
Development and Overseas Chinese. His main publications include History of
Philippine Chinese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2013.),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Societies in East Asia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2011.),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Guangdong High-education Press 2001.), Tea, Silver, Opium and Silver,
Western Commercial Expansion into China in 1740-1840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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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国土教授
华侨大学讲座教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联合会副主席
庄国土教授现任华侨大学讲座教授；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厦门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院长；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国家 9·85 东南亚研究创新平台首席专家，
教育部人文社科委员会委员兼综合学部（含国际问题、港澳侨台和交叉学科）召
集人，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东南亚学会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
学会副会长，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华侨华人研
究学会副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副会长，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
联合会副主席等职。
1986 年以来，庄教授历任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客座研究员，荷兰皇家科学
院聘任研究员，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亚洲研究系客座教授、纽约大学社会学系客
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台湾东海大学聘任教授、日本京都大
学东南亚研究所聘任教授、立命馆大学经济学部聘任教授、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客
座教授等共 7 年。
庄教授的研究专长包括：国际关系、东南亚、海洋发展、华侨华人。2001
年以来，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中、英、日论文近 80 篇，出版专著 5 部，
获得国家和省部级以上奖项 16 项，包括一等奖 4 项。承担包括国家社会重点基
金项目、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等省部级以上重点研究项目和国际学术基金 19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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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Schedule
Time
13:30-19:0
0
19:00-

Time

Oct, 15, 2015, Thursday
Schedule
Registration
Buffet Dinner
Oct 16, 2015, Friday
Schedule

7:30-8:00

Breakfast

8:00

Departure for Huaqiao University
Opening Ceremony
Chair：Prof. Yudong Zhang,
Dean,Institute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Huaqiao University

Special Guests Remarks:
1 A senior officer from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 Office, State Council
2 Prof. Chee-Beng Tan, President, ISSCO
3 Mr. Scott Seaman, Dean, Ohio University
Libraries
4 Prof. Yimin Jia,
President, Huaqiao University
10:00-10:30
Photo and tea break
Keynote Speeches
Chair：Dr.Yan He
General–Secretary, WCILCOS;
Curator, Dr. You-Bao Shao Overseas
Chinese Document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1 Professor Yuen Sang Leung,Dean of
college of Arts ,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opic：Memories and Monuments:Cantonese
Migration to Three Cities—Shanghai, Hong
10:30-12:30 Kong, and Singapore—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2 Dr. Jidong Yang, Head, East Asia Library,
Stanford University
Topic: Chinese American Studies in the
American Academic Context: An Overview of
Scholarship and Library Resources
3 Professor Guotu Zhuang, Vice President,
WCILCOS;
Chair
Professor,
Huaqiao
University; Dean, Schoo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Topic ： Maritime Silk Road and Chinese
Overseas Migration: The Role of Fujianese

Venue
Goldcommon
Royal Hotel

Venue
Goldcommon
Royal Hotel
Hotel entrance

9: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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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m 201
Wang Yuanxi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12:30-14:00

Lunch

14:00-16:00

Panel Discussions I：S1-S8

16:00-16:20

Tea break

16:20-18:20

Panel Discussion II：S9-S16

18:20

Back to Hotel

19:00

Reception Dinner

Time

Oct 17, 2015, Saturday
Schedule

7:30-8:00

Breakfast

8:00

Departure for Huaqiao University

8:30-10:30

Panel Discussion III：S17-S22

10:30-10:45

Tea break

10:45-12:45

12:45-14:15

Panel Discussion IV：S23-S27

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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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Guangchang
Academic
Exchange
Center
S1-S3、S9-S11：
Wang Yuanxi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S4-S8、
S12-S16：
Teaching
Building F
Entrance of
Wang Yuanxi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Goldcommon
Royal Hotel

Venue
Goldcommon
Royal Hotel
Hotel entrance
S17-S19、
S23-S25：
Wang Yuanxi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S20-S22、
S26-S27：
Teaching
BuildingF
Lin Guangchang
Academic
Exchange
Center

Closing Ceremony
Chair：Prof. Xueqing Shi,
Vice Dean, Schoo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Xiamen University
Special Guests Remarks:
1. Prof. Zhihua Shen, Director, The Center
fo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14:30-15:30
2. Prof. Lirenn Zheng, Curator, East Asian
Collection, Cornell University

Room 201
Wang Yuanxi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Concluding Remarks:
Prof.Guotu Zhuang,
Vice President, WCILCOS;
Chair Professor, Huaqiao University;
Dean, Schoo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15:30

Departure for Xiamen University

16:30-18:00

Visit the Schoo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Library of Xiamen University

18:00-19:30

Dinner

19:30

Back to Hotel

Time

Oct, 18, 2015, Sunday
Schedule

7:30-8:00

Breakfast

8:00

Departure for QiaoXiang tour

19:00

D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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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ance of
Wang Yuanxi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Schoo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The Restaurant
around Xiamen
University
Restaurant
Entrance

Venue
Goldcommon
Royal Hotel
Hotel Entrance

会议日程
2015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四
日程

时间
13:30-19:00

报到

19:00-

酒店自助晚餐
2015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
日程

时间

早餐

7:30-8:00
8:00

9:00-10:00

10:00-10:30

乘车赴华侨大学
开幕式
主持人：张禹东教授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
嘉宾致辞：
1 国务院侨办领导
2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会会长陈志明教授
3 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馆长 Scott Seaman 先生
4 华侨大学校长贾益民教授
合影与茶歇
主题演讲
主持人：何妍博士
WCILCOS 秘书长, 俄亥俄大学邵友保
博士海外华人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1

梁元生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

地点
罗约海滨
温泉酒店

地点
罗约海滨
温泉酒店
酒店门口乘车

王源兴国际会
议中心 201 会
议室

长
10:30-12:30

12:30-14:00

题目：记忆与追念：广东人移民三城（上海，
香港，新加坡）的比较研究
2 杨继东博士
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
题目：美国学术语境下的华裔美国人研究：
学术与图书馆资源概述
3 庄国土教授
WCILCOS 副主席、华侨大学讲座教授、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
题目：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外移民
——兼论福建人的地位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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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广场学术交
流中心

14:00-16:00

分组会议第一场：S1-S8

16:00-16:20

茶歇

16:20-18:20

分组会议第二场：S9-S16

18:20

乘车返回酒店

19:00

接风宴会

时间

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日程

7:30-8:00

早餐

8:00

乘车赴华侨大学

8:30-10:30

分组会议第三场：S17-S22

10:30-10:45

茶歇

10:45-12:45

分组会议第四场：S23-S27

12:45-14:15

午餐

S1-S3
、
S9-S11：
王源兴国际会
议中心、
S4-S8
、
S12-S16：教学
大楼 F 座
王源兴国际会
议中心门口乘
车
罗约海滨
温泉酒店

地点
罗约海滨
温泉酒店
酒店门口乘车
S17-S19、
S23-S25：
王源兴国际会
议中心、
S20-S22、
S26-S27：
教学大楼 F 座
林广场学术交
流中心

闭幕式
主持人：施雪琴教授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院长
特邀嘉宾代表致辞：
王源兴国际会
1 沈志华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
14:30-15:30
议中心 201 会
心主任
议室
2 郑力人教授 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
总结发言：庄国土教授
WCILCOS 副主席、华侨大学讲座教授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
15:30

乘车前往厦门大学

16:30-18:00

参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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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源兴国际会
议中心门口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

18:00-19:30

晚餐

厦门大学
附近餐厅

19:30

乘车返回酒店

餐厅门口乘车

时间

2015 年 10 月 18 日，星期日
日程

7:30-8:00

早餐

8:00-8:15

乘车出发，侨乡考察。

19: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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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罗约海滨
温泉酒店
酒店门口乘车

Panel Discussions I: Oct 16th (Friday) 2:00 pm-4:00 pm
第一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 14:00-16:00
S1：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
Room：G103, Wang Yuanxi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Chair：Jeffery Ferrier（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llection, Ohio University
Libraries）
Maranatha
Christia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fluences on
Sugiri
University,
Architectural Elementsat the Grand Sumenep
Kustedja
Bandung,
Mosque (built 1781)
Indonesia
Center for
Chinese
Esther
Chinese Indonesian Language of
Indonesian
Harijanti
Politeness/Impoliteness:
Studies
Kuntjara
The Case of Ahok
Petra Christian
University
London School
Closer to the Truth:
of Economics
Jin Li Lim
Tan KahKee and Singapore Special Branch,
and Political
1950 and 1955
Science
Steve
Rotterdam, the
Family ThéBoen (鄭汶) from Cirebon, A Case
Haryono
Netherlands
Study

S2：文献资料数字化研究
地点：王源兴国际会议中心 G202
主席：谢寿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社会科学
谢寿光
学术研究与数字化平台建设
文献出版社
华侨大学
侨乡研究的知识积累和传统侨乡社会文化数据库
张恒艳
华侨华人研究院
建设
陈晓亮
刘心舜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华侨华人专题剪报数字化项目概述
张长虹
葛怀东
赵步阳
金陵科技学院人
赵英如
文化生态视角下家谱数字资源的开发与建设
文学院
汤 澎
邓抒扬
海外华人科技人才的学科分布与科研合作网络特
华侨大学
瞿辉
征研究（2000-2015）
经济与金融学院
——基于 ESI 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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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iscussions I: Oct 16th (Friday) 2:00 pm-4:00 pm
第一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 14:00-16:00
S3：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华人研究
地点：王源兴国际会议中心 G203
主席：陈志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泉州海外交通史
王连茂
族谱资料与华侨史研究：一个值得警惕的新陷阱
博物馆
泉州海外交通史
丁毓玲
博物馆视野中的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华人研究
博物馆
泉州海外交通史
肖彩雅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仰光闽籍华侨
博物馆
华侨大学
海外潮人商业网络的构建与运作：
林伟钿
华侨华人研究院
以槟城潮商公所为中心（1933-1957）

S4：时空数据管理和华人迁徙的研究
地点：教学大楼 F5-101
主席：邱淑如（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海外特藏部）
许世融

台中教育大学
人文学院

日治时期台湾闽客族群的迁徙、分布及语言整合关
系（1895-1945）

张维安

交通大学
客家研究学院

网际网络在台湾与全球客家文化论述的分析：
客家委员会网站和全球客家研究电子期刊

严汉伟
邱淑如

中央研究院
香港中文大学

时空资料管理系统
在香港中文大学海外华人特藏的应用

叶汉明

香港中文大学
历史学系

东华三院的档案资料：
东华义庄、中医药与海外华人百年再遇香港

张 癸

上海市华侨历史
学会

上海新华侨群体——基于上海侨情调查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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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iscussions I: Oct 16th (Friday) 2:00 pm-4:00 pm
第一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 14:00-16:00
S5：冷战中的华侨华人问题研究
地点：教学大楼 F5-102
主席：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首都师范大学
华裔的“美国梦”：
翟韬
历史学院
冷战初期对华宣传与美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马来西亚
试论冷战局势下马来亚共产党发展的内外困境
何启才
华社研究中心
（1948-1989）
暨南大学
周聿峨
华侨华人研究院
郑建成
布热津斯基访华与中越华侨争端的公开化
华侨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中山大学
冷战中归侨的教育与口述史研究
陈嘉顺
历史系
——以汕头市华侨小学校友为对象

S6：New Chinese migrants in the Global South：Between Adaptiveness
and “Chineseness”
Room：F5-103, Teaching Building
Chair：Virginia Shih（Librarian for the Southeast Asian Collections at UC,
Berkeley）
GIGA Institute of
Karsten
Asian Studies,
Chinese Versus Host Country Effect:
Giese
Hamburg,
Such as the Market, so the Chinese Merchants
Germany
University of
Vulnerable Chinese in Ghana and Benin?
Katy
Lausanne,
Retreat of the Chinese State and the Power of
Lam
Switzerland
African Societies
Shihlun
University of
Chineseness in Cambodia:
Allen
Hawaii at
Its Intra-ethnic Divers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Chen
Manoa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YomiBa
Johannesburg,
batunde
South Africa
OLI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ese Enterprises’
Entry Mode Strategies in Africa
United Nations
Yuan
Development
Wang
Programme,
Beijing, China
Freie University
Judith
Chinese Overseas in the Senegal
Berlin,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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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iscussions I: Oct 16th (Friday) 2:00 pm-4:00 pm
第一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 14:00-16:00
S7：华文文学研究
地点：教学大楼 F4-102
主席：张长虹（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图书馆）
欧阳光
华侨大学
新移民小说的修辞策略及其局限
文学院
明
广东金融学院
贾颖妮
“拆解殖民后果”：张贵兴小说的雨林文明书写
财经传媒系

舛谷锐

立教大学

海外华文业余文学中的私人小说因素

李奎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新马华文报刊所载粤讴初探（1815-1919）

贺淑芳

新加坡
国立理工大学

独立之后的《蕉风》转向
――从写实主义到现代主义（一九五七―一九五九）
一个多元混合的时期

S8：海外华人人物研究
地点：教学大楼 F4-202
主席：李国庆（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
张 元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

菲律宾华侨教育先驱：王泉笙述评

李 勇
沈逸婷

华侨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晚清侨务与海外侨领：
新加坡华侨领袖吴寿珍个案研究（1855-1909）

陈贤武

潮州市图书馆

南洋早期著名侨领陈旭年事迹考略

刘 静
曹瑞麟
邹崇乐

英属哥伦比亚
大学

学贯中西:司徒英石的时代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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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iscussions II: Oct 16th (Friday) 4:20 pm-6:20 pm
第二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 16:20-18:20
S9：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 2
地点：王源兴国际会议中心 G103
主席：张应龙（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厦门大学
王刘波
20 世纪 50 年代苏东华社侨团的对立
南洋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
朱浤源
中日大战在缅甸与当地华侨华人（1942-1945）
近代史研究所
东马砂拉越与中国两地关系：
砂拉越州
彭大男
1.5 轨道外交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的运作、角色、
首长政治秘书
挑战和展望
华侨大学
21 世纪的东南亚华人社会：人口趋势与经济实力
刘文正
华侨华人研究院
——基于新、马、泰、菲、印尼五国的分析
华侨大学
沙捞越古晋华人社会权力的转变：
邓进升
华侨华人研究院
以古晋潮人族群领袖为例（1841—1966）

S10：欧美非华侨华人研究
地点：王源兴国际会议中心 G202
主席：李唐（耶鲁大学）
暨南大学
李爱慧
越棉寮潮属华人难民与美国潮州同乡团体的勃兴
华侨华人研究院
扎根美利坚：
李国庆 俄亥俄州立大学
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华人历史资料的收集和展览
吉林大学
林海曦
文学院与新闻
人口生态视域下浙南青田跨国流动人口探析
传播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
体育技术移民及其政策的全球治理研究
任慧涛 财税与公共管理
——以华人“海外军团”为个案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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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iscussions II: Oct 16th (Friday) 4:20 pm-6:20 pm
第二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 16:20-18:20
S11：Library Collections and Services in the Digital Age
Room：G203 Wang Yuanxi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Chair ： Liren Zheng(Charles W. Wason Collection on East Asia, Cornell
University)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Glocalizing Overseas Chinese Professional
Jia Yong
School of
Associations in Japan：Interactions Between
hui
Humanities
Associations, Aation-states and Chinese Diaspora
and Social
Sciences
Ralph
Gabbard
Margaret Arizona State
Building A Digital Repository Collection:
Tillman
University
Arizona State Libraries’ Chinese Immigrants
Melissa
Libraries
in Cuba Archive
Guy
Liu Qian
Georgia
Southern
Building Academic Library Digital Services in the
LiLi Li
University
Digital Age
Library
Zheng Ye
TexasA&M
A US Flagship University Faculty’s Perceptions of
(Lan)
University
Open Access (OA) and Institution Repository (IR)
Yang
Libraries.
Gale,
Yang
Gale eBooks on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An
Cengage
Liping
Overview
Learning
S12：华侨华人认同问题研究
地点：教学大楼 F5-101
主席：祝家丰（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中共厦门市委
康晓丽
1980 年代以来新西兰华人身份认同的变化
党校
浙江大学
庄慧琳
马来西亚华文教科书的身份认同演变
教育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
社群边界与认同规则：
宋燕鹏
出版社
20 世纪吉隆坡安溪人社群的形塑途径试探
加拿大
蒋汶德
海外华人之国籍认同与文化取向
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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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iscussions II: Oct 16th (Friday) 4:20 pm-6:20 pm
第二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 16:20-18:20

S13：侨务外交研究
地点：教学大楼 F5-102
主席：施雪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厦门大学
施雪琴
华侨回国观光团与新中国的侨务外交探析
南洋研究院
民主改革时期印度尼西亚涉台华人社团与台湾当局
福建师范大学
江振鹏
社会历史学院
的“侨务外交”初探
厦门大学
居玛丽
荷印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护侨政策和措施
南洋研究院
姜帆

广州行政学院

侨务与外交：国民政府的缅甸归侨遣返策略

游国龙
刘光耀

华侨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日本华侨华人在中日关系中的角色探讨

S14：新移民研究
地点：教学大楼 F5-103
主席：范若兰（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厦门大学
王付兵
南洋研究院
上官
小红

路阳
廖萌
陈庆妃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
中国华侨华人
历史研究所
福建社会科学院
华侨华人研究所
华侨大学
文学院

明溪新移民问题初探

泰国移民政策与中国大陆新移民模式

当代中国富裕阶层的海外移民问题探析
加拿大投资移民政策演变及影响研究
天涯的“残酷”与回归之“疼痛”
——阎真、陈希我的“后留学”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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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iscussions II: Oct 16th (Friday) 4:20 pm-6:20 pm
第二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 16:20-18:20

S15：海外华人、教育与文化交流
地点：教学大楼 F4-102
主席：丁毓玲（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日本国立
民族文化教育、中华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王维
长崎大学
海外华人与华侨文化教育
中山大学
华文教育、文化认同与公共外交：
段颖
人类学系
以缅甸曼德勒华校教育为例
马来西亚拉曼大
吴明珠 学社会变迁与趋
闽南人与华人教育：以马来西亚适耕庄村为例
势研究中心
深圳大学
李光耀的族群管治策略：
李淑飞
管理学院
新加坡建国初期的“华文官化事件”与族群政治
华侨大学
宗教仪式与海外华人青少年教育：
王爱平
华文学院
以印度尼西亚孔教的人生仪式为例

S16：华侨华人文献与物质文化研究
地点：教学大楼 F4-202
主席：陈志宏（华侨大学建筑学院）
陈志宏
华侨大学
从书信史料解读陈嘉庚近代校园规划设计理念
翁秀娟
建筑学院
——以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早期校园规划为例
李希铭
李希铭
陈志宏

华侨大学
建筑学院

陈志宏
林丹娇

华侨大学
建筑学院
潮州市颐陶轩潮
州窑博物馆
华侨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李炳炎
王怡苹

基于历史书信的
陈嘉庚校园规划理念形成与发展的研究
民间历史文献与闽南侨乡近代民居建筑研究
近现代枫溪潮州窑对新马陶瓷业的传播
——以陶光、万和发（Claytan 佳丽登）为中心
华侨华人藏品与文物回归捐赠之
中华文化软实力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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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iscussions III: Oct 17th (Saturday) 8:30 am-10:30 am
第三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8:30-10:30
S17：Women’s Experiences in “Chinese Diasporic Space” in Southeast
Asia
Room：G103, Wang Yuanxi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Chair：Gyo Miyahara（Osaka University）
Gyo
Osaka
Women’s Experiences in “Chinese Diasporic
Miyahara
University
Space” in Southeast Asia
The Hakubi
Center for
Reimaging Homeland – Ethno-religious Hardship
Wang-Kan
Advanced
and Family Experiences among Chinese Muslim
da Liulan
Research,
Women in Thailand.
Kyoto
University
Chinese and Indigenous Women’s Experience in
Tetsu
Nagoya City
a Riverine Society: Multi-Ethnic Situation and
University
Natural Environment in Upriver Area, Sarawak,
ICHIKAWA
Malaysia
Local Women Who Impacts on the Culture and
Keio
Yuko Mio
Ethnicity of People of Chinese Origin: Case of
University
Minh Huong in Central Vietnam
敖梦玲
华侨大学
菲华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朱东芹
S18: Overseas Chinese Documentations and Research
Room：G202, Wang Yuanxi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Chair：Jonathan Lee（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
Motivation of Canadian Chinese to
Stephen
University of Toronto
Support the Motherland During the
Qiao
Sino-Japanese War
Him Mark Lai: Dean of Chinese
Virgi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merican History: A Scholar's
SHIH
Berkeley
Intellectual Legac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Sheau-yue
Baruch College, City
Researching Chinese Family History
h J. Chao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nd Genealogical Records
Andrew Y.
Humanities & Social
Lee
Sciences Librarian
Chinese Soldiers in the U.S. Civil War:
Zhimin
George Mason
A Literature Review
Chen
University Libraries
Institute of Far Eastern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in Russia in
Alina
Studies
the Context of Ruble Exchange Rate
Afonaseva
Russian Academy of
Depreciating and Economical Crisis in
Sciences
20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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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iscussions III: Oct 17th (Saturday) 8:30 am-10:30am
第三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8:30-10:30

S19: 海外华人文献研究
地点：王源兴国际会议中心 G203
主席：杨继东（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
厦门大学
曾玲
社团账本与二战前的新加坡应新学校研究
人文学院
华侨大学哲学与
饶宗颐先生《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
黄海德
社会发展学院
之学术价值管窥
潮汕历史文化
不能忘却的中国故事：“卖猪仔”
陈汉初
研究中心
——从《外国音书》讲起
岭南大学
韩孝荣
《新越华报》与越南北方华侨：1955-1976
历史系
暨南大学
景海燕
抗战时期五邑地区侨刊乡讯概览
图书馆

S20 : 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研究
地点：教学大楼 F5-101
主席：刘万国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华侨大学
郑建成
华侨华人研究院
大战与梦想
广西民族大学
——陈嘉庚对战后国内外政治变革的构想及其意义
周 堃
东盟学院
云南师范大学
由合到分：陈嘉庚与国民政府关系的演变
夏玉清 华文学院/国际汉
——以“南洋华侨机工”历史档案为中心
语教育学院
沈惠芬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

构建东南沿海侨乡女性史：资料与方法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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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iscussions III: Oct 17th (Saturday) 8:30 am-10:30 am
第三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8:30-10:30
S21: 侨批侨汇研究
地点：教学大楼 F5-102
主席：王华 (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
香港中文大学
建国初期侨汇政策与海外华侨
王惠
历史系
——以潮汕地区为例，1949-1966
泉州
黄清海
东南亚抗战侨批研究
华侨历史学会
陈泽芳
汕头职业
抗战时期的潮汕侨批汇路——以东兴汇路为中心
杨映红
技术学院

杨艺红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

“为教育而经营”——集友银行经营与教育融合发展
模式初探（1943-1954）

S22: 华人教育研究
地点：教学大楼 F5-103
主席：杨晓强 （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
华侨大学
阎喜
澳门大学生语言态度研究
外国语学院
华侨大学
王焕芝
论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动力因素、机制及策略问题
公共管理学院
陈文寿

华侨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台湾留学教育：
政策演进与学生群像，1949～197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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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iscussions IV: Oct 17th(Saturday) 10:45 am-12:45 am
第四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10:45-12:45

S23: 东北亚华侨华人研究
地点：王源兴国际会议中心 G103
主席：陈文寿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吉林省社会科学
于凌
浅析东北亚地区华人的历史与现实
院历史研究所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中俄民贸、商业网络与跨国华商
于涛
人文社会科学
——莫斯科华商大市场实地调查
学院
宋涛
黑龙江大学历史
新时期中国移民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经济发展
宋靖
文化旅游学院
广东海洋大学
苗体君

赵文铎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部
北华大学
东亚中心

旅俄华侨杨明斋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1931 年朝鲜排华运动中国舆论的反应

S24: 华侨华人文献特藏建设研究
地点：王源兴国际会议中心 G202
主席：乔晓勤 (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
王华

王蔚芳
王展妮

暨南大学图书馆
华侨华人文献
信息中心
华侨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华侨大学
图书馆

易淑琼

暨南大学
图书馆

蔡一村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

海外华侨华人图书馆员专题资料整理与研究

华侨华人文献资料的价值及特藏建设的理念与实践
——以华侨大学华侨华人资料中心为例
华侨华人特藏构建与拓展
——以华侨大学图书馆为例
民国南洋华侨文献出版热及“南洋”观辨证
——兼论“一带一路”视野下民国南洋华侨研究专题
文献构建的意义
闽南私家藏书一脔——陈盛明与海疆学术资料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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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iscussions IV: Oct 17th (Saturday) 10:45 am-12:45 am
第四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10:45-12:45
S25: 海外华人政治、会党研究
地点：王源兴国际会议中心 G203
主席：韩孝荣（香港岭南大学）
马来亚大学
马来西亚政治双海啸与华人政治发展：华人的抉择
祝家丰
中文系
和诉求评析，2008-2014
廖朝骥

厦门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和平共处时期中共与苏共对马共的影响
——试论《中共与苏共联合书面意见》的争议

范若兰

中山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马来西亚华人政党与女性政治参与：
以马华公会和民主行动党为中心

贾俊英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
研究所

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两难：
二十世纪上半叶印尼华商抵制日货运动

陈剑虹

槟城
韩江学院

坐地开山：新加坡和马来亚义兴公司研究小议

S26: 海外华人宗教研究
地点：教学大楼 F5-101
主席：黄海德（华侨大学海外华人宗教研究中心）

李秀珍

彼得拉大学
中文系

印尼泗水华人宗教与身份认同

张钊

中山大学
历史系

浅谈“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孔教

钟大荣

华侨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海外华人“边缘性”民间信仰的“中心任务”
——马来西亚的个案研究

李唐

耶鲁大学
东亚图书馆

民国基督教先驱再认识：
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宋尚节档案》解读

郑月里

世新大学
通识教育中心

从文化冲撞看华人穆斯林在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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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iscussions IV: Oct 17th (Saturday) 10:45 am-12:45 am
第四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10:45-12:45

S27: Language, Writing, Educ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Room：F5-102, Teaching Building
Chair：Ann Shu-ju CHIU (Chinese Overseas Collec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Kyoto
A New Hybrid Chinese Used in Mahayana
Tatsuki
University,
Chanting among the Chinese immigrants of
KATAOKA
Japan
Thailand
Michael
Chinese
Reading Diaspora Poetry of Chinese Immigrant
O’SULLI
University of
Authors
VAN
Hong Kong
Faculty of
卢李倩倩
Mandarin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Manneke
Contemporary Chinese-Indonesian Identity
University of
Budiman
Positioning
Indonesia
Chew
Fong
Morphological Reasoning Approach of
University of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
Peng
Malaya
Lee Tiew
Malaysian Chinese National-type Primary School
Si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Rootless Theme in
Wei Miao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Migrant Writings
Literatures,
FuD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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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Abstract 论文摘要

K1
Memories and Monuments: Cantonese Migration to Three
Cities—Shanghai,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ofessor Philip Yuen-sang Leung
Dean of college of Arts ,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is paper is based on my research project “Memories and Monuments”
funded by the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of Hong Kong from 2012-15.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s on the Cantonese immigrants in three cities: Shanghai,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830 to 1930. In the paper
two questions have been raised: first, what did the Cantonese bring with them
to their new settlements in the three cities? And secondly, how were these
Cantonese communities compared and why some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changed and differed? Did the cultural setting and colonial rule
affe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antonese immigrant culture? I hope the
findings and insights from this project would shed new light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migr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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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
记忆与追念：广东人移民三城（上海，香港，新加坡）的比较研究
梁元生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记忆与追念》是我在过往三年多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详细的题目是：
《记
忆与追念：记忆与追念：华南移民与不同殖民地背景下的城市文化,1830-1930s》
（Memories and Monuments: Migration from South China to Chinese Cities in
Different Colonial Settings, 1830-1930s）。该项计划获得香港研究资助局的支
持， 在我统筹之下，分别在上海，香港，新加坡和台北都建立了研究团队。研
究人员包括：李培德、陈志明、蔡志祥（以上香港团队），熊月之、马军、宋钻
友（以上上海团队）， 黄贤强、容世诚、李志贤（以上新加坡团队），以及黄克
武、李盈慧（以上台湾团队）。研究的主要构思环绕着近代中国移民史的一个问
题，那就是：来自相同文化和环境的一批粤人（主要是广府人， 也包括潮汕人
及客家人）， 他们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大量移民外地，散居全球，尤其是迁往东
南亚、美洲、澳洲等地。以往学者所注目的是移民抵达新居地之后的文化适应问
题，以及与本地社会的互动关系。 至于本项目则把华人移民及其衍生的问题，
集中在几个广东人聚居的城市：上海、香港、台北和新加坡。这几个城市都有大
量的广东移民，形成有形的小区，而且建立了自己的会所（广肇会馆、潮州会馆）
和坟山。我们注意到这些分别在不同城市定居的粤人，都和原乡保留相当紧密的
联系。 可是，我们也注意到这几个粤人甚多的城市，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
的期间，都在不同的外国政权统治或管理之下，上海是英国、美国、法国的租界，
香港和新加坡则是英国的殖民地，而台北则在日本人统治之下。故此，本研究计
划要探索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广东人移民到外地，其所建立的小区及小区文化，
有多少是源于本土本乡的？又有多少是受到移居地及其统治者所影响的？而在
后面所述的范畴内，这种影响会否因接受不同的殖民管治而产生不同的发展形
态？我们希望透过四个城市的粤人小区的实证研究，然后进行分析和比较，为以
上提出的问题提供一点历史的理解和初步的答案。在本篇文章中，作者主要处理
广东人在十九世纪移民往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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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Chinese American Studies in the American Academic Context:
An Overview of Scholarship and Library Resources
Dr Jidong Yang
Head, East Asia Library, Stanford University
An important branch of Asian Americans and an inherent component 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ese Americans have been making major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In this speech, I will offer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merican studies as well as its
status within the American academic system, focusing on some of the
mainstream concepts in the field that reflect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country’s
values and scholarship over the past one and half centuries. The presentation
will also introduce how primary source materials for Chinese American studies
are preserved, collected, and used in American research libraries.

美国学术语境下的华裔美国人研究
——学术和图书馆资源简介
杨继东博士
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
作为亚裔美国人的一个重要分支和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华裔美国人对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这个演讲中，我将对华
裔美国人的研究及其在美国学术体系中的地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重点在于一些
能够反映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美国价值和学术变迁的学科概念上。这个演讲也会
介绍华裔美国人研究的原始资料是如何在美国的研究型图书馆中被保存、搜藏和
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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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
Maritime Silk road and Chinese overseas Migration:
the Role of Fujianese
Professor Guotu Zhuang
Chair Professor of Hua Qiao University
Dean & Professor of Research Schoo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nd School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Xiamen University
Vice President of WCILCOS.
The Maritime Silk Road had been also the road of civilization exchanges,
which value was much more than the trade. On this road the migrants made a
crucial contribution as they assumed the functions of commerce and
civilization spread. In the Chinese overseas expansion before the 19s century
the Fujianese played a crucial role. So far the Chinese overseas amounted to
some 60 millions, and they will b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ners in the strategy
of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in the 21s century.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外移民
——兼论福建人的地位
庄国土教授
华侨大学讲座教授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联合会副主席
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海上大通道，移民所带动的宗教文化、艺
术、科技和物种的相互交流，其价值远过于商贸交往。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双向移
民之路。与外国人移民中国相比，中国海外移民规模更大，迄今已经形成数量约
6000 万的华侨华人群体。 在近代以前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的互动中，福建
人扮演关键角色。海外华侨华人财力雄厚，兼通中外文化，软实力突出，熟悉当
地国情况，是中国实施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最重要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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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iscussions I: Oct 16th (Friday) 2:00 pm-4:00 pm
第一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 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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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fluences on Architectural Elements
at the Grand Sumenep Mosque (built 1781)
Sugiri Kustedja
Centre of Chinese Diasporas Studies, Maranatha Christian University,
Bandung, Indonesia.
The Grand Sumenep Mosque (Mesjid Jami Sumenep) in Madura island is a
historical heritage building built in 1781. The construction was managed by a
Chinese master builder Lao Pia Ngo, its main gate architectural style is very
specific; distinctively different compare to other Indonesian mosques. There
are also other building elements which shows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This significance architectural elements make it an iconic picture of Madura.
This paper perused through the architectural elements and found out there are
some parts of the mosque which implied with Chinese cultural messages. The
analysis was approached through semiotic, descrip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he result covering: surrounding masonry fence, the main gate
ornaments; function and structure, the main building plan, the site plan, floors
level, roof ridges elevation, hierarchical spaces positions, main praying room
entrance overdoor, and porcelains ornaments at the mihrab area. Those
building parts are showing more or least influences of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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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Indonesian Language of Politeness/Impoliteness:
The case of Ahok
Esther Harijanti Kuntjara
Center for Chinese Indonesian Studies Petra Christian University

From the writer’s study of the language of politeness by Chinese Indonesian
women in Surabaya 15 years ago, it showed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of Chinese Indonesian women’s use of polite speech. Their
education backgrounds and the local cultures had also influenced their polite
language. The present study, done after 15 years, tries to examine the
language of Basuki Tjahaja Purnama or Ahok, the present Governor of Jakarta
who is also a Chinese Indonesian. Ahok has been gossiped about on his use
of impolite language in public. The issue has been disputed not only in his so
called ‘impolite’ use of language, but has engender his being a Chinese
Indonesia and other impacts beyond the issue of impoliteness. Apparently,
Indonesian people’s perception about polite or impolite languag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other factors like his being ethnically Chinese and people’s
sentiment towards Chinese Indonesians, besides what they perceive as what
politeness or impoliteness in Indonesian languag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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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r to the truth:
Tan Kah Kee and Singapore Special Branch, 1950 and 1955
Jin Li Lim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cisively assert a clear picture about two ‘Tan Kah
Kee incidents.’ The first is the nature of his permanent departure from
Singapore in 1950; and the second, the nature of his failed attempt to travel to
Singapore in 1955. Tan Kah Kee’s 1950 departure from Singapore has long
been the source of debate; some hold that he was forced out under pressure
by British colonial officials who he had apparently antagonised with his public
support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deed even that he faced the
prospect of imprisonment. On the other hand, others suggest that it was
instead his great desire to be a part of the adv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process of New China itself that had led to his desire to return to his homeland
for good. This paper, with the benefit of hitherto unused primary documents
from Singapore Special Branch found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will prove that Tan was certainly not forced out of Singapore. He left
on his own terms and he left because he wanted to play a part in China’s future.
As for the 1955 incident; the traditional view was that Tan cancelled a planned
visit to Singapore because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had refused entry to one of
his travelling companions.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a certain revisionist
argument has narrated a controversial argument Tan was attempting to leave
the PRC after growing disillusioned, and had only remained because of he was
‘blackmailed’ over a railway construction project he had long believed would
greatly benefit Fujian. This paper will prove that both stories are inaccurate.
With the benefit of archives again of Singapore Special Branch, this time found
through the good graces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Department, Singapore—and
which no one else has ever had access to—this paper can and will
demonstrate that the real reason he never made it to Singapore in 1955 was
because the Governor of Singapore refused him permission. Tan Kah Kee is a
giant of history and was a truly seminal figure in the larger storie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RC. It therefore behoves
historians of Tan to write accurate narratives of the ma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o jus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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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Thé Boen (鄭汶) from Cirebon, a case study
Steve Haryono (Yeo Tjong Hian)
Jan Pettersonstraat 68, 3077 MN Rotterdam, the Netherlands
I was born in Cirebon, a small city 180 km east of Jakarta, Indonesia. My father
is 4th generation and my mother is 6th generation Chinese immigrant which is
also known as a ‘peranakan’ family. My father came from a relatively closer
family, and it was therefore relatively easier to compile his family tree. Distant
relatives from my mother’s family were already spread further and hardy had
any connections with each other. My mother is a descendants from a man
named Thé Boen (pinyin: Zheng Wen; trad : 鄭汶) who was born around 1775
and set foot on Cirebon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1800. Since some of my
mother’s ancestors were prominent figures in my hometown, I enjoyed the
stories my grandfather told me when I was young.
After we moved to the Netherlands in 1980, my father shoed me a piece of
paper containing a simple diagram of my mother’s family tree starting from Thé
Boen as the first ancestor. Looking at this diagram, my interest to compile the
family tree grew againI started interviewing my mother’s relatives to collect
more information. In 2003, a distant cousin contacted me asking about the
family tree I have. My cousin was trying to complete his family tree of my great
grandmother’s family. He asked me to help him to get more data since I live in
the Netherlands while he still lives in Indonesia. To my surprise I found a lost
branch of descendant from Thé Boen in the family tree which my cousin was
compiling.
From there I started to collect similar family trees with hopes that I can connect
them to my own family. I also started to search the internet and collect books
about Chinese immigrant in Indonesia, especially in Java. I visited my
hometown Cirebon several times, visiting the temples searching for old
inscriptions. Collecting old photo’s from relatives, visiting graveyards and last
but not least was the old newspaper which the Royal Dutch Library (Koninklijke
Bibliotheek) made them available through the internet gave me a huge
background story and history of the Thé Boen and his descendants.
In my paper, I am trying to write a background story and history of the Family
Thé Boen based on the data I found. How the family survived 200 years in
Indonesia through the economical disaster in 1920-1930, the independence
struggle of Indonesia which had also impact in life of common Chinese until the
start of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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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与数字化平台建设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一、大数据时代的学术研究与学术出版
学术出版在三大出版中却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整体呈现出“小、弱、散”的特
点。阅读方式、学术知识需求、学术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以及信息技术、互
联网技术的助力，开启了学术出版的美好时代。
二、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出版社纷纷开展数字出版转型
1、转型之路：从传统出版纸书的数字化，到电子书、数据库等数据库产品
的运营合作与规模建设，再到数字化平台建设。
2、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数字出版实践：皮书、列国志等专业学术数据库产品
建设，内容资源管理平台、运营发布平台等数字出版平台建设，基于前期实践与
作者、研究机构的深度合作等。
三、数字化平台建设助力学术研究
数字化平台建设为出版社开展知识服务，提供全流程数字出版解决方案提供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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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乡研究的知识积累和传统侨乡社会文化数据库建设
张恒艳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在学术和社会转型的双重压力下，侨乡研究过程中的知识积累问题应该重新
纳入到理论研究和社会需要二元背景下进行再讨论。本文一方面回顾侨乡研究与
知识积累的关系，对传统侨乡资料体系建设提出新看法。另一方面联合联合多学
科方法，对传统侨乡地方文献中包含的社会文化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和性质说明，
并借鉴相关的现代信息理论和技术，设计侨乡社会文化的数据库框架和数据转化
标准。

厦门大学华侨华人专题剪报数字化项目简析
陈晓亮 刘心舜 张长虹
厦门大学
2012 年，厦门大学图书馆与南洋研究院启动“厦门大学专题剪报数字化项
目”，至 2015 年，此项目取得显著成果，包括整理出 630 册华侨华人专题剪报。
这批华侨华人专题剪报收录的资料已逾百年，来源报章始于 1909 年，止于 1994
年；主题丰富，且自成系统；一手资料翔实，来源可靠，既是海内外相关学者的
重要参考资讯，又是珍贵的历史文献。本文拟从项目设想与分工、专题剪报分析、
数字化技术和流程、项目成效和价值四个方面作一简要介绍和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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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视角下家谱数字资源的开发与建设
葛怀东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赵英如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汤澎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邓抒扬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文化生态的兴起为家谱资源保护与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介绍了家谱文
献资源的价值以及当前家谱数字资源的建设，分析了将文化生态研究渗透到家谱
资源建设的重要性，并提出文化生态视角下家谱数字资源开发的策略。

海外华人科技人才的学科分布与科研合作网络特征研究（2000-2015）
——基于 ESI 数据的分析
瞿辉
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全球化趋势下，海外华人科技人才作为一个重要的华人社会群体，在连接不
同文化、增强国内外科技合作、服务祖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具有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为此，有必要对当前海外华人科技人才的结构化特征进行梳理和分析。本
文主要采用科学计量分析方法，以 WoS 的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为数据
（2000～2015）年来源，对海外华人科技人才的主要学科领域分布情况与科研
合作网络特征进行了调查、分析和研究，同时利用问卷访谈方法获取调查数据进
行对比分析，归纳总结出目前海外华人科技人才学科分布以及科研合作网络的结
构特征形成的一些背景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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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资料与华侨史研究：
一个值得警惕的新陷阱
王连茂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本文充分肯定民间族谱资料对华侨史研究的重要文献价值。在此基础上，着
重于批判近二三十年来社会上出现的伪造族谱，如何为迎合学术界的某些热点问
题，而生造猛料，以假乱真，使一些研究者如获至宝，未加审慎而信手引用，终
致落入陷阱，造成不良影响。这些伪作中，尤以惠安《张氏族谱》和晋江《陈氏
族谱》最称恶劣，不厘清其真伪、批判其行径，实不足以引起学界同仁之警惕。

博物馆视野中的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华人研究
丁毓玲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博物馆在推动丝绸之路和海外华人研究方面，有独特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
其特别之处，一方面在于博物馆有文物这一记录历史的载体，为观众提供感性的
认知，也为研究者提供更直接的研究依据；另一方面，通过陈列展览这种通俗和
常识性的解读方式，使海上丝绸之路和海外华人的主题，受众面和传播面都更加
宽广和快捷。本文将以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简称“海交馆”）为例，阐述以下
三个方面问题，一、介绍海交馆有关海上丝绸之路和海外华人的文物收藏、特色
和内容；二、海交馆如何利用收藏的文物设计各个主题的展览，包括固定展览、
临时展览和对外交流展览；三、在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海交馆
的设想和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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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仰光闽籍华侨
肖彩雅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本文探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仰光闽籍华侨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在这一
时期，在仰光闽籍华侨社会随着缅甸社会性质的剧变而变化。在移民与贸易的互
动作用下，其经济活动、人口分布、社会组织关系等发生巨变，同时也涌现一批
佼佼者，以杜诚诰、林振宗、曾广庇（曾妈庇）为代表。

海外潮人商业网络的构建与运作：
以槟城潮商公所为中心（1933-1957）
林伟钿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本文选取马来（西）亚槟城潮商公所作为个案研究，通过对潮商公所的会议
记录、收支账簿、汕头民国商会档案等文献进行系统深入分析，并结合相关的纪
念特刊，考察该公所在 1933 年至 1957 年这一时期的发展变化，做出历史脉络
的梳理，进而对潮商公所的运作机制及与汕头、香港、新加坡、泰国等地的潮人
商业往来过程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海外潮人商业网络建构过程及其
运作机制。
文章分为引言、主体、结语三个部分。在对潮商公所成立的社会历史背景进
行分析之后，主体部分探讨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潮商公所的发展历程。这部
分通过分析槟城潮商公所的会议记录，梳理潮商公所的发展脉络，探讨潮商公所
的会务运作及其运作机制的健全与完善。二是槟城潮人商业网络的构建与运作。
这部分通过梳理槟城潮人商业网络建构历程及其运作机制，进而分析海外潮人商
业网络在二战后所做出的相应调整。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 1933 年至 1957 年间，潮商公所的会员从最初从事“香
汕郊”贸易的出入商到 1946 年潮商公所修订新章程，扩大组织成员打破狭隘的
“香汕郊”界限后，潮汕公所才成为槟城全体潮州籍商人之组织，与此同时，也完
成了“香-汕-槟-叻”商业贸易体系的建构。1950 年代，随着潮商公所运作机制的
调整、国际体系的变动、槟华社会的转型，海外潮商与中国侨乡逐步失去联系，
海外潮人商业网络也处于不断调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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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时期台湾闽客族群的分布、变化及其成因（1895-1945）
许世融
台湾国立台中教育大学人文学院
日本领台后，曾在台湾进行过两次重要的族群调查，本文主要目的，希望能
透过这两个不同年代（1901、1926）的调查结果，探讨日治时期台湾最主要汉
系住民—漳、泉、客的分布概况及变化情形，并尝试探讨族群分布的可能成因。
笔者先从调查时间、调查对象、调查层级、统计数字、优势族群认定等面向讨论
两次调查间的差异及特色；接着透过绘制的族群图来说明漳泉裔与客籍在台湾全
岛分布的大致概况。最后以个案实例的方式说明这样的族群分布可能成因：除了
传统的先来后到、分类械斗、原乡生活之外，还涉及最先入垦当地的垦首、经济
条件的强弱、语言整合关系、公部门的相关措施等。任何一种解释皆有其有效性，
但仅采用一种，则容易陷入以偏概全。

网特网在台湾与全球客家文化论述的分析：
客家委员会网站和全球客家研究电子期刊
张维安
台湾国立交通大学
近年来，因特网在全球客家社群的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中所扮演的角色日渐
受到重视。本论文以客家委员会的网站和几个有代表性的客家文化论述网站为对
象，分析台湾的客家人如何在多元文化社会中运用因特网保存其族群的特殊性，
并在日常生活中经营他们的文化认同。这些客家文化论述不仅仅是在台湾进行，
台湾客家文化复兴的经验，也唤醒了世界各地的客家意识。台湾客家与世界各地
客家的互动，除了实体来往之外，资通讯技术相关的因特网空间，更是其族群文
化政治发酵的平台。本文将分析因特网在台湾与全球客家文化论述中所扮演的角
色，解析台湾客家如何通过资通讯相关的网际网经营激发海外客家的族群认同，
并在侨居地经营其文化特色。此外本文也介绍近年发行的电子期刊《全球客家研
究》在学术界所引起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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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数据管理系统在香港中文大学海外华人特藏的应用
严汉伟
台湾中央研究院网格与科学计算专题中心
邱淑如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本文试图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海外华人馆藏置于时空数据的管理系统，
令读者可以海外华人的侨乡和移居地，加上时间的选项来检索，并利用得出的信
息发展进一步的研究细节，比较新旧移民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异同或在
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所产生的变化。

香港东华三院档案资料与华人迁徙研究：
东华义庄文献的世界遗产性质及其价值
叶汉明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
对东华三院档案的研究显示，香港及东华机构自十九世纪末起，就在海外华
人与他们的中国家乡间的沟通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东华辖下的东华义庄与许多海
外华人的宗亲会及同乡会保持密切的联系。直至二十世纪中叶，义庄一直是海外
华人原籍安葬的中转站。这段历史也印证了香港成为世界航运、商贸、信息和文
化交流枢纽的发展史，以及以香港为中心的全球华人网络形成的历史。本文根据
义庄文献及东华三院其他历史档案，指出这个世界遗产级数据群的时空规模及其
对华人迁徙研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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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华侨群体
——基于上海侨情调查数据分析

张 癸
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

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上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在 2004 年和 2011 年
进行了二次大规模的全市侨情调查，从二次侨情调查数据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上
海侨情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新趋势。上海侨界群众人数呈快速增长趋势，本市侨界
群众约 108 万，主要集中在浦东、徐汇、长宁等区域。上海侨界群体具有与发
达国家和地区联系密切、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从业的行业优势明显和重点人士
专业水平和社会地位较高等四方面特点。上海侨务工作根据侨情变化要有新思
考，要从经济全球化视角审视和应对上海侨情变化新情况，大力拓展上海新侨人
士工作的思路与方法，充分发挥上海侨界人才资源优势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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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的“美国梦”：冷战初期对华宣传与美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翟韬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1949 年之后，美国在大中华区开展了浩大的冷战宣传攻势，其中最主要的
是三个目标：“反中共”、促进台湾声誉、宣扬美国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扬美”）。
其中“扬美”宣传的目标在 1950 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重要，并且集中地体现在华
裔美国人实现了“美国梦”这一主题和形象上。美国宣传部门广泛搜集和宣传了一
批华裔美国人的“事迹”：他们经过个人奋斗、依托美国良好的制度和社会平台，
实现了事业成功和家庭幸福富裕，成就了少数族裔美国人的“美国梦”。这样一种
宣传主题和形象的出台，是与 1950 年代中期美国对外宣传政策的三个重大变化
联系在一起的。首先，美国总体上国家形象的对外宣传从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
转向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与消费主义；第二，美国冷战宣传总体战略和针对对象从
针对苏联东欧的心理战，逐渐转向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宣传和文化外交（因而愈
加重视美国国内种族关系的声誉）；第三，美国对大中华区（尤以东南亚华人为
主）的宣传政策由反中共、促进台湾声誉这对重点目标，逐渐转向以促进东南亚
华人融合进当地社会和“扬美”宣传为主。这三个政策的变化结合起来的结果，就
是建构出一个既能够反映美国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又能够体现美国良好的种族
关系、还能够促进华裔融合进居住国的形象：华裔实现“美国梦”。“华裔的美国梦”
不仅成为了美国对华国家形象公关的重要宣传品牌，也深深地反映了美国人对于
自身形象的认知、投射了美国人的自我身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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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冷战局势下马来亚共产党发展的内外困境（1948-1989）
何启才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马来亚共产党（马共）于 1930 年成立，从事反英反殖民的活动，被英殖民
者列为非法组织。二战时，马共协助英军抗日有功，战后获得合法活动之地位。
1948 年，马共因涉及武装起义再度被列为非法组织，英殖民政府也宣布马来亚
进入“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在军方大肆围剿下，马共被迫退守马、
泰边境，并在泰南建立了根据地。在人员、药物、食物、情报等补给不足的情况
下，加上 1950 年代中期国际事件的演变，此时期的马共实已残喘苟延。1960
年代初期，“马来西亚计划”的提出及受到冷战局势的新演变和鼓舞，促使马共重
新拟定其斗争方向，准备重返马来西亚境内进行武装斗争。然而在为南下挺进做
准备时，马共内部却发生了严重的肃反事件，引发了马共的党军危机，导致马共
的分裂。因此，当马共肃反事件结束正式南下时，已经是 1969 年的事了。马共
的七支南下突击队中，只有第六突击队成功深入马来西亚的中部，并在那里活动
至 1988 年。1989 年，基于国际和国内等诸多因素，马共和马来西亚政府取得
共识签署了和平协议，结束了马共历时 60 年的斗争。本文旨在探讨国际冷战局
势对战后马共内部与外在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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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热津斯基访华与中越华侨争端的公开化
周聿峨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郑建成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中国选择在 1978 年 5 月 24 日，即布热津斯基结束访华的第二天公开中越
两国在华侨问题上的争端，这首先是中越华侨争端已经严重到必须公开的结果，
也是一种有目的的安排。中国通过这样的安排，有效地向外界传递了中美两国高
层在会谈中有关越南和苏联问题的重要共识，并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使美国意识
到，在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之前必须暂缓与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
冷战中归侨的教育与口述史研究：以汕头市华侨小学校友为对象
陈嘉顺
中山大学历史系
汕头市华侨小学成立于 1955 年，1974 年停办。该校是在冷战背景下，为
适应南洋归侨子弟教育而创办的一所特色学校。由于客观原因影响，该校的档案
材料几乎没有保存，为研究这段历史，向校友征集口述史便成为获得材料的主要
途径。
本文中，笔者力图突破以往冷战史研究，多依赖档案材料的套路，通过征集
几十位校友口述材料，对其进行加工整理，并与相关历史记载核实，以翔实的内
容追述了该校从筹办、扩建到发展、停办的进程，讨论了该校在特殊历史背景下
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取得的成就和海内外影响等。论文最后指出，深入分析
口述史料，以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原始文本资料，为冷战史研究改变过去局限于
关注大国关系的格局，提供了实例，具有一定价值。本论文的研究，把握口述历
史与地方文献相结合的必要性，以期促使冷战史研究者用多角度展开研究，不让
历史表象背后的故事流失，挖掘出口述史料深厚的历史底蕴，让冷战史研究更加
完整、立体、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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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ness versus host country effects:
Such as the market, so the Chinese merchants
Karsten Giese
GIGA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Hamburg, Germany
Since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Chinese sojourners have entered almost
every African country, and traders have formed the largest groups of Chinese
entrepreneurial migrants in African host societies. Trading in cheap
commodities “made in China” these Chinese traders have been observed
universally to employ a “Chinese model” of trade, i.e. the “small profits, high
turnover” business pattern. Attention is rarely paid to variation among countries
or adaptation to the local environment, despite that African countries differ
greatly in terms of their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 conditions as well as laws
and regulations regarding the legal presence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of
foreigners.
Based on several round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enegal and Ghana, I will
tak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in identifying and discussing host country factors
on shap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trader populations of these
two West African countries. I will present evidence for strong impacts of the
host country on migrant selection, migration trajectories, and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es, economic and social practices, lifestyles and community building.
This observed adaptiveness in migration questions the validity of a general
Chineseness as a common denominator for the various groups of Chinese
overseas across the gl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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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lnerable Chinese in Ghana and Benin?
Retreat of the Chinese state and the power of the African societies
Katy Lam
University of Lausanne, Switzerland
Contrary to what is commonly believe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panies, even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in Ghana and Benin, fall short of Chinese central state support.
Difficulties and business failures are common among Chinese companies in
these two West African countries. For those Chinese companies managing to
survive and succeed, host countries’ factors – such as local knowledge and
relations, play a much more significant role than the support of the Chinese
state. This paper will illustrate how Chinese company experiences in Benin
and Ghana are highly dependent and embedded in the host countries’
governance and societal contexts. The Chinese must adapt themselves and
constantly negotiate with local actors - governments, business partners,
workers and society in Benin and Ghana.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local society
and business partners reflects, for instance, the diverse strategies and
practices of hiring local workers and even managers, and on how Chinese
learn to become a paternalistic employer. For instance with more local (African)
resources, , a much smaller Chinese provincial SOE is better positioned and
outperform larger and more resourceful Chinese central SOEs in these
countries. All these observation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he African factors
and resources, and the limited role of the Chinese state in Chinese companies’
success in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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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ness in Cambodia: its Intra-ethnic divers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Shihlun Allen Chen
PhD Candidate,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USA
The Chinese in Cambodia has been considered as the one of the two most
significant minorities in Cambodia with their economic, educ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power within and beyond the country. However, years of
civil war, educational gap, socio-political change, and open migration have
made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mbodia a very different group than that Will
Willmott observed in 1960s before he published world’s last two specific
monographs on this group. This article thus focused on defining its internal
diversity and their intergroup relations based on Author’s long term field work
in the Cambodia. It first looks into the ethnic reality and power hierarchy of the
Chinese in Cambodia in three levels: loc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hen the
focus shifts to the social group dynamic in nowadays Phnom Penh in
explaining the social ecology among members in the community.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thnic organizations in the Capital
city, the third part of the article describes how various sub-ethnic groups have
been established on the demands of collective belongings, utilitarian purpose,
networking coverage,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Further in the Forth part, the
relations of those sub-ethnic groups are presented to map out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group diversification along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the country; especially the booming amount of China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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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ese Enterprises’ Entry Mode Strategies
in Africa
YomiBabatunde
School of Construction Economics &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Yuan Wang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Beijing, China
Since 2005, Chinese private sector players are increasingly gaining entry into
Africa and being more active in development activitie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However, unlike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the roles of
Chinese private-owned enterprises (POEs) have been under-researched. This
study is focused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ntry mode choices of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and POEs in Africa. It adapts Low and Jiang’s
(2006) Analyzing ownership, locational and 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s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MNCs using rough sets analysis”,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24(11), pp.1149-1165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Dunning’s OLI factors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s of Chinese SOEs and
POEs in Algeria, Kenya, Nigeria, and South Africa. It found the descending
order of the OLI advantages on prevalent entry modes as being ownership,
internalization, and location among the SOEs and internalization, location, and
ownership among the POEs. Adopting the Mann-Whitney tests, it fou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OLI advantages mostly impacting entry mode
choices of the Chinese SOEs and POEs in the Location Advantages (Firm
Specific) and 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s (Firm Specific). Based on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direct export and contracts were found to the main entry
modes among the SOEs while contracts was found as the main entry mode
among the PO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study are then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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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Overseas in the Senegal
Judith
Freie University Berlin, Germany
Chinese overseas can be found all over the world, also in African countries.
More and more Chinese doing business in West Africa like Senegal, Ghana
and Gambia. This paper regards the questions of what kind of Chinese
overseas can be found in the Senegal; their motivations to choose the Senegal
as country of destination; their aims, which they pursue in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their channels to stay in contact with their home and
countrymen. The central question, which will be addressed in this presentation,
is what kind of Chinese overseas can be found in Senegal? According to which
features the Chinese overseas do organize themselves? Or if they can be
considered as a new type of transnational actor organizing in a new and
different way. Do the Chinese organize themselves in transnational networks
to gain better trade conditions? Do they get any support and if yes, what kind
of support can the Chinese overseas in Senegal rely on? These questions will
be considered to focus on diaspora as transnational actor mediating between
two or more cultures through their ethnic 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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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小说的修辞策略及其局限
欧阳光明
华侨大学文学院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新移民小说创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至今方兴未
艾，并引起了中国当代文坛的高度关注。从修辞策略上来看，新移民小说取得成
功的一个重要法宝，即新移民作家将海外的独特经验、全新的感受，通过“有意
味的形式”，组织成一个个精彩纷呈的“故事”，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于是，“给
读者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大多数新移民作家追求目标。这种修
辞策略，虽然在短时间内赢得了较多的读者，但也是一种降低“难度”的写作，抑
制了新移民小说创新的活力。

“拆解殖民后果”：张贵兴小说的雨林文明书写
贾颖妮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
马来西亚砂拉越原住民没有文字，他们的历史与文化常被殖民者，以及后来
的大马政府和华人所漠视甚至歪曲、妖魔化。张贵兴的雨林三部曲力图“拆解殖
民后果”，还原少数民族被各种意识形态所遮蔽的文化。小说首先对长期被扭曲、
“知识化”了的少数民族习俗进行重审，去除殖民思维加诸其上的偏颇之见，尤其
是对广为流传的猎人头习俗、雅月的风俗和纹身文化进行了理性的辨析。对殖民
话语的解构还表现在对土著新面目的描绘上，小说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在土著
文化濡染下成长的“婆罗洲之子”。此外，作品通过对原住民族群与生活空间的恢
复，打通重新寻找雨林生活本质意义的通道，其中几个标志性生活场景可视为展
示婆罗洲土著文化魅力的生活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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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业余文学中的私人小说因素
舛谷 锐(MASUTANI, Satoshi)
立教大学
日本现代文学一直有私人小说（私小说）独特传统。私小说为取材于作者自
身经验，采取自我暴露叙述，内心景象，是一种现实主义的风格。前世纪初开始
到了现在还存在的文学流派。华语语系书写里，海外华文文学是业余现实文学为
主的。但最近几十年华语现代文学超越现实文学书写的动态。现实文学里已有私
小说因素。它有什么理由和价值。我要从华日比较文学研究角度来看华文文学的
私人小说因素。

新马汉文报刊所载“粤讴”初探
李奎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粤讴，属于粤调说唱文学中的一种。现在对国内对其研究可谓是凤毛麟角。
就是现有著作对其研究也仅仅是关注中国国内的作品。对于粤讴在海外的研究更
是少之又少。笔者在整理新马汉文报刊文学目录时，共计整理出约 1360 首粤讴。
这个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是一个值得开发的新学术研究资源。本文将关注其刊载
粤讴的原因、所刊粤讴的内容、新马粤讴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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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之后的《蕉风》转向：
从写实主义到现代主义（一九五七―一九五九）一个多元混合的时期
贺淑芳
新加坡国立南洋理工大学
学界咸以为，马华文学的现代主义始于《蕉风》一九五九年第七十八期，由
白垚以笔名鲁文撰写的艺评《文艺的个体主义》为其标志。从一九五七年独立后
至一九五九年这两年间，《蕉风》的本土色彩锐减。在这期间有更多外地作家，
包括聂华苓、朱西宁和一些来自香港的作家纷纷受邀在《蕉风》登场，相对之下
本土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刊出的数目减少。在独立之后，《蕉风》所刊的小说、
散文和诗歌更少本土特性，更少爱国主义，但在本地作者书写的散文中有更多“纯
净”的美文要求，包括从一九五七至一九六○来马执教的谢冰莹，她的游记散文作
品亦多美文。“认同”似乎变得不太是受重视的问题；地域特性变得更少，无论是
本地作品，或者是寄自外地的作品，小说更倾向于“故事”本身的叙述结构完成。
姚拓多热衷于撰写行军战地小说，黄思聘则多写香港都会各种奇情、奇遇的短篇
小说。这一时期的《蕉风》作品风格混杂，其实甚难归纳为现实、现代或浪漫主
义。本文尝试将描述这一时期《蕉风》的多元状态，梳理其中一些具有马来亚国
籍的第一代作者显现的风格蜕变，包括原上草、王敬羲等的书写，他们的小说对
现实的关注有了更内化心理描叙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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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华侨教育先驱——王泉笙述评
张元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王泉笙是菲律宾华侨教育发展的先驱，他早年奉孙中山之命赴菲律宾发展国
民党海外党务，从此投身华侨教育事业，创办学校，为菲律宾华侨教育事业的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试对王泉笙一生及其对菲律宾华侨教育的贡献做一述
评。

晚清侨务与海外侨领：
新加坡华侨领袖吴寿珍个案研究 （1855-1909）

李勇

沈逸婷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晚清是中国政府与海外华侨建立正式关系的开始。此时国家面临现代化任务
促使政府日益深刻认识到争取海外侨民认同、发挥侨民作用的重要性，始推一系
列侨务新政举措。侨领作为沟通政府和华人社会的桥梁，在侨务新政推行和实施
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至为关键。本文截取以晚清海外设领、推动成立中华商务总会
和近代华校三项举措为标志的晚清侨务新政奠基时期新加坡吴寿珍领袖作用个
案，旨在讨论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研究一个集中体现了华侨时代有着强烈中国归
属意识的侨领人物在推行侨务的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对侨务的贡献；二是讨论
映射于其间过程中的领袖人物的权力运作与晚清政府的关系，探讨晚清政府如何
透过海外侨领的作用推动和落实侨务政策，侨领又如何借重于政府确立其对于侨
众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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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洋过海闯天下 功业灿然美名扬
——记南洋早期著名侨领陈旭年
陈贤武
潮州市图书馆
陈旭年为广东潮州市彩塘镇金砂乡人，生于清道光七年（1827），卒于清
光绪二十八年(1902)，享年七十五岁。他曾在家乡当过油贩，“但觉难有出息，
不惜冒险南渡，让帆船把他载到荒炎的异邦新加坡”，他在新加坡以贩布为生，“沿
户逐屋作小生意”，“因讲究信用，深受当地居民的欢迎”，而“该地的马来贵族天
猛公一家人，更是他的长年主顾”，陈旭年不久便到柔佛种植胡椒和甘蜜。1866
年，他的事业已很成功，在柔佛拥有第一至第七条港，成为一个大港主，获得广
泛的特权。1870 年前后，阿武峇卡升任柔佛大君，任命陈旭年为柔佛州的华侨
侨长，又授予宰相衔，显赫达于极点。所以当时新加坡和柔佛两地潮人有“陈天
蔡地佘皇帝”的说法。“陈天”就是指陈开顺与陈旭年，他们不仅是大港主，而且与
柔佛王室有密切的关系，盛极一时。“陈旭年不仅是一个成功的港主，而且他还
在新加坡开设了广丰、宜丰、宜隆、谦丰四店号，从事胡椒和甘蜜买卖，“生意
鼎盛，获利甚多”，他又投资于新加坡房产，在新加坡繁华地带购置了许多店屋，
后来他的事业重心南移，成为新加坡一代富商。
一个个成功的潮商，包含着一个个的潮人个人奋斗发家的故事。一个又一个
海外潮商、乃至海外华商成功的故事，给近代中国人塑造了一个“南洋梦”，给人
们一个到南洋（东南亚）发财的梦想。在这个“南洋梦”中，人们往往抹去移民拼
搏的血与泪，给南洋以淘金圣地的神圣光环，仿佛南洋是一个遍地黄金之地，仿
佛人们只要抓住机会，就可以在南洋由“窭空之子”而立刻变为巨富大贾。我们可
以说，南洋较之国内，确实多一些商业自由发展的空间与机会，少一些官府、官
僚资本、传统势力的羁绊。但是，也应该看到，少数近代海外潮商的成功，不仅
包含其个人与家族艰辛创业历史；而且包含着千千万万移民的艰苦奋斗，“南洋
梦”首先昭示的应该是一种南洋移民艰苦奋斗、不断进取的创业精神！当然，由
近代海外华商成功故事所编织的“南洋梦”，其梦想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正是凭
藉着这种梦想，“到南洋发财去！”一代又一代的潮州人、乃至东南沿海地区人民
移民东南亚，在异域他乡艰苦拓殖，有力地促进东南亚开发。本文通过昔日海外
闻侨领袖陈旭年的创业轨迹，来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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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贯中西:司徒英石的时代与人生

刘静

曹瑞麟

邹崇乐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亚洲图书馆珍藏有司徒旄(英石)特藏，共 2000
多册中文藏书以及档案资料。该特藏是 1967 年司徒先生去世后， 由其女儿女
婿（加拿大华人首富雷钰堂）捐出。英石前辈一直坚持中加两国纽带的身份定位，
但是在曾经歧视华人的加拿大，和他从未涉足过的祖先故土，其卓越成就均被边
缘化。作者最近从他的藏书中梳理过大量的原始材料，结合在中英文出版物中零
星散落的线索，对这位加拿大华裔先驱的事迹进行了初步探索，希望引起海内外
学者的重视。
司徒英石 1889 年出生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他虽然从未到过祖辈在广东开
平的家乡，却对那里的人文地理了如指掌。他的正式工作是太平洋铁路公司旗下
的远洋轮船乘客经历。他在此职位上经营 40 年，阅人无数、助人为乐。司徒英
石学贯中西，他将中加两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自由地游走于东西文化和不同
族裔社区之间，在他所活跃的年代，这样的领袖人物可谓屈指可数。本文将再现
他对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贡献，以及他领导华侨争取平等权益，传承中华文化
的卓越成就。 希望为其他学者未来相关的研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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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苏东华社侨团的对立

王刘波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苏门答腊东海岸（简称苏东）是印尼华人华侨的主要聚集地之一。二战后尤
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局势的巨变，以棉兰华侨总会为领导机构的左派，
与以国民党驻日里直属支部为首的右派泾渭分明，势同水火，他们通过对各种侨
团领导权的争夺排斥对手，扩展自身的政治影响，造成了华社的分裂愈演愈烈。
华社这种分裂的现象固然体现了美苏冷战的对立，可又是华人海外生存矛盾的缩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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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大战在缅甸与当地华侨华人（1942-1945）
朱浤源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南半岛，于占领越南、马来亚、新加坡，进入泰国之后，
紧接着侵缅。盟军方面，有英国加上大英国协其他国家与地区、中国、美国，以
及印度、缅甸当地部队之参战，日本方面，也有来自本土、泰国、殖民地台湾与
朝鲜，以及印度、缅甸当地之部队参战。原系衰弱的中国如何对付日本？因为当
年一个国军的战力，一般估计只有一个日军的八分之一。但是国军在反攻缅北时，
竟然能够一个杀掉两个日军。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确系事实。为什么会这
样？难道国军战力真的突然提高如此之多？作者企图在本文之中，详追其因。惟
除了战力本身需要在进一步探讨外，国军如此艰苦但漂亮的一连串胜仗，其原因
还要从几个特别的角度，来加以探讨：
当地社会对于交战双方的态度，应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第一、缅族与
其他少数民族；第二、当地佛教与其他宗教团体，第三、滇缅地区之华人以及其
他族群。研究发现，这几种人多从敌视国军转为友好。对日军则似乎相反。较多
积极支持国军，而较少支持日军。
以上三面向一直是作者几年以来注意、关心以及追踪的方向。但是目前研究
起来困难重重。本文仅能就其中一面：华侨与华人来追踪探讨。
理论上，中国方面华侨人数多过日侨，应该更较研究日军容易，因为胜利后
在密支那、八莫、南坎、木姐、兴威、九谷、西保、南渡、皎脉、芒友、杰沙等
地，均建有阵亡将士公墓与纪念碑，但是事实正相反。日军眷属从投降之后，到
今天，依据日本国内档案等资料，成功地在当地盖了许多纪念碑、佛塔、寺庙等
纪念性墓园。他们能如此，所依赖的就是当地的日侨。反观中国，日本投降之后，
一方面在国内立即发生意识型态战争：以国民主义及共产主义为理念的两股力
量，进入长年战争与斗争之中，数据多被湮灭或逸散；二方面，又碰到在尼温政
权排外，于一九六五年春间，缅人已经将缅北各地远征国军阵亡将士公墓，及纪
念碑全部摧毁。因此想建构国军当年事迹，比日本、英国甚至美国还难。
总之，这个题目在目前做起来仍然相当不易。但是总得试试。更何况有可能
为昔年华侨在以军事为范围，深入当年华侨社会内部，从社团以及重要个人两个
方向，其中包含宗教、商业、媒体、教育与情报，来发掘缅甸华侨从各个方面总
动员，来帮助国军与其他盟军，所共同缔造反败为胜的故事，写出鲜为人知的一
页。由于参考数据的特色，全文处理了我国对日作战全程八年的故事。其中作者
特别着力在中国战败的前段，也就是民国二十六年至卅年的内容。至于战胜的后
段，民国卅年至卅四年的部分，则囿于时间与史料，将来再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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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马砂拉越与中国两地关系：
1.5 轨道外交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的运作、角色、挑战和展望
彭大男
砂拉越州首长政治秘书
当今是中国外交历程中不平凡的年代。随着中国外交打出新倡议，如一带一
路、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等，都符合各国共同利益、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引领了区域合作方向，在地区和国际上产生热烈反响。说到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不少人会把眼光放到东马的砂拉越州。东马砂拉越，作为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地处婆罗洲北部，面向南中国海，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砂
州在 2013 年对大陆、台湾及香港的贸易出口额是马币 174 亿令吉， 从这三地
进口额马币 36.9 亿令吉。马中双方在 2013 年的贸易额是 1060 亿美元，是中
国在亚洲续日本及韩国之后第三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是原东盟国家中最早跟中
国建立邦交的国家。目前大马和中国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砂州与中国之间今天的友好关系是来之不易的。是经过两国政府、不少有识
之士和民间友好人士的辛苦耕耘的成果。自中马建交 40 年来，砂州与中国的双
边关系并非一帆风顺。建交初期，由于冷战思维和砂共武装斗争的存在，红色中
国对不少砂州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苏联的解体，形
势有了很大的变化。而砂州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的学术研究，比起西马，还是相对
少的。尤其是砂州的民间友好团体（包括社团、经贸、文化和教育等有关组织和
机构）与中国方面的互动，即外交术语称之为 1.5 轨外交的半官方半民间外交
关系。这对发展巩固双方关系的作用和角色，是对现实主义(Realism)国际政治
理论家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 对于军事力量的过分重视和约翰·米尔
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Neorealism)”的反思
教材。
此论文将以砂拉越晋汉省华人社团总会（简称华总）作为个案考察对象，论
述 1.5 轨外交在中砂两地关系的运作、角色、挑战和展望。华总成立于 1979 年，
乃一民间组织，其创立宗旨主要在于维护和争取华人的权益和地位。由 143 华
人社团组织而成。是当地诸多华人组织中最具代表性的活跃组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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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的东南亚华人社会：人口趋势与经济实力
——基于新、马、泰、菲、印尼五国的分析
刘文正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历史上，东南亚地区是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该地华侨华人人数之众、
分布之广、聚居程度之高皆非其他海外华人社区可比拟。2011 年仅新、马、泰、
菲、印尼五国华侨华人就接近 3000 万，占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六成。各国华人
经济经过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洗礼后，再现勃勃生机，华商资本总量日益扩大，
并在房地产、金融、商业、农业及部分领域的制造业占据牢固地位，显示出强大
实力。从国别来看，在新加坡和泰国，华商资本发展平稳，经济实力与外国资本
并驾齐驱。在马来西亚和印尼，虽然华商资本绝对值仍在增长，但由于土著企业
和国有资本的持续发展，华商在所在国经济地位较上世纪 90 年代相对下降了。
在菲律宾，当地华商的经济实力，已呈现出超越西班牙裔商业精英的势头。
沙捞越古晋华人社会权力的转变：
以古晋潮人族群领袖为例（1841—1966）
邓进升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本文以沙捞越古晋潮人族群领袖为例，通过分析古晋潮人族群领袖的更迭，
探讨沙捞越古晋华人社会权力的转变问题。19 世纪中后期，古晋的潮人领袖刘
建发与沈亚尧创立顺丰街公司，领导古晋的潮人商号从事商业贸易，刘建发及其
儿子刘进乐、刘进春、刘友珊、孙刘振藩因财力的因素，数十年担任古晋潮人族
群领袖。至 20 世纪 60 年代初，这一现象逐渐消失，在沙捞越政府从政的张桂
生、陈作猷等人被选为古晋潮人族群领袖。古晋潮人族群领袖由从商向从政的转
变，反映了经济金字塔顶层的有钱老板旧有的权势的粉碎，新的竞争者挤入乍开
的权势之门。1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是 20 世纪中期沙捞越华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
程中，交通的迅速发展以及市场的延伸，加速了乡镇之间商品及人口的流动，传
统商业型态出现转变，古晋潮人的商业支配地位也逐渐消失；另一个原因是在沙
捞越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以及在地化的影响下，潮人族群中出现了不少精英在政府
部门服务。
1

田汝康：《沙捞越华人：三是年之变迁》，载田汝康：《沙捞越华人社会结构研究报告》，2013，沙捞
越华族文化协会，第 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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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棉寮潮属华人难民与美国潮州会馆的勃兴
李爱慧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在相当长时间内，居美华侨华人主要来自广东珠三角地区，潮籍移民很少，
直到 1956 年才在纽约成立了第一家潮州同乡会。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越南、
柬埔寨和老挝三国兴起的排华恶浪，迫使当地几十万华人纷纷逃亡到美国，其中
有十几万祖籍潮汕地区。他们基于历史形成的血缘地缘纽带、被排斥的共同遭遇
以及谋求生存发展的迫切愿望，积极联络筹备，使得潮籍同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
兴起。这些团体多数诞生于 1980 年代，短短十年间在美国加州的旧金山、洛杉
矶、圣荷西等市、俄勒冈州、休斯顿市、夏威夷州、西雅图市、芝加哥市、波士
顿市等地陆续成立了十几家潮州会馆（同乡会），并很快联合成立了全美潮州总
会。美国各地潮州会馆致力于加强彼此间的团结互助，改善乡亲福利，努力在美
国立足、生存和发展，同时也传延中华文化和潮汕文化。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
东南亚潮籍同乡团体研究较多，而对美国潮人成立的团体少有涉及。本文拟对
1970 年代中期后迁居美国的印支潮属难民建立的同乡团体作一专题研究，追溯
和分析其成立背景和发展历程，揭示在美潮人患难与共、扎根美国、情系桑梓、
敦睦和亲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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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美利坚：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华人历史资料的收集和展览

李国庆
俄亥俄州立大学

虽然美国华人历史研究一直是海外华人学界的热门话题，但大多数研究的对
象是美国东、西两岸的华人，有关中西部的不多。据记载，1843 年一位传教士
从中国带了两个女孩到俄亥俄州的首府哥伦布市，开启了华人落地生根百余年的
历史。尽管当地华人比例至今也仅有 0.8%，但对文化和经济却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2012 年，在哥伦布市 200 周年市庆之际，当地多个华人组织和文教机构联
合举办了历史上首个“哥伦布华人史”展览。笔者有幸参与其事，帮助收集了不少
相关文献。本文即以这些文献及展览内容为基础，梳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借
以一窥美国中西部新老华人百年近二百年的移民、奋斗和扎根，以及与当地社会
冲突与融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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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生态视域下浙南青田跨国流动人口探析
林海曦
吉林大学文学院与新闻传播学院
本文运用人口生态理论，对浙南青田地区跨国人口流动的典型案例，进
行了长时段的个案考察。该地域人口生存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环境，推动了
人口跨国向海外流动寻求生存之路，其数量与规模大致经历了“出国萌芽—出国
高潮—出国低谷—出国繁盛”变迁的轨迹；随着青田地域与海外各国境况的变迁，
青田跨国流动的人口结构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其性别结构、年龄结构、
知识结构以及职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有利于实现青田跨国流动人口群体的
生态平衡与整体素质的提升；青田地域跨国流动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
之影响，体现了人口生态系统的和谐，发挥了“以侨为桥”的现实作用，同时也促
进了该地区人口移民在海外的壮大与持续发展。

体育技术移民及其政策的全球治理研究：以华人“海外军团”为个案
任慧涛
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全球化促进大型体育赛事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体育技术的全球扩散，
为一流体育人才跨国劳务、技术移民提供了客观条件。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伴
随着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世锦赛等大型体育赛事上的卓越表现，中国高水平运动
员逐渐成为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东南亚地区国家积极引进的技术移民对象。
本研究从中国高水平运动员的视角出发，对全球体育范围内华裔“海外军团”现象
及其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并着重梳理了美国“杰出体育人士”、加拿大联邦“自雇
移民”、香港“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等移民政策及其作用。研究尝试在高水平运动员
提高跨国劳务、移民等方面做出治理规范，推动国际体育组织对体育移民问题的
关注，促进各国体育技术移民政策的完善，形成良好的全球体育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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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calizing overseas Chines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in Japan：
interactions between associations, nation-states and Chinese diaspora
Jia Yong hui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the increasing immigration from China to Japan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new associations based on profession have been founded, such as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in Japan (1992),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Japan (1996), the Society of Chinese
Professors in Japan (2003). However, these associations have received less
attention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as the majority of existing literature
focuses more on traditional associations that are based on geographic ties.
Also, in recent studies that use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nation-state and
Chinese diaspora often have been neglected. Thu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se
questions: why do these associations have emerged? How do they function,
network and intersect with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governments and
Chinese diaspora in Japan? Why and when do they interact? What are their
dynamics and possibilities? By using new data from qualified interviews,
observations and published reports, it argues that the nation-state is an
underlying force tha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se associations’
development. Meanwhile,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Japan is another force
that should b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as interviews in this study show some
negative attitudes on such associations. This case study may contribute to
the body of knowledge in exploring both the nation-state and diaspora forces in
the study of new immigrant assoc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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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 Digital Repository Collection:
Arizona State Libraries’ Chinese Immigrants in Cuba Archive
Ralph Gabbard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Libraries
Margaret Tillman
Purdue University
Melissa Guy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Libraries
Liu Qia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Libraries
The Chinese Immigrants in Cuba collection includes hundreds of original
documents, manuscripts and photos covering the migration of 125,000
Chinese who worked as contract laborers in Cuba from 1847 until the later
1890s. The archive continues until the 1970s and records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uba and is rich with photos. This massive collection, from the
archive of James and Ana Melikian Collection, is probably the largest one in
private hands concerning Chinese in Cuba. At present the collection contains
over 1341 records and about 8,000-9,000 pages. The archive continues to
grow and is open access.
Included in the archive are ship manifests, certification of entry, first and
second contracts, lists of contracted Chinese workers, runaway workers,
permanent residence documents, naturalization documents, identity records,
passports, certifications of nationality, baptism, marriage, and death records,
financial records, court cases and many more record types.
The paper will discuss the collection’s content and historical importance, as
well as the digitization process, creation of descriptive metadata, and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ssociated with curating a post-custodial archival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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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cademic Library Digital Services in the Digital Age
LiLi Li
E-Information Services Librarian,Georgia Southern University Librar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utting-edge and emerg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has provided academic libraries with new ways of delivering and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services in the digital age. While the digitized library
information resources are growing so rapidly, whic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ill impact on academic libraries in the digital ag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successful ways of developing
specialized digital services in academic libraries. This paper outlines which
direction academic libraries and academic library consortia could initialize and
implement their digitized library projects. Also demonstrated are the real-world
examples
of
Georgia
Southern
University
Library
(http://library.georgiasouthern.edu/) and University System of Georgia
(http://www.usg.edu/) enhancing and integrating their digitized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services. Finally, this paper points out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developing student-centered and
service-oriented academic digitized knowledgebase in the coming years of the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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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S Flagship University Faculty’s Awareness and Attitudes towards
Open Access Publishing and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Zheng Ye (Lan) Yang
TexasA&M University Libraries.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ult of a 2014 survey of faculty at Texas A&M
University (TAMU), a U.S. flagship academic university. The aim was to seek
TAMU faculty’s awareness of open access (OA) publishing; assess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and willingness to contribute to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determine their reservations to adopt the new publishing model and contribute
to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gauge their knowledge of author addendum;
identify their opinions of whose responsibilities it should be to put their works in
the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and reveal their perceptions about the stated
benefits and advantages of publishing in open access venues. The survey
also served as a promotional effort for the Libraries’ OA related services, as
well as the Libraries’ initiative effort to help the TAMU faculty to be prepared to
accommodate the federal OA mandates.
The added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inform what services and support the Libraries should start or
enhance to meet TAMU faculty’s needs.

Gale eBooks on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An Overview
Yang Liping
Gale, Cengage Learning
Gale,Cengage Learning is committed to serving libraries,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businesses worldwide with a wide variety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consists of print, eBooks, databases, digital archive collections, and
microforms. Gal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y (GVRL) is an award-winning eBook
platform that hosts around 80 quality English titles on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cluding encyclopedias, monographs, bibliographies, and
proceedings; covering regions like North America, Europe, Oceania,
Southeast Asia,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Topics elaborated range from
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 and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with a
larg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to overseas Chinese culture, education,
politics, religions and businesses. The same platform also features some
Chinese eBooks on th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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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以来新西兰华人身份认同的变化
康晓丽
中共厦门市委党校
1987 年新西兰新移民法实行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迅速增多，尤
以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华人占绝对多数。笔者通过网上和电子邮件的方
式发送了 90 份问卷调查，旨在对 1980 年代以来新西兰华人的身份认同变化进
行梳理，分析移民时间、新老移民、教育程度、移民身份等因素对新西兰华人身
份认同的影响。文章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华人移民次数与身份认同之间呈
现正相关关系，即华人移民次数越多，对祖籍国或来源地的身份认同感越强。第
二，华人来源地对华人身份认同的变化影响较大。相较于来自东南亚和其他国家
的华人与来自中国的海外华人，东南亚和其他国家的华人对中国的身份认同比中
国的海外华人对中国的身份认同程度弱。第三，华人传统文化和中国的影响力对
华人身份认同的变化影响较大。老一代华人对中国的身份认同主要受传统文化影
响，新一代华人对中国的身份认同主要受日益强大的中国的影响。

马来西亚华文教科书的身份认同演变
庄慧琳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马来西亚有两个中学教育系统，一者属于国家课程局，一者属于民间组织
董教总。他们以不同的教育理念设置教育课程，前者以国家哲学为主，实施于国
民中学和国民型中学，后者则以母语教育为重，实施于独立中学。这两个教育系
统将如何通过各自的课程内容传达其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将会是一个
值得探究的问题，因为处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他们都各自拥有
独特的叙述方式，这些异同将传达不同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通过比较国中和独
中历年来所使用的华文教科书，观察和分析身份认同问题在这两个教育系统当中
的演变过程，展示国家课程局所欲以塑造的国家记忆、董教总对族群身份的坚持、
双方对国家身份所做出的诠释，以及催促其演变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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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规则与神庙网络:
20 世纪上半叶吉隆坡安溪人社群的形塑途径试探
宋燕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福建省人是吉隆坡华人第三大社群，而吉隆坡安溪人又是福建人社群的重要
组成部分。以安溪县籍贯为依据，以雪兰莪安溪会馆为社群组织，以安邦南天宫、
镇南庙、聚仙庙为信仰组织，又在福建省人之内形成了安溪人的次生社群。这一
次生社群的形塑过程，是福建省人内部籍贯认同的层级性的反映。对认识大马华
人认同内部的层级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海外华人之国籍认同与文化取向
蒋汶德
加拿大温哥华
外籍华裔通称为“某国华人”或“某籍华人”，以“加籍华人”为例，国籍与族裔之
别，或会被错误质疑华裔对加拿大是否忠诚不二。华裔是加国多元文化族裔一份
子。加拿大国籍函盖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族裔公民。“文化取向”代表个人之生活
趋向。“国籍认同”是义务承担，加人可自由选择生活方式而无悖于对国家忠诚，
个人文化取向之选择与国籍认同并无矛盾，两者可兼容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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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回国观光团与新中国的侨务外交探析
施雪琴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本文利用地方（侨乡）档案，以新中国组织海外华侨回国观光团的活动为中
心，考察建国初期新中国政府组织华侨回国观光团的动机、华侨回国观光团的组
织程序、基本构成、活动情况以及外交影响，以此来探讨了华侨华人在新中国外
交中的角色以及新中国侨务外交政策的发端与特征。本文指出，华侨回国观光团
是新中国建国初期侨务外交战略指导下的重要实践，观光团成员对新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发展以及侨乡变化的宣传，增强了海外华侨华人对新中国的认同与支持，
对新中国争取侨心，凝聚侨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民主改革时期印度尼西亚涉台华人社团与台湾当局的
“侨务外交”初探
江振鹏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民主改革时期印尼政府改变了过去禁锢华文、华社的政策，这使得印尼涉台
华人社团在新时期发展起来，尤其是学缘型和业缘型的涉台华人社团近年来较为
活跃。印尼涉台华人社团在主动面向印尼当地社会恢复华文教育和参与社会慈善
活动的同时，也在积极“配合”台湾当局的“侨务外交”活动，在组织印尼华社学生
赴台湾留学深造、共同培训华文师资、承接“台湾侨委会”海外文宣工作，搭建印
尼与台湾经济贸易往来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印尼与台湾关系及两岸在海外
侨界的政策均有一定程度影响，值得学术界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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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印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护侨政策和措施
居玛丽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荷印战争期间（1945—1949 年），我国数百万侨居荷印的华侨遭遇战火，
蒙受印尼焦土政策之烧杀抢掠，生命和财产安全毫无保障，而荷、印当局则对保
护华侨态度敷衍。面对亟待救援的华侨，南京国民政府从外交、经济、军事诸方
面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护侨政策与措施，通过外交交涉，明确表达护侨的态度和
立场，并遣使宣慰侨胞，拨款救济难侨，促成华侨保安队的建立，以就地实施武
力护侨。同时派遣军事调查团调查华侨被难情况。在国际上吁请安理会和其他国
际组织的援助，国内则遣送华侨回国和复员、赈济侨汇断绝之侨眷等。这些措施
在保护和救助华侨上获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措施本身存在种种弊端，不切实
际或沦为空谈，导致护侨措施成效不显。

侨务与外交：国民政府的战后缅甸归侨遣返策略论析
姜帆
广州行政学院
二战后，缅甸归侨遣返工作因缅甸政局变动而一度停滞，造成归侨滞留危机。
国民政府站在维护侨胞权益的立场上，充分动用多种途径，采取多层外交策略打
破僵局。国民政府在中缅交涉过程中有进有退，迫使缅甸当局有所让步，达成大
部分遣返目标。缅甸归侨遣返工作最终因中缅各自陷入内战而功亏一篑，但综合
整体形势判断，国民政府维护侨权的坚定立场、灵活务实的多层外交策略值得肯
定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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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华侨华人在中日关系中的角色探讨
游国龙

刘光耀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华侨华人”不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也不是非主要行为体，它只是存
在于中国与侨民移入国之间的一个族群，根据不同的国家，它所引发的问题并不
完全相同。现有的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不是把华侨华人作为自变量，认为它影响
中日关系，就是把华侨华人作为因变量，认为它受中日关系影响。但根据本文的
分析结果，中日两个国家间关系，包括历史上的冲突、生存利益等，深深地影响
了华侨华人在日本的生存。学界探讨的华侨华人在提升国家软实力、公共外交等
方面的作用，受中日关系制约，实际上难以发挥。近年，因“钓鱼岛购岛”等事件
影响，越来越多日本华侨华人选择回国定居，除非中日关系好转，在日华人人口
将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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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溪新移民问题初探
王付兵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明溪是福建省新兴的内陆重点侨乡，有“海西新侨乡”之称。随着 1989 年该
县沙溪村民胡志明向意大利的成功移民，明溪的海外新移民人数逐渐地增加起
来。当前，海外新移民已经成为明溪县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大优势。本文将主要
依据实地调查的资料，按新移民的移民类别、移民方式与渠道、人数规模、出国
时的年龄和文化结构、性别结构、出国前后的职业分布以及移民对家乡社会经济
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论述明溪新移民对明溪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与作用。
我们认为，明溪新移民是明溪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
明溪当前和未来现代化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动，仍需要丰厚的新移民资源。

泰国移民政策与中国大陆新移民模式
上官小红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2015 年是中泰建交 40 周年。20 世纪 50 年代，泰国政府从本国的发展与安
全考虑，制定了严格的移民政策。中泰建交 40 年来，两国交流互动增强，但泰
国的移民政策甚少放松。1975 年，中泰建交后的新移民政策并未放宽移民限制，
不仅规定每国每年不超过一百人的限额，还立法对移民条件做了诸多限制。这种
移民限制政策催生了多种移民模式，在严格移民政策的作用之下，大陆新移民不
得不更多借助于不同于以往的模式移居泰国，主要有亲属移民、婚姻移民、专业
投资移民、非法移民等。这些新移民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使新移民摆脱了移民限额
的束缚。本文拟从泰国移民政策着眼，通过分析泰国移民政策实施的时代背景及
其演变来阐述移民政策对中国大陆新移民模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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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富裕阶层的海外移民问题探析
路阳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
新世纪以来，中国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正成为新一轮移民潮的主力军，越来
越多的中国富裕阶层通过投资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大多前往欧美等西方发达国
家。本文基于近年来国内外发布的有关国际移民和中国富裕阶层的相关报告，对
当前中国富裕阶层以投资移民为主要方式的海外移民予以关注，着重从移民倾
向、资产配置和海外投资等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中国富裕阶层海外移民的
趋势和未来影响加以说明。

加拿大投资移民政策演变及影响研究
廖萌
福建社会科学院华侨华人研究所
本文利用利益导向移民理论分析加拿大投资移民政策的演变。认为
1986-2005 加拿大投资移民属于收益集中而成本分散的“客户政治”模式，投资移
民为加拿大吸引海外投资、创造本国就业机会、增加财政税收等方面做出重大贡
献。2006 年加拿大保守党上台后，采用“企业家政治”模式，响应民众要求逐渐
收紧投资移民政策，并以投资移民对政府贡献小、投资移民门槛低等理由于 2014
年终止投资移民项目。2015 年加拿大大选，无论是保守党继续执政还是自由党
上台执政，加拿大投资移民政策都将进一步调整，对申请人资产、教育、语言、
工作背景等提出新要求，引导投资者从被动投资转变成主动投资，并适时推出风
险投资等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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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的“残酷”与回归之“疼痛”
——阎真、陈希我的“后留学”书写

陈庆妃
华侨大学文学院

当代作家阎真、陈希我都曾经留学海外，1990 年代海归后他们崛起于中国
文坛，留学体验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写作姿态。留学国度不同以及性格因素使然，
二者对留学经历的“再现”、对中国当下现状的批判都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他们
代表了知识分子写作的两种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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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教育、中华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海外华人与华侨文化教育
王维
日本国立长崎大学
战前至改革开放，日本的华侨人口始终保持在 5 万人左右，传统全日制华侨
学校有 5 所，历史至今对华侨的民族文化教育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在日的中国人增加了 15 倍，但华侨学校仍然只有 5 所，子女教育和认同逐成为
华侨社会关注的一大课题。另外，在华侨学校的学生中，也有不少即非华侨亦非
华人的纯外国人，狭义的民族教育逐渐朝向更具有包容性的多元文化教育。本文
将对日本华侨社会和华侨学校的作用，华桥文化教育的现状和课题进行探讨，考
察作为民族文化教育，中华文化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的华桥文化教育的意义和可
能性。

华文教育、文化认同与公共外交：
以缅甸曼德勒华校教育为例
段颖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本研究以人类学田野调查为基础，聚焦于缅甸曼德勒华文学校教育的发展及
其现实意义，通过叙述当地华文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探讨华文教育对曼德勒华人
认同形成的影响，以及汉语在商贸合作、文化交流的服务功能，并进一步分析国
家汉办、侨办对当地华文教育以及中缅两国文化交流的推动作用。研究意图强调，
不同机构的合作与交流，促进了缅甸当地华人教育的进一步合法化，而华文教育
的发展，又为两国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极好的公共外交平台，双方的努力与尝试，
也为促进中缅两国的互信互惠与友好往来开辟了全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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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人与华人教育：
以马来西亚适耕庄村为例
吴明珠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社会变迁与趋势研究中心
华人每到一个地方，在有了聚集居处，就想到要办学校，要让下一代学识字，
以便可以记账。这是当年马来亚华人开埠聚居，普遍可见到的事实。
适耕庄是一个华人开辟的稻米耕种区。殖民地时代，由于世界性的缺粮，英
国人在马来亚半岛西海岸划了一大块土地约 2 万公顷，来开发种植稻米。其中约
十分之一的地，划给华人耕种。在 1940 年代，殖民政府号召马来亚半岛华人来
开垦。许多华人涌入适耕庄。数年间就有几百个人。办学堂是他们想做的事。白
天一家大小都在耙地工作，只有晚上才能学习识字。于是大家出钱出力，开办华
侨夜校。他们从中国请来一位老师，学生有几十个，有大人也有小孩，只要想学
习识字，都可以参加。现在适耕庄这个华人稻米区，已经有了两间华文小学，一
间国民型中学，教育了许多杰出的人才。
本文将落点在马来西亚华人对他们当地华人教育的热衷与建设。文中以适耕
庄作为个案来探讨这个课题。很多地区华人办学是会馆或寺庙主办的；但适耕庄
的教育建设是来自当地自己人。开发初期，闽南福建人来的多，有种稻的，有做
生意的，他们一路来对教育建设，出力甚多，文中对此会有一些落笔。

李光耀的族群管治策略：
新加坡建国初期的“华文官化事件”与族群政治
李淑飞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在新加坡 1965 年独立建国一个多月后即发生的“华文官化事件”，是新加坡
语文政治和族群政治演变中的关键性事件，也是新加坡国族建构与国家社会关系
重构中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华文官化事件”与马来西亚华社发起的“华文官化运
动”关系密切，本文对华文官化问题的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借之考察新加坡
建国初期的语文政治与族群政治，并对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在冷战背景下管
治华人为主体的多元新加坡社会的族群管治策略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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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仪式与海外华人青少年教育：
以印度尼西亚孔教的人生仪式为例
王爱平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本文主要依据近年多次田野调查所获得的资料考察印尼孔教的人生仪式与
青少年教育。人生仪式是印尼孔教仪式中的重要内容，具有鲜明的孔教特点。印
尼孔教把人生仪式——个人的完整的生命周期仪式完全纳入了宗教的仪式体系，
尤其是将孔子自述个人修身成圣全过程的每个阶段以仪式的形式表现出来。孔教
的人生仪式除了包括通常所说出生仪式、婚姻仪式和丧葬仪式等，还包括按照孔
子自述制订的修学成长仪式。印尼孔教的人生仪式既具有鲜明的印尼特色，又带
着华人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体现出孔教教义中关于天、人、伦理道德的观念，
也成为对青少年教化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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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信史料解读陈嘉庚近代校园规划设计理念
——以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早期校园规划为例
陈志宏 翁秀娟 李希铭
华侨大学建筑学院
论文整理陈嘉庚历史书信中有关校园规划、建筑设计、管理和施工方面的内
容，与现存的历史地图、建筑图档、校史档案等史料相对照，并配合现状实物调
研，通过对近代早期嘉庚校园规划的归纳和总结，梳理出陈嘉庚近代校园规划与
建筑设计理念的形成、发展的脉络，并进一步探讨民间文献史料在近代华侨建筑
研究中的历史价值和运用方法。

基于历史书信的陈嘉庚校园规划理念形成与发展的研究
李希铭 陈志宏
华侨大学建筑学院
近代中国在受到内忧外患影响下，教育体系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在这样的背
景下，陈嘉庚以救国强民为目标，于 1913 年至 1961 年间在厦门主持建设了一
批校园和文教类建筑，本文即以此为研究对象展开论述。
由于陈嘉庚旅居南洋，期间在厦的校园规划和建设活动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书
信、电报与校方沟通联系，以此了解学校的实际情况，听取校方主要负责人的意
见，对学校发展做出决策，所以这些材料成为了本研究最重要的原始资料。此外，
这一时期校园的图纸与地图也极具价值，由于陈嘉庚经常往来于国内和南洋，书
信资料并非连续完整，图纸和地图则有助于解读嘉庚书信。笔者将陈嘉庚书信、
历史图纸、相关档案等史料进行研究解读和比较分析，并配合现状实物调研，运
用文献分析和图文转换等方法尝试梳理出陈嘉庚近代校园规划理念形成、发展的
脉络。
陈嘉庚的校园规划是华侨作为办学主体在国内私立教育界发展的重要案例，
对其理念的研究可以更具体的理解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下，中国私立学校校园规划
和建设的实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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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历史文献与闽南侨乡近代民居建筑研究
陈志宏

林丹娇

华侨大学建筑学院
闽南近代侨乡建筑的以往研究多注重于建筑实体的调查研究，而对于保存丰
富的华侨族谱、侨批书信、侨刊乡讯等民间历史文献的重视不够。华侨族谱不仅
记载了宗族在海外的世系繁衍、出洋时间和原因、居地迁徙等信息，也记录了华
侨在海外的开拓成就，甚至包括海外华侨宗祠民居的建造过程的记录。侨批是近
代海外华侨主要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包括钱款
和信件两方面内容，大量的华侨汇款用于建造房屋，并在附信中讨论建屋的要求
等内容。本文以民间文献结合历史建筑实物的研究方法，不仅对侨乡建筑实物田
野调查分析，以及华侨建筑的缘起过程、历次维修等史料整理，也着重整合社会
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方法，通过访谈和查阅族谱和契约文书，分析华侨宗亲在
侨乡和海外的迁移历史、分布状况、人口状况、分房关系等宗族史梳理，通过侨
批书信，分析建筑经济来源、营建过程等，并进一步探讨民间文献史料在闽南侨
乡近代民居建筑研究中的运用方法，为全面了解闽南侨乡近代民居建筑的历史发
展做出史料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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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枫溪潮州窑对新马陶瓷业的传播：
以陶光、万和发（Claytan 佳丽登）为中心
李炳炎
潮州市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
历史上潮人下南洋有相当一部分人到达新加坡，或由新加坡再辗转到马来西
亚，进行种植业及陶瓷生产。来自潮州枫溪的潮侨利用家乡的陶瓷生产技术，进
行在地化生产，为当地陶瓷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笔者曾多次亲历新加坡、马来
西亚进行实地考察，对亲历者进行口述历史。本文就枫溪陈氏家族在新加坡及马
来西亚的艰辛创业历程，并结合有关文献，从中证明新马的陶瓷制造业主要得益
于近代枫溪窑的产品外销和技术外传，也体现了海外潮人对侨居地社会环境及经
济和文化的适应性。在东南亚华人社会本地化之前，枫溪陶瓷者进行在地化生产，
而在东南亚华人社会本地化之后，仍然借鉴故乡的陶瓷生产设备及技术，说明华
侨在完成了本土化历程之后，特别是实现了国家认同的重要转变后，仍然与家乡
保持密切关系，利用血缘、业缘、地缘等关系发展跨国贸易。
综上所述，近现代以来枫溪陶瓷业者对新马陶瓷业产生了历史与现实的影
响，为新马的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奉献，促进了中外经济的文化交流。

华侨华人藏品与文物回归捐赠之中华文化软实力价值研究
王怡苹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旅居世界各国逾五千万人的华侨华人，几世纪来对居住国的历史发展有着政
治、社会、文化上的诸多影响，是现成“走出去”到世界各地的中华文化载体。而
21 世纪，从历史发展的轨迹观察，国际间的主流已由军事竞赛发展到经济竞争，
再逐步推进为“文化”竞赛。华侨华人是国内外文化辐射的重要载体，对国内文化
与国际接轨的推进是不容小觑的文化纽带，而华侨华人在国外收藏的中华文物，
实际反应几世纪以来华侨华人的海外社会生活面貌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密切
关联，对国外中华文化的凝聚、辐射、行销更是不容忽略的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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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Experiences in “Chinese Diasporic Space” in Southeast Asia
(1): An Overview
Gyo Miyahara
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As an introductory part of the panel, this presentation will conceptualize the
“Diasporic Space” and overview women’s role as an interface for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Diasporic Space” in Southeast Asia.
Most previous studies on Chinese Overseas tend to explain Chinese
population movements to Southeast Asia in terms of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factors in each reg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economies in each era. It means, Chinese migrants are viewed as passive
beings to the factors, and alienated from their environments.
For figuring out the migrant's actuality, which is in mobility as well as instability
of culture, we would like to propose an operational concept, "Diasporic Space"
by analogy to the "Third Space of enunciation."
The Third Space, which Homi Bhabha argues, is the site where "the signs can
be appropriated, translated, rehistoricized and read anew", and our sense of
primordial unity and fixity of "local community" are challenged (Bhabha, 1984:
37). At the same time, the inherent originality or "purity" of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are represented in the act of interpretation.
Similarly, the intervention of "Diasporic Space" makes the structure of
settlement and migration an ambivalent process, and nullifies the political
signification of local communities and the movements between them. It
enables to fragment the signification of movements in a double sense: it
makes migrants displaced from a location politically signified on one hand, and
also released from institutionalized movements on the other hand.
This series of presentations will focus on women’s experiences around male
migrations and discuss the role of women in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Diasporic Space” in Southeast Asia. There, not only female migrants
themselves but also wives and daughters of migrants have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to bring about a social entity.

- 90 –

Panel Discussions III: Oct 17th (Saturday) 8:30 am -10:30 am
第三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8:30-10:30
S17：Women’s Experiences in “Chinese Diasporic Space” in Southeast
Asia

Reimaging Homeland – Ethno-religious Hardship and Family
Experiences among Chinese Muslim Women in Thailand.
Wang-Kanda Liulan
The Hakubi Center for Advanced Research, Kyoto University
Muslims originating from Yunnan came to have a large influence on Thai
society as a result of interregion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which gained momentum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s Yunnanese
Muslims made their fortune from trade, some settled in Thailand. By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y had formed an embryonic community.
In Thailand, where Thai Buddhists dominate the population, Yunnanese
Muslims face difficulties as a marginalized group. Although they are
marginalized ethnically and religiously, they have developed a collective
identity centering on language, ethnic culture and Islam. In particular,
Yunnanese Muslim women from Myanmar (Burma) has tried to sustain
imagined homeland through family networks and religious activities. Through
their cross-border experience and adroit ethno-religious bargaining abilities,
Yunnanese women have overcome the existing ethnical boundaries. Moreover,
their survival strategy caused an awakening of Islam in a form that bridged the
gap between the Chinese Muslims who lived dispersed in Thai-Myanmar
bord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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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nd Indigenous Women’s Experience in a Riverine Society:
Multi-Ethnic Situation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in Upriver Area, Sarawak,
Malaysia
Tetsu ICHIKAWA
Nagoya City University
Most studies of Malaysian Chinese have researched urban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their analytical focuses have remained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Therefore the previous studies did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Chinese in rural area. There are, of course, some reports about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indigenous people in Sarawak.
However, these reports are fragmentary and do not explain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arawak.
This presentation examines Chinese communities in an upriver area of
Sarawak from two perspectives. First, it will analyze the variet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is area. Second, it investigates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is area. By discussing these topics,
it will reveal the nature of the diversification process of the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tiliz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in Sarawak, there may be a possibility that Chinese first arrived at
upriver area where it was favorable for them to trade with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n gradually started moving to the downriver area. This
migration pattern may caus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upriver area of Sarawak, and influenced the ethnic characters of the Chinese.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is presentation will describe the sub ethnic
diversification by analyzing the Chines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this area,
and discuss about characteristic of their diasporic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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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Women Who Impacts on the Culture and Ethnicity of People of
Chinese Origin: Case of Minh Huong in Central Vietnam.
Yuko MIO
Keio Gijuku University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role of local women who married
Chinese immigrants and ethnicity of people of Chinese origin by focusing on
the Minh-Huong ((V) Ming-xiang 明乡 in Chinese), a kind of Peranakan-type
Chinese in central Vietnam.
In the study of people of Chinese origin, the Peranakan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deserve special attention because their cultures have come under the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f cultures of host societies, and their ethnic identity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acted by the existence of local wives and indigenized
aspects of culture succeeded by their descendants. William Skinner picked out
three parts of Southeast Asia – the Philippines, Java and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of Malaysia - characterized creolized cultures born in these areas
and tried to account for why those creolized societies occurred in only one
specific region of the Nanyang（南洋） (Skinner 1996:51-52). However, he did
not mentioned cases found in Vietnam. In addition, previous studies assume
that the Chinese im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all maintain some interest
in the wider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y also presuppose that their identity is a
sub-ethnic identity within the general Chinese ethnic category. Those studies
have unsuspectedly taken it for granted that the people of Chinese origin are
always the ethnic Chinese (Huaqio-Huaren 华侨华人) irrespective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This paper makes a study of the following four points. Firstly, this paper
present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Minh-Huong (V), a
kind of Peranakan-type Chinese in central Vietnam, about which very little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has been undertaken. Secondly, the paper elucidates
that there were people who chose to acquire the status of Minh-Huong (V),
even in the period when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movement had risen into
power and their way of living had been influenced by local mothers and their
kinsmen. Thirdl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ir identity not only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local people, but also cannot be regarded as a sub-ethnic
identity within the general Chinese ethnic category. Lastly, by comparison with
other intermediate societies, I would like to speculate on the factors, especially
local network and resources forged and maintained by local women that
produced the Minh-Huong (V)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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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敖梦玲

朱东芹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基于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的“混杂”和“第三空间”理论，笔者对菲华文
学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分析，揭示其中女性文学形象的混杂性，进而探讨其史学
意义和文化意义:
女性是菲华文学的主要要素之一，菲华作家在作品中构建了作为本体的“华
人母亲”、游离于本体和他者的“华女”以及非我族类的“菲女”这三种女性形象。无
论是传统、古板的“华人母亲”还是被排斥在华人社会之外的“菲女”，对于成长在
菲岛的“华女”而言都是“他者”，游离于双重“他者”的身份造成了战后菲华女性长时
段的迷茫和挣扎。女性形象的混杂与变迁，反映了移民与族群关系对菲华侨社以
及女性的影响，是华菲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同时，菲华女性身
份定位以及文化内涵的转变，体现菲岛华人族群在主流文化的强势影响下对文化
生存空间的谋求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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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ation of Canadian Chinese to Support the Motherland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Stephen Qiao
Cheng Yu Tung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Compare with other immigrant communities, Overseas Chinese have been
considered as lack coherency and spirit of solidarity for whole community’s
wellbeing. Though, as we observed, the motivation and dedic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is an exception. The current
presentation will use the library’s first-hand resources to analysis how
Canadian Chinese motivated themselves to support the fight of thei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ina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The materials include formal
publications at that time, mainly from Ontario and British Columbia. Like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informal printed materials like community
newsletters, etc.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ose support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reinforcement and encouragement of Chinese people to
continue their fights. The efforts also have draw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attention to show their sympathy toward Chinese people. Finally, the sense of
collective will and community solidarity has been enhanced in many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including those in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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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 Mark Lai: Dean of Chinese American History: A Scholar’s Intellectual
Legac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Virginia Shi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Him Mark Lai (1925-2009) was recognized as the “Dean of Chinese American
History” and the “master archivist” in Chinese American studies. He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 1947.
He worked as a professional engineer at Bechtel Corporation (1953-1984) but
he trained himself to be an avid Chinese American historian.
This paper offers a biographical sketch of Him Mark Lai and highlights of his
distinguished career. His extensive papers include four series: Research files,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writings, and personal paper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that he collected in various formats of bylaws, correspondence, historical
documents, interviews, journals, maps, minutes, monographs, negatives,
newspapers, news clippings, organization records, photographs, posters,
slides, and so forth for over four decades. I will elaborate samples of Lai’s
unparalleled newspapers collecting and thematic news clippings which are
unique in Chinese American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showcase samples of his
archival collecting beyond the Him Mark Lai Digital Archive presented by the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My presentation aims at facilitating
open discussions for resources sharing and collaborative initiatives with the
audience to promote digital access to Chinese overseas documentation locally
and globally in public domain through Lai’s intellectual legacy that he donated
to his alma m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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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ing Chinese Family History and Genealogical Records
Sheau-yueh J. Chao
William and Anita Newman Librar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an extensive analysis to researching
Chinese family history, using personal genealogical records or Jiapu for the
study.
In addition, the paper offer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genealogy, family history, and building Chinese family history
in curriculum, sources for genealogical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background for
researching Chinese genealogical records. The discussion shifts from writing a
family history to compiling a genealogy, and illustrates the methods,
approaches, styles, and skills used to research and compile a genealogy.
Chinese Americans searched for their identities and strove for achie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pect for the elders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virtues of Chinese culture. The importance of this trait is
underscored via its record-keeping traditions and clan genealogies called
Jiapu which was fostered by centuries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Som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n America can in fact be found not only in China but also
internationally around the world.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will share her
experiences and ideas on building and enhancing family history research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e major components in Jiapu, library resources,
collaborative projects,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and case studies. Readers will
learn how to conduct family history research through this study so that they
could incorporate the knowledge to build their Jiapu or update existing family
genealogies through the learn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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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oldiers in the U.S. Civil War: A Literature Review
Andrew Y. Lee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Librarian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Libraries
Zhimin Chen
Saint Joseph's University Libraries
The American Civil War between 1861 and 1865 wa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times in the U.S. history. There was a more than ten percent of foreign-born
U.S. population during that period, and a great many of foreign-born
immigrants were involved in the Civil War.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number of
Chinese immigrants was relatively small in 1860s, a question was still asked
from time to time: “Were there any Chinese soldiers who fought in the U.S.
Civil War?” It has been acknowledged in various resources that Chinese
Americans did fight in the Civil War. For example, a news article on the website
of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44949) indicates
that
there were dozens of Chinese soldiers who fought in both Union and
Confederate armies and navies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his proposal for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nstitutes & Libraries for
Chinese Overseas Studies is to present a literature review of all resources that
are currently available on Chinese soldiers during the Civil War. Historians who
did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have published
considerable monographs and articles. Their works have been selected and
reviewed by the author of this proposal. In addition, various databases of
American history, sociology, anthropology, historical newspapers, and Asian
studies have been searched to excavate long-buried pieces of information.
The proposed presentation will provide answers to such questions as whether
there were Chinese soldiers who fought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why and
how they fought, whether their deeds were acknowledged and honored, and
what happened to their post-war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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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in Russia in the Context of Ruble Exchange
Rate Depreciating and Economical Crisis in 2014-2015
Alina Afonaseva
Institute of Far Eastern Studie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 the pre-crisis years, the main areas of Overseas Chinese’s economic
activity in Russia were export trade, construction, restaurants, tourism and
agriculture.
The ruble exchange rate depreciating and economic crisis in Russia have also
influenced the business of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s. Export-trading
entrepreneurs have been the most adversary affected by the crisis.
Overseas Chinese construction companies, which have contracts and
permissions for employing foreign work force (as a rule, Chinese labor force)
have also suffered from the crisis. On the one hand, they faced the problem of
the large outflow of foreign labor force from Russia, because the ruble
exchange rate depreciating have made their work unprofitable. On the other
hand, companies faced the problem in repayment of loans. Most of these
loans were denominated in RMB, but the income from the sales of constructed
buildings is denominated in rubles.
Overseas Chinese restaurants have been less affected by the crisis. Chinese
cuisine is still very popular in Russia. Nevertheless,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paradoxical situations where Chinese entrepreneurs were replaced by
Russian entrepreneurs in this area, because the latter are more familiar with
Russian tastes and can adapt Chinese food to suit Russian tastes.
Overseas Chinese travel companies selling tours to Russia have benefited
from the crisis. The fall of tours prices in RMB have increased the flow of
tourists from China.
Overseas Chinese agricultural business companies have also benefited from
crisis, because in the result of Russian embargo on the impor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European countries, the domestic demand for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icked up. However, it is likely that in order to take more
preferences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s should be more cooperated with
local Russian entrepreneurs, creating Russian-Chinese joint ventures.
In general, the author considers that the economic crisis in Russia, and
Russian orientation to the strategic cooperation with eastern countries,
especially with China, should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s and investors activities in Russia. Some regions of
Russia consider improving the business climate for Chinese entrepreneurs in
some branches of economy. The repeated statements of Russian government
about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China, and Russia’s needs for the foreign
capital suggest that the business climate would be also improved on the
countr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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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账本与二战前的新加坡应新学校研究

曾玲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作为东南亚华人社会一类重要的历史文献，华人社团账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学
术与史料价值。本文运用新加坡应和会馆、应新学校、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丹容
巴葛福德祠等华人会馆、华校、庙宇组织等社团保留下来的从 1906 延续至 1953
年的各类账本账册，并结合章程、会议记录等其他华人历史档案，在殖民地时代
新加坡社会时空的脉络下，透过对应新学校财务收支运作的具体与细致的研究，
考察二战前应新学校的基本状况及特点、讨论这一时期应新学校在办学上的社群
化、财务运作制度化与经费来源多元化的三个基本特征。本文的个案研究，显示
华人社团账本对于东南亚华人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保留下来诸如应和
会馆、应新学校等各类社团账本，是账本所属社团自己建立的经济档案。对这些
账本的爬梳、整理、分类与解读，可拓展东南亚殖民地时代华人社团经济史的新
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数字类的账本记录，具有计量学与统计学意义上的“实录”
华人社会历史图像的功能，因而能够为反思与推进现有的包括华人移民帮群社会
结构、会馆办学、华文教育等领域在内东南亚华人历史研究提供新资料与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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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先生《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之学术价值管窥
黄海德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华文宗教碑铭对于研究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历史与文化
具有颇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在 20 世纪上半期，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该项研究并
未受到社会与学界的重视。直至 60 年代，饶宗颐教授秉承王国维先生将地下文
物与纸上文献相互印证的人文学术传统，认为研究东南亚华侨社会与历史，“碑
刻为史料之最足征信者”，故在新、马地区搜集华文碑刻资料撰成《星马华文碑
刻系年（纪略）》，既为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历史文化研究增添了颇为珍贵的碑刻文
献资料，又为“南中金石学开拓了新领域”，更为可贵的是饶先生亲身利用《系年》
所收录之华文碑刻史料，对新马地区华侨华人的历史演变、宗教信仰、社团组织、
语言文字、书院教育乃至经济生活、文化传承等方面做出了颇有价値的学术考证
与研究，具有海外华文碑刻研究的开拓之功，实为东南亚华侨华人文献研究的重
要学术成果。

不能忘却的中国故事：“卖猪仔”
——从《外国音书》讲起
陈汉初
广东省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本文通过对光绪九年刊刷的《外国音书》——一本潮州府籍“猪仔”华工花名
册——有关内容、背景，进行追根寻源，条分缕析，再现“猪仔”华工非人的悲惨
遭遇，讲述一个不堪回首的中华民族不幸故事，以激励人们珍惜来之不易的民族
解放、振兴与国人已经争回的被西方列强强行剥夺的“人权”，并为不再重演不能
忘却的历史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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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越华报》与越南北方华侨：1955-1976

韩孝荣
岭南大学历史系

《新越华报》为中越友好时期越南华侨联合会的机关报，是当时越南北方华
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状况的最全面的官方记录。本文旨在通过对《新
越华报》创办、发展和停办的过程以及《新越华报》不同栏目的内容的考察，分
析越南北方华侨群体的变迁、越南政府对华侨政策的转变，以及中越关系的演变。

抗战时期五邑地区侨刊乡讯概览

景海燕
暨南大学图书馆

侨刊乡讯是我国侨乡特有的民办刊物，广东五邑地区是侨刊乡讯的发源地,
自1909年《新宁杂志》创刊至今，一百多年来，受国内外时局的影响，侨刊乡
讯的发展一波数折，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本文概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江门五邑
五邑地区侨刊乡讯的发展概况，分析了其特色及其在号召激励侨乡人民团结抗
战，动员海外华侨支持祖国抗战所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宣传作用。

- 102 –

Panel Discussions III: Oct 17th (Saturday) 8:30 am-10:30 am
第三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8:30-10:30
S20：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研究

大战与梦想：
陈嘉庚对战后国内外政治变革的构想及其意义

郑建成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周堃
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
二战结束前后，陈嘉庚对国内外政治变革提出了他的构想。对于战后世界政
治的变革，陈嘉庚的构想是公平道义与世界和平，而对战后中国政治变革的构想
则包括对外和对内两个部分，其中对外主要是恢复领土主权，对内则是全面建国。
陈嘉庚之构想既体现了他对二战根源及其教训的认识，也勾画了他对战后世界和
中国美好梦想的蓝图。我们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战胜利 70 周年之
际回顾和思考陈嘉庚的构想，是因为这一构想让我们认识到在一位海外华侨领袖
的眼里二战与中国的关系、二战与近代以来中国人孜孜以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
梦想的关系。
由合到分：陈嘉庚与国民政府关系的演变
——以“南洋华侨机工”历史档案为中心
夏玉清
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国际汉语教育学院
“南侨机工”系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抗战危难之际，应国民政府的请
求，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在南洋华侨青年招募的司机、修机人员，共计派送 9
批 3192 人，其主要服务于西南地区，他们是中国正面战场军事物资国外进口的
主要运输者。在机工招募和返国中，陈嘉庚和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默契合作，
为中国军事物资运输招募足够运输人员，双方关系达到高峰。然而，机工返回中
国后，围绕“机工苦寒”“机工缩编”等问题，由于双方对华侨机工的不同认知，特
别陈嘉庚过度关注“滇缅公路”的管理，陈嘉庚与西南运输处的管理者开始出现分
歧，进而影响陈嘉庚对国民政府的观感和印象，国民政府亦对陈嘉庚的建议不以
为然，但在抗日大局下，双方冲突并未表面化。二战结束后，围绕机工复员和南
返问题，陈嘉庚公开指责国民政府，并采取行动极力为机工南返交涉，使得双方
冲突公开化，陈嘉庚的指责和行动被国民政府视为诋毁其在南洋华侨中的形象，
但也无可奈何。因此，围绕南侨机工的招募、机工问题的产生的分歧以及复员南
返问题的交涉是双方“由合到分”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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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iscussions III: Oct 17th (Saturday) 8:30 am-10:30 am
第三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8:30-10:30
S20：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研究

构建东南沿海侨乡女性史：资料与方法的探讨

沈惠芬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

中国人口国际迁移中的东南沿海侨乡女性的历史长期为学界忽略，本文以闽
南侨乡女性研究为例，举隅并分析构建东南沿海侨乡女性史的重要资料，并探讨
有关研究方法。本文认为，构建东南沿海侨乡女性历史关键在于研究资料的获得
与社会性别研究方法的运用。除了在各地档案馆、图书馆、资料室、私人收藏家
等处尽可能地搜索相关资料外，田野调查是发现、获得新研究资料不可缺少的途
径，特别是寻找相关女性进行口述历史访谈，对构建这一群女性的历史尤为重要。
同时，运用社会性别研究方法对构建东南沿海侨乡女性史有特别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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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iscussions III: Oct 17th (Saturday) 8:30 am-10:30 am
第三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8:30-10:30
S21: 侨批侨汇研究

建国初期侨汇政策与海外华侨：
以潮汕地区为例，1949-1966
王惠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建国初期的侨汇政策与中外国际关系的变化影响了海外华侨与侨乡之间的
侨汇往来。在对待侨汇问题上，中央根据国情及国际环境变化，坚持积极侨汇政
策，吸引侨汇。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完成官方下达的任务，另一方面要处理侨汇在
地方社会引起的各种问题。海外华侨既要根据侨居地政策，维持自身生存，又要
分析中国相关政策变化，依据侨眷的反馈，考虑对侨汇的处理。本文将以潮汕地
区的档案材料和侨批档案为例，分析国家制定侨汇政策的国际国内背景，讨论在
处理侨汇问题上，国家对侨汇的想象与地方社会侨汇运作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探
讨国家、地方政府、海外华侨、侨眷及侨乡社会在侨汇问题上如何展开互动。

东南亚抗战侨批研究
黄清海
泉州华侨历史学会
2013 年 6 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的侨批，被称之为近代华侨社会的“百科全
书”，在 20 世纪上半叶中，侨批中有不少记载华侨积极参与抗日，饱受战争苦难
的珍贵史料。以东南亚侨批中相关抗战内容为实证依据，分为“日本早起野心吞
并中国”、“同胞速起 抗日救国”等几部分，进行分类释读与研究，展示其精华部
分，从侨批家书言语中窥视华侨爱国主义情怀，以此铭记那些为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默默奉献的华侨志士，以传颂华侨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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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8:30-10:30
S21: 侨批侨汇研究

抗战时期的潮汕侨批汇路
——以东兴汇路为中心
陈泽芳 杨映红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着侨居国与侨属地的侨批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政
局的动荡、抗日战争的混乱阻断了潮汕与南洋的侨批路，侨批从业者通过艰辛万
苦冒险探索，寻找出一条运送侨批的“生命线”，其中以东兴镇作为中转站的东兴
汇路最为著名。沟通南洋和潮汕地区的侨批路在历史的变迁中凝聚了潮汕侨民们
的智慧与汗水。抗战时期的侨批路为潮汕地区输送了大量的资金，缓解了潮汕地
区的危机，在抗战史和华侨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为教育而经营”：
集友银行经营与教育融合发展模式初探（1943-1954）
杨艺红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抗战时期，随着厦门沦陷，华侨集资创办的集美学校被迫内迁，学校运营遭
遇严重困难。1943 年，陈嘉庚召集了陈六使、李光前等爱国华侨，合资兴办集
友银行，以侨汇为主要业务，将部分盈利和股东股息红利捐赠给集美学校，开创
近代华侨投资教育事业的特殊先例。集友银行在其自身经营发展过程中形成“以
行养校”兼有“以校养行”的双重特征。一方面，1944 年起其盈利的 20%及股东的
股息红利均捐给集美学校，另一方面，其董事和监察管理层中大有毕业于厦大、
集美学校者，使毕业生学有所用，服务银行发展。集友银行为教育而经营的融合
教育发展模式，体现出闽籍华人华侨爱国爱乡、教育救国的优良传统，是嘉庚精
神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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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8:30-10:30
S22: 华人教育研究

澳门大学生语言态度研究
阎喜
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
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不再是葡
萄牙的殖民地，取而代之的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澳门的社会
语言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回归后的澳门社会语言格局也正在经历著巨
大的变化。本文通过对澳门某高校 98 名本地大学生对普通话、广东话、英语和
葡萄牙语的语言态度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澳门本地大学生对这四种语言在情感和
认知两方面存在不同的态度，希望本研究能对澳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和发展有所
帮助。

论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动力因素、机制及策略问题
王焕芝
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近年来海外华文教育的变迁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海外华人在国际化
与全球化趋势下坚持母语教育与融入主体社会的矛盾问题及重新寻求自我定位
的真实心理。当前东南亚各国政府均实行较为宽松开放的华文教育政策，海外华
文教育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生存境遇。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动力类型主要包括
微观动力、中观动力及宏观动力。推动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宏观、中观、微观动
力以及其相互关系、运行方式构成了推动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联动性动力机制。
该动力机制又与东南亚地区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之后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建
构交织在一起，这导致影响联动机制的因素更加多元、多变。中国政府在推进海
外华文教育发展的进程中需要进一步做好海外华文教育的各项调查研究工作、完
善海外华文教师教育制度、整合海外华社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加强与台湾
侨务资源的协同与创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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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8:30-10:30
S22: 华人教育研究

台湾留学教育：政策演进与学生群像，1949～1976 年

陈文寿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正如邓小平将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华侨华人视为中国发展的“特殊机遇”，台湾
留学生堪称台湾现代转型即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机遇”，
在台湾地区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推手角色。以台湾留学教育为对象、
尤其是以留学生为焦点展开研究，既有助于从新视角探讨台湾之现代转型，又有
助于认知国际教育与国家发展的互动关系，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简要
考察 1949～1976 年台湾留学教育展开的时空背景和政策演变，分析留学生群体
的形象、包括其数量、性别、留学国家和学习科目等，并总结归台留学生对台湾
经济、教育、科技等的贡献。
中国现代留学教育已经走过一百余年的历程，留学生作为现代化的推手和中
外交流的桥梁，已经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正在发挥着难以
替代的作用。留学生不仅可以继续为包括台湾在内之中国全体的现代转型贡献智
慧和力量，而且还可以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终极统一进程中扮演举足轻重
的角色，进而还可以促进全方位的中外交流和多元文明之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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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10:45-12:45

S23: 东北亚华侨华人研究

浅析东北亚地区华人的历史与现实

于凌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本文从文化交流、经济发展两个方面分别探讨包括俄罗斯、日本、朝鲜半岛
在内的东北亚地区华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状况，阐明华人对东北亚地区经济、文
化发展做出的贡献。从历史上看，古代华人赴日、韩，成为儒家文化的传播者，
与此同时也开辟和经营了海上贸易往来，促进东北亚文化、经济的发展；近代华
人赴日、俄，日俄成为西方革命理论与先进技术的中转站，然而中国国际地位的
下降也造成华人在东北亚地区的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俄、日侵略中国
掳掠华工，待遇更是毫无人道主义可以。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华人在东北亚地区
的状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文化交流方面东北亚华人推动了东北亚国家间的友好
交往，在经济方面华人成为东北亚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也存在着“排华”的
问题。尽管如此，华人在东北亚地区的文化、经济活动，为东北亚地区的发展注
入了重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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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3: 东北亚华侨华人研究

中俄民贸、商业网络与跨国华商——莫斯科华商大市场实地调查
于涛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中俄两国关系逐步改善，经济和人员往来也开始增多。
双边贸易形式主要以民间贸易为主，游走于中俄之间的个体商贩则成为中俄民贸
的主体和实践者。本文深入中国商人在莫斯科的经营场所大市场进行实地考察，
对华商进行跟踪调查，探究当今中俄民贸的主要形式和华商的特征。作为中俄民
贸的执行者和实践者，华商构建了跨国直销的贸易方式；同时，他们通过跨国式
社会关系资源的运用构建了中俄跨国商业网络。但特定的国家和地方在跨国华商
形成和实践中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对这一群体进行跨国主义分析的同
时，不能忽视传统国家的作用。

新时期中国移民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经济发展
宋涛 宋靖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俄关系良性发展增速，俄罗斯国内，尤其是西
伯利亚地区围绕所谓“中国移民”问题出现了大量的争论，甚至一度形成影响颇大
的反华声浪。这一问题也因此成为中俄相关机构研究的焦点。“中国移民”这一提
法在俄罗斯与其它国家是不同的，实际上指的是“在俄华人”，而非“移民俄罗斯的
中国人”。这些“中国移民”对当代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作
用，如增加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税收、为西伯利亚地区居民提供了商品和服务、
创造了就业岗位、促进了农产品产量的提高和住房及公用设施的建设等等。因此，
在苏联解体给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创的时候，“中国移民”为这一地区
解决一系列根本性的经济社会问题提供了巨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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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俄华侨杨明斋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苗体君
广东海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上海建党，开天辟地；南昌建军，惊天动地；瑞金建政，翻天覆地；北京建
国，改天换地。杨明斋这个名字除了专门研究中共建党史的人知道外，很少有人
知道他。1920 年 4 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率领的工作组来到中国，杨明斋是
小组成员之一，主要负责翻译和向导工作，4 月初，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在北京
会见了李大钊，随后他又建议维经斯基到上海去会见陈独秀，并同陈独秀商讨建
立中国共产党的有关事宜，所以开天辟地建党时，杨明斋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是
建党元勋。这么一位重要的党史人物，在 1979 年前竟然连他的出生地、死后的
下落都无人知晓，其死因一直到 1988 年才查清。

1931 年朝鲜排华运动中国舆论的反应
赵文铎
北华大学东亚中心
1931 年，在日本的策划和挑拨下，东北中朝民众发生租地纠纷，导致“万宝
山事件”爆发。随后，被真相所蒙蔽的朝鲜民众在朝鲜半岛掀起了令人发指的“排
华运动”，造成中国侨民的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事件发生后，中国舆论界
如《申报》、天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
《北平晨报》、
《国民周刊》、
《中央
周刊》、《中央侨务月刊》、《东方杂志》、《东方公论》、《新社会》、《白河周刊》、
《新亚细亚》、
《新北方月刊》、
《十日》、
《希望》等报刊杂志纷纷给予关注，积极
跟进报道事件真相和进展；抚慰、声援、救助在朝华侨；促进、声援中国政府对
日交涉；探讨事件的应对之策等，本文旨在对 1931 年朝鲜排华运动中国舆论的
反应进行研究，研讨这次事件中中国媒体的反应以及作用，考察民国时期舆论之
于外交事件之间的关系，以就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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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侨华人图书馆员专题资料整理与研究
王华
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
海外华侨华人图书馆员是华侨华人研究的研究对象之一，加强对其相关资料
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是侨校图书馆的一项重要使命。相关资料整理工作主要从资
料范围的界定与收集、资源库建设、专题网站与交流平台创建等方面开展，在此
基础之上，提出将其纳入国家智库体系、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咨询报告、设立海
外侨华人图书馆员研究中心以及加强交流与合作等建议。

华侨华人文献资料的价值及特藏建设的理念与实践：
以华侨大学华侨华人资料中心为例
王蔚芳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在全球化进程中，海外华侨华人的活动领域也日益多元化，其跨国生存空间
的内在结构与运作机制更为复杂，需要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需要加强实证性
的研究，而最为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华侨华人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科学管理和研
究。
华侨华人文献资料与一般学科的文献资料相比有自己的特定内涵和特点；它
是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基础；是保存和传承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是
反映社会变迁和华侨华人生存实践的重要记载；是加强海外华人族群认同和文化
认同的重要载体。
创新理念，加强华侨华人文献资料特藏建设和管理是深化华侨华人研究的必
然要求，也是充分发挥华侨华人在中华民族复兴中独特作用的现实需要。本文拟
结合华侨大学华侨华人资料特藏建设以及参与东南亚华人文献资料征集工作的
体会，从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华侨华人文献资料的价值及其收集、典藏、管理、
利用和研究等问题谈点初步的看法。

- 112 –

Panel Discussions IV: Oct 17th (Saturday) 10:45 am-12:45 am
第四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10:45-12:45
S24: 华侨华人文献特藏建设研究
华侨华人特藏构建与拓展：
以华侨大学图书馆为例
王展妮
华侨大学图书馆
介绍了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特藏建设背景、思路和主要内容，总结该特藏建设
过程中的实践经验，并在构建特色、使用价值方面做出自我评价，最后，指出华
侨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特藏拓展思路和方向。

民国南洋华侨文献出版热及“南洋”观辨证
——兼论“一带一路”视野下民国南洋华侨研究专题文献构建的意义
易淑琼
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
以有代表性的民国华侨著述的序跋及目录为切入点，可知经济因素是民国南
洋华侨研究热和出版热的内趋动力，以学术话语分类的视角来看，经济话语贯穿
南洋华侨研究文献始终。在“南洋作为常识”的出版热中，大众“南洋”观于焉形成
并呈现出流变性，即从民族危难情势下产生的我族中心主义转为二战后中南之间
平等合作、经济互惠、共存共荣的全新视角。因此，重新整合目前呈散点分布状
态的民国南洋华侨研究文献，建构专题文献，由此重返历史现场，发掘在大中国
民族主义整一性视域下被遮蔽的客现理性的“南洋”认知，特别是重新重视其中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学术话语，有利于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别史及华侨(含
华人)史研究，从源头破解历史上南洋华人与土著、中国与东南亚在各自的民族
主义强势话语影响下形成的刻板成见，寻找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的历史共通点，
建立互信，真正实现民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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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私家藏书一脔
——陈盛明与海疆学术资料馆

蔡一村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私家藏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与古籍的保护传承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密
切相关。宋元时期，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而兴起。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
让泉州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曾任职厦大的陈盛明继承泉州历代先贤的治学精
神，为传承家乡文化皓首穷经。他尽毕生之力，收藏大量闽台地方文献，创办了
独具特色的地方文献专题图书馆——海疆学术资料馆。在新中国成立后，资料馆
将馆藏包括许多孤本善本在内的近三万册图书、近千册剪报装订本、近万帧图片、
两百多幅地图、数十件珍贵文物无偿捐赠厦门大学，为台湾研究，东南沿海对外
交往以及华人华侨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史料。他退休之后，仍继续投身抢救整
理地方文献的工作，参与倡组泉州历史研究会，议修泉州市志，编辑期刊《泉州
文史》，主持泉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编写工作，编印出版《泉州文史资料》。而他
晚年的最大成果，则是编纂《泉州地方文献联合书目（初篇）》，为搜集整理泉
州地方文献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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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Tsunami and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sia: The Suqiu (Appeals)
of Malaysian Chinese, 2008-2013
Thock Ker Pong
Senior Lecturer/Head of Departm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alaysia is a special group of Chinese overseas.
Although forming minority group in a Malay-hegemonic state but Malaysian
Chinese has maintained high degree of Chinese ident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y exert their political influence through the politic of power
sharing with Malay political elites and politic of oppositio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 Malaysia is often labelled as the politic of pendulum
swing. This peculiar feature of Malaysian Chinese's politics is characterised by
its alternative voting behaviour which support the ruling regime and opposition
party in two consecutive general elections. The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 of
2008 had witnessed the switching of suppor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from
the ruling coalition to the opposition front, Pakatan Rakyat and this had
contributed to the occurrence of a political tsunami. This tsunami has severely
eroded the political legitimacy of the ruling regime, Barisan National as its
customary 2/3 majority in the parliament was denied.
The new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which is headed by Najib Tun Razak since
April 2009 has introduced many new policies and transformation plans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his ruling regime. As a liberal and reformist political leader of all
races in Malaysia, Najib has taken various measures to win back the support
of the Chinese electorates. With these efforts and the pendulum swing type of
voting behaviour of the Chinese, the Barisan National has expected to win
back the support of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2013 general election. However,
the election results showed an overwhelmingly and continued support of the
Chinese to the opposition front. This development has brought severe
frustrations among the ruling Malay leaders and many of them coined the term
"Chinese Tsunami" to describe the voting behaviour of the Chinese.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appeals or demands of Malaysian Chinese due to the
changes and political awakening in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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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共处时期中共与苏共对马共的影响
——试论《中共与苏共联合书面意见》的争议

廖朝骥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

学界有个通论，认为其中一个促使马共在 1955 年走出森林与英殖民地政府
进行合谈的原因，是受到自 1951 年开始冷战和缓而出现的和平共处原则影响所
致。其中一份备受争议的文件：《中共与苏共联合书面意见》对华玲会谈有催化
以及主导的作用。然而这份文献至今尚未解密或寻获。我们通过马共干部的回忆
录以及学者对这份文献的记载，来梳理这份文献的由来以及争议，以让我们理解
苏共中共马共这三个兄弟党之间往来的模式以及决策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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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人政党女性参政比较
——以马华公会和民主行动党为例

范若兰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

马华公会和民主行动党是马来西亚两个主要华人政党，不同的是，马华公会
是执政党，而行动党一直是反对党。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两个华人政党对于形
塑马来西亚族群政治、推动马来西亚民主政治、维护华人权益都发挥重要作用，
两党的妇女政策对于维护华人女性权益和推动华人女性参政也产生重要影响。
但长期以来学界对马来西亚华人女性参政极少关注，有极少专著和论文探讨
马来西亚女性政治参与，以马来女性为主，华人女性只是少有涉及，专门探讨华
人女性政治参与的只有几篇论文，且大都集中于 90 年代中期以前，只有范若兰
的《马来西亚华人女性权力参与试析》一文详细梳理了华人女性权力参与的发展
和程度，并探讨了华人妇女权力参与特点及影响因素。目前学界尚无对不同华人
政党女性参政进行比较的研究。
实际上，马华公会和行动党女性参政程度和模式有较大不同，探讨其差异及
其根源，可以深入分析马来西亚种族政治、政党政治、民主政治和性别政治之间
的关系。其于此，本文从梳理两个华人政党女性参政的异同入手，进而探讨其差
异根源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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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两难：二十世纪上半叶印尼华商抵制日货运动
贾俊英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掀起多次抵制日货的浪潮，南洋各地华社均有所反应。
在印尼历次抵制运动中，与教育界和新闻界的激进性相比较，华商界的态度则多
是审慎、两难的，因其损失几乎都由商界来承担。同时，华商在抵制日货中的角
色也并非是一层不变的。不同历史时期，商人的选择有所不同。如 1908、1915
年印尼华商对抵制日货的态度相对冷淡，而到 1919 年在巴达维亚、泗水和三宝
垄都爆发大规模的抵制运动。1923 年，商界与教育界和新闻界通力合作抵制运
动从爪哇刀蔓延到苏门答腊岛、苏拉威西岛等地。在华商内部，不同层次、不同
类别的华商在抵制日货中的态度也有明显差别。如何把握华商在抵制日货运动中
的反应，需要从民族情感、利益的考量、时局的把握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回到
历史的情境中考量华商在抵制日货中的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难，避免二分
法，给予更多的理解之同情，才能真正印尼还原华商群体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抵制
日货运动中的角色。

坐地开山：新加坡和马来亚义兴公司研究小议
陈剑虹
槟城韩江学院韩江文化馆
义兴公司是天地会二房在海外的繁衍，它的开枝散叶，成长和覆灭，有一个
螺旋发展的实际过程。在历史书写上，义兴公司也经历一个文献考证，田野调查
和范例转移的学术内容。从 19 世纪中叶东南亚西方殖民地官员的中国本土天地
会考证和资料收集，到 21 世纪初, 中、英文源流的新加坡和马来亚义兴公司的
在地历史叙事，各项命题一向都属于华人史，华人社会史，和秘密会党专史的研
究领域。本文旨在扫描新、马义兴公司在地研究的图像，观察它的思维落实，探
讨新加坡、柔佛和槟榔屿三地同质会党的研究取向、方法，与主导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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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泗水华人宗教与身份认同

李秀珍
印尼泗水彼得拉基督教大学中文系及印华研究中心

信仰被广泛认为是精神领域的一种寄托，而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非常实用主
义的，而且中国人的信仰和风俗从来没分清。初期来到印尼的华人多半都带着祖
宗的宗教信仰，然而，印尼华人在新秩序统治期间，排华政策限制了华人的文化
活动，包括宗教信仰。虽然有的华人暗地里坚守祖宗的宗教，但种种原因让许多
华人华裔不得不逐渐离开了原先的信仰。1998 年改革开放后，印尼华人又得回
了表达中华文化的自由。泗水是印尼第二大都市，华人也不少。本论文采用焦点
小组讨论方式了解到现在的华人的宗教已经多元化了，他们能自由选择适合自己
的宗教。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的华裔日益增加。转教的原因有很多，为了“安全”、
学校的宗教教育、跟随配偶或是政治、经济利益等。无论信仰任何宗教，华人还
离不开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对祖先和父母的崇敬。转教并不表示能避开种
族歧视。身为少数民族，华人应该更懂得如何待人处事，以足够的法律知识、正
确的手段、友好的态度勇敢地去争取公民应获得的平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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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孔教
张钊
中山大学历史系
在苏哈托时代，孔教丧失了印尼建国初期所具备的六大合法宗教的地位，随
着一系列以“全面同化华人”的名义而出台的近乎灭绝华人民族文化政策的实施，
印尼孔教遭受重创，其发展也面临巨大的危机。1998 年“五月暴乱”后，苏哈托
下台，历届印尼政府出于安抚华人社会、重塑印尼国际形象的需要，开始重新对
待孔教。瓦希德、梅加华蒂等都表示承认孔教的合法地位。而到了 2006 年，孔
教终于被“扶正”。苏西洛总统正式宣布政府承认孔教，宗教部、内政部和国民教
育部也相继承认孔教徒的合法权利，如婚姻登记、课堂教学等。伴随着地位的解
决，孔教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促进种族和谐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从另
一个角度看，孔教由于一些先天方面的不足，还未能成为一种具备广泛影响力的
宗教组织。而在印尼当下的政治环境和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下，孔教在 21 世纪
初期成为了政府稳定华人社会、向华人社会释放善意的工具和媒介。可以说，在
后苏哈托时代，孔教迎来了转机，但任重而道远，前途不容乐观。

海外华人“边缘性”民间信仰的“中心任务”：
马来西亚的个案研究
钟大荣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无极圣母马来西亚宝光建德，是由中国大陆从上世纪传到台湾，再经过国际
化后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扎根的无生老母信仰组织。由于背景的特殊，显示其“边
缘性”的特质。通过有效的组织结构、筹建天马道场，以及渡化友族和赴海外开
荒办道，马来西亚宝光建德将的主要任务显示其当地化的特色。马来西亚宝光建
德的个案，将对它过去的审视评价，与关注它今天的努力相结合，似为更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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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基督教先驱再认识：
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宋尚节档案》解读

李唐
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

宋尚节（1901-1944）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基督布道家和
奋兴家，在他短暂的 15 年传教生涯里，步道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和东南亚，
带领了成千上万的人信靠了基督，极大的推动了民国时期基督教在中国和华人社
会的传播和发展。长期以来，有关宋尚节的研究大多基于他的见证口述实录、演
讲集，以及他二女儿宋天真（1932-2014）选编的日记摘抄等资料，然而更为关
键的宋尚节日记原稿、书信等一手资料则一直没有完整的公布于众。2014 年 3
月宋天真过世以后，她儿子将宋尚节生前写作的所有日记、书信、手稿等全部捐
赠给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并允许耶鲁师生和校外学者在馆内研究使用，为深
入研究宋尚节和民国时期基督教的发展大开方便之门。本文将以耶鲁神学院宋尚
节档案为研究对象，详细阐述档案内容、格式、收藏历史等，并将重点释读宋尚
节的部分中英文日记以展现档案极高的研究价值，论文文末将简短探讨宋尚节档
案的使用、保护和数字化等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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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冲撞看华人穆斯林在马来西亚

郑月里
世新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马来西亚除了土著（原住民）以外，其余都是外来民族。华人移入马来亚或
马来西亚包含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两种。各族移入马来亚或马来西亚都会把自己民
族的文化与宗教一起带入，使马来西亚逐渐形成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
宗教的地方，又各族在经过长期不断地接触与互动下，彼此吸取对方的文化是很
自然的现象。
华人非穆斯林不论是早期因经济利益皈依伊斯兰教，或者是从过去到现在因
方便通婚而皈依伊斯兰教，一旦皈依伊斯兰教就成了穆斯林，因为是在马来西亚
的华人，因此，笔者将称之为“马华穆斯林”。他们除了具备伊斯兰文化，又因为
是华人，维系部份华人传统文化之外，也使用西方科技文明，并且吸取马来文化
和印度文化。
笔者从文化（或文明）冲突的问题取向，研究“马华穆斯林”，前后已有十余
年。发现华人皈依伊斯兰教后，除了舍弃原有的宗教信仰外，也必须改变原来的
生活习惯，过着穆斯林的生活。不仅改变生活习惯，还要适应社会的大小问题，
这些对皈依伊斯兰教的华人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皈依伊斯兰教的华人穆斯林
一方面要适应社会，一方面要面对文化的改变，甚至还有来自国家政策的压力，
处在这样的环境下，文化上一定有融合有冲撞。本文将宏观综论马华穆斯林在文
化（或文明）的融合之际，究竟有无冲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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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iscussions IV: Oct 17th (Saturday) 10:45 am-12:45 am
第四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10:45-12:45
S27: Language, Writing, Educ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A New Hybrid Chinese Used in Mahayana Chanting among the Chinese
Immigrants of Thailand
Tatsuki KATAOKA
Kyoto University, Japan
Reading Diaspora Poetry of Chinese Immigrant Authors
Michael O'SULLIVA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ny scholars have pointed out that dialect grouping and territorial association
provided the major framework of organization for the Chinese diaspora
communities 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eople on the move used their
dialects as a medium to negotiate a social boundary and compete with other
dialect groups in their immigrant societies. In many Chinese societies, such a
salient orientation of the migrants chiefly from Fujian and Guangdong in China
has been changed in the past centuries. Ethnic Chinese descendants did not
blur their socio-cultural boundary crafted out of dialect group identity with the
existing geo-political borders. Different Chinese speech groups from various
regions across the globe produce their own national identifications. A rich
variety of Chinese ethnic and sub-ethnic cultures flourish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panel authors therefore raise this interesting issue
of Chinese dialects as a medium to negotiate a social boundary.
The panel authors sense the transnational movement of Hong Kong Chines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and European Chinese. These ethnic Chinese settle
in their residential societies facilitated by the dialect grouping and territorial
association. The authors review this social organization from historical,
anthropological, sociological and literary perspectives. But they also focus on
different aspects of research interests. Yuen Sang Leung explores the
Cantonese migration to the three cities, Shanghai,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t demonstrates how the Cantonese identity
developed in different areas under various politico-economic environments
over the time period from 1840 to current. Tatsuki Kataoka introduces the
socio-cultural sphere of Teochew communities in Thailand. He observes how
these Chinese dialect immigrants conduct the religious and philanthropic
services with their common language and regional cultural belief. A newly
created hybrid Chinese used in Mahayana chanting emerges among the
Chinese immigrants of Thailand. Michael O’Sullivan demonstrates the
Irish-Chinese connections in writing. He leads readers crossing linguistic
borders to appreciate diaspora poetry written by Irish and Chinese writers on
hunger, famine and community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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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10:45-12:45
S27: Language, Writing, Educ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Mandarin Educatio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Indonesian Identity
Positioning
Lu Li Qian Qian
Manneke Budiman
Faculty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The last couple of decades have witnessed the booming of Mandarin schools
in Indonesian major urban settings especially amongst Chinese-Indonesian
parents who were born after the ban of communism in 1966 in Indonesia.
Young children aged 6 to 13 years old have been sent to modern
Mandarin-based international schools to learn not only Indonesian subjects but,
more importantly, Chinese and English. This cultural phenomenon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has raised a question: Are we seeing the
re-emergence of chineseness amongst Chinese-Indonesian which is oriented
toward the ‘homeland’ (mainland China), or is it based more on cosmopolitan
urban lifestyle which does not consider cultural boundaries as essential as part
of their identity markers? We will try to address this issue based on a field
research conducted in the largest and second largest cities on Java, the
primary island of Indonesia. Concepts of chineseness and cosmopolitanism
developed by Ien Ang, Rey Chow, and other Chinese diaspora scholars will be
used as the main framework to discuss the issue. The aim is to argue that the
kind of ‘chineseness’ constructed by contemporary Chinese-Indonesian tends
to be less attached to the essentialist concept of ‘cinicization’ and leans more
toward cosmopolitanism which, in turn, helps redefine nationalism in the
Chinese-Indonesian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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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10:45-12:45

S27: Language, Writing, Educ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Morphological Reasoning Approach of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 Malaysian Chinese National-type Primary School
Chew Fong Peng
Lee Tiew Siong
University of Malaya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识字教学) is the basic skills of student to master
the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in Chinese language. However, conventional
approaches are not promising positive effects. Past studies have shown
Morphology Reasoning Approach (字理识字) is an approach that has proven
its effectiveness. Hence the researchers adjust the Morphology Reasoning
Approach associated to the curriculum in Malaysia to conduct a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in Chinese National-type primary school.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Morphological
Reasoning Approach on the level of master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mong
the students besides to explore the perception of the respondents towards the
approach. Quasi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involving the students in Year
Three. Respondents were given pre-test and post-test to test their basic
maste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Subsequently,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the refined teaching provided by the researcher according Morphology
Reasoning Approach. The control group practiced the conventional teaching
approach. Pre-test and posttest was administered to both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s given for a period of not less than 10 weeks. At 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al period, the questionnaire was made to the treatment group.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test.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showed that before
the experiment, both groups did not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their basic level of maste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fter the experiment, the
students who underwent the Morphology Reasoning Methods have reached
higher level compared to the group using the conventional methods. Based on
questionnaire data analysis, the treatment group showed a positive perception
of the Morphological Reasoning Methods. Therefore, Morphology Reasoning
Approach can be concluded as an effective approach in teach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o the students in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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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场分组讨论: 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10:45-12:45
S27: Language, Writing, Educ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Metamorphosisof the Rootless Themein Contemporary
ChineseMigrant Writings
MIAO We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Fudan University
In this paper I focus onthemetamorphosisof the rootless them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igrant writings. The authors under discussion include
Zha Jianying, Su Wei, Ha Jin, Jung Chang, Anchee Min, Rae Yang and Zhu
Xiao Di. They allmigratedfrom Chinato the US or UK when China entered the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66 the US-based Taiwanese migrantwriter Yu Lihuapublished her highly
acclaimed novel You jian zonglü, you jian zonglü(Seeing palm trees again,
hereafter Palm Trees).One of the reasons why Palm Treeshas become a
masterpiece of liuxuesheng wenxue(overseas student literature) is its
heartrendingportrait of “the rootless generation”.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Palm
Trees, the term “the rootless generation” i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people with
migration trajectories similar to the intellectual male protagonist, Mou Tianlei.
Like the author Yu, Mou was born in China but grows up in Taiwan due to the
civil war of the 1940s.Later he leaves for the US where it takes him a decade
to obtain his doctorate. Since he does not feel his life is deeply connected to
either China, Taiwan or the US, Mou represents himself as a member of “the
rootless generation”.
While a similar pathosabout the uprooted and drifting experiences attendant on
migration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works ofother US-based Taiwanese migrant
writers such asBai Xianyong and Nie Hualing, who have similar biographies to
Yu, mainland Chinese migrant writers present more complicated perspectives
on the sense of belonging.By examining the works of thesewriters, I try to
display how the poignant theme of rootlessness undergoes a metamorphosis
in their wri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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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n

Sheau-yueh J.
Chao
贺筱岳

Baruch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ofessor/
Librarian

Panel
Discussions III
第三场

S18

3

厦门大学
博士研究生
南洋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

Panel
Discussions II
第二场

S14

3

ShangGuan
Xiaohong
上官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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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姓名
Name

单位
Institute

Shen Huifen
沈惠芬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

Shen Yiting
沈逸婷

组号 车号
sessi Bus
on No.

职务/职称
Job Title

场次
Panel

副教授

Panel
Discussions III
第三场

S20

3

华侨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硕士研究生

Panel
Discussions I
第一场

S8

3

Shen Zhihua
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主任
教授

Panel
Discussions I
第一场

S5

3

Shi Xueqin
施雪琴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

副院长
教授

Panel
Discussions II
第二场

S13

3

S4

3

Shih-rong Hsu
许世融

台中教育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

Panel
Discussions I
第一场

Shihlun Allen
Chen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PhD
Candidate

Panel
Discussions I
第一场

S6

3

Song Jing
宋 靖

黑龙江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Panel
Discussions IV
第四场

S23

3

Song Tao
宋 涛

黑龙江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Panel
Discussions IV
第四场

S23

3

Song Yanpeng
宋燕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历史与考古出版中心

副主任

Panel
Discussions II
第二场

S12

3

Acting
Director

Panel
Discussions III
第三场
Panel
Discussions IV
第四场

Stephen Qiao
乔晓勤

Cheng Yu Tung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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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8
3
S24

组号 车号
sessi Bus
on No.

姓名
Name

单位
Institute

职务/职称
Job Title

场次
Panel

Steve Haryono
(Yeo TjongHian)

Rotterdam The
Netherlands

an
independent
researcher

Panel
Discussions I
第一场

S1

3

Sugiri Kustedja

Maranatha Christian
University, Bandung,
Indonesia

Professor

Panel
Discussions I
第一场

S1

3

Takeshi
Hamashita
滨下武志

中山大学
历史系

教授

Tatsuki Kataoka

Kyoto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Panel
Discussions IV
第四场

S27

3

Tan Chee-Beng
陈志明

中山大学
人类学系

教授

Panel
Discussions I
第一场

S3

3

Nagoya City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Panel
Discussions III
第三场

S17

3

Tetsu Ichikawa

Thock Ker Pong
祝家丰

Virginia Shih
施竞仪

马来亚大学
中文系

主任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Librarian in
charge of
Southeast
Asia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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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iscussions II
第二场
Panel
Discussions IV
第四场
Panel
Discussions I
第一场
Panel
Discussions III
第三场

S12
3
S25

S6
3
S18

姓名
Name

单位
Institute

职务/职称
Job Title

场次
Panel

Wang Aiping
王爱平

华侨大学
华文学院

教授

Panel
Discussions II
第二场

Wang Fei
王绯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政法分社

社长

Wang Fubing
王付兵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

Wang Hua
王 华

暨南大学图书馆
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

Wang Huanzhi
王焕芝

华侨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Wang Hui
王 惠

香港中文大学
历史系

Wang-Kanda
Liulan
王柳兰
Wang Lianmao
王连茂

Wang Liubo
王刘波

组号 车号
sessi Bus
on No.

S15

3

3

副教授

Panel
Discussions II
第二场

主任

Panel
Discussions III
第三场
Panel
Discussions IV
第四场

S14

3

S21
3
S24

副教授

Panel
Discussions III
第三场

S22

3

博士研究生

Panel
Discussions III
第三场

S21

3

准教授

Panel
Discussions III
第三场

S17

3

研究员

Panel
Discussions I
第一场

S3

3

Panel
Discussions II
第二场

S9

3

Kyoto University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厦门大学
博士研究生
南洋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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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Name

单位
Institute

Wang Wei
王 维

日本国立长崎大学

Wang Weifang
王蔚芳

华侨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组号 车号
sessi Bus
on No.

职务/职称
Job Title

场次
Panel

教授

Panel
Discussions II
第二场

S15

3

馆员

Panel
Discussions IV
第四场

S24

3

Wang Yanghong
厦门大学
博士研究生
王杨红
南洋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

3

助理研究员

Panel
Discussions II
第二场

S16

3

馆员

Panel
Discussions IV
第四场

S24

3

教授

Panel
Discussions I
第一场

S4

3

Wei Miao
苗伟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Fudan University

讲师

Panel
Discussions IV
第四场

S27

3

Weng Xiujuan
翁秀娟

华侨大学
建筑学院

硕士研究生

Panel
Discussions II
第二场

S16

3

Wu Ming zhu
吴明珠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
社会变迁与趋势研究中心

主任

Panel
Discussions II
第二场

S15

4

Wu Xiaoying
吴筱颖

暨南大学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编辑

Wang Yiping
王怡苹

华侨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Wang Zhanni
王展妮

华侨大学
图书馆特藏部

Wei-an Chang
张维安

台湾交通大学
客家研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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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姓名
Name

单位
Institute

Xia Yuqing
夏玉清

云南师范大学
华文学院
国际汉语教育学院

Xiao Caiya
肖彩雅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组号 车号
sessi Bus
on No.

职务/职称
Job Title

场次
Panel

教师

Panel
Discussions III
第三场

S20

4

文博馆员

Panel
Discussions I
第一场

S3

4

社长

Panel
Discussions I
第一场

S2

4

S22

4

Xie Shouguang
谢寿光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Yan Xi
阎 喜

华侨大学
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

Panel
Discussions III
第三场

Yang Liping
杨立平

Gale International,
Cengage Learning
圣智学习集团盖尔国际部

Publishing
Manager

Panel
Discussions II
第二场

S11

4

Yang Jidong
杨继东

斯坦福大学
东亚图书馆

馆长

Panel
Discussions III
第三场

S19

4

Yang Xiaoqiang
杨晓强

广西民族大学
东盟学院

院长

Panel
Discussions III
第三场

S22

4

Yang Yihong
杨艺红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

本科生

Panel
Discussions III
第三场

S21

4

副教授

Panel
Discussions III
第三场

S21

4

Yang Yinghong
杨映红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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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Name

单位
Institute

Yi Shuqiong
易淑琼

暨南大学图书馆
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

You Guolong
游国龙

华侨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Yu Ling
于 凌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Yu Tao
于 涛

哈尔滨工程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Yuan Wang

Yuen Sang Leung
梁元生

Yuko Mio
三尾裕子

Zhai Tao
翟 韬

Zhang
Changhong
张长虹

组号 车号
sessi Bus
on No.

职务/职称
Job Title

场次
Panel

研究馆员

Panel
Discussions IV
第四场

S24

4

助理研究员

Panel
Discussions II
第二场

S13

4

副研究员

Panel
Discussions IV
第四场

S23

4

讲师

Panel
Discussions IV
第四场

S23

4

Panel
Discussions I
第一场

S6

4

United Nations
Technic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Consultant
Beijing, China
香港中文大学
文学院

院长
教授

Keio University

4

Professor

Panel
Discussions III
第三场

S17

4

讲师

Panel
Discussions I
第一场

S5

4

主任

Panel
Discussions I
第一场
Panel
Discussions I
第一场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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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4
S7

姓名
Name

单位
Institute

场次
Panel

会长

Panel
Discussions I
第一场

S4

4

助理研究员

Panel
Discussions I
第一场

S2

4

Panel
Discussions II
第二场

S9

4

Zhang Gui
张 癸

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

Zhang Hengyan
张恒艳

华侨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Zhang Yinglong
张应龙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教授

Zhang Yudong
张禹东

华侨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院长
教授

Zhang Yuan
张 元

组号 车号
sessi Bus
on No.

职务/职称
Job Title

4
Panel
Discussions I
第一场

S8

4

博士研究生

Panel
Discussions IV
第四场

S26

4

主任

Panel
Discussions I
第一场

S2

4

Panel
Discussions IV
第四场

S23

4

厦门大学
博士研究生
南洋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

Zhang Zhao
张 钊

中山大学
历史系

Zhao Buyang
赵步阳

金陵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

Zhao Wenduo
赵文铎

北华大学
东亚中心

教师

Zhao Wenjie
赵文杰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

博士研究生

Zhao Xin
赵 欣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Panel
Discussions II
第二场

S10

4

Zhao Yingru
赵英如

金陵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

Panel
Discussions I
第一场

S2

4

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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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姓名
Name

单位
Institute

Zhao Yubing
赵玉冰

华侨大学
建筑学院

Zeng Ling
曾 玲

Zheng Ye (Lan)
Yang

Zheng Jiancheng
郑建成

组号 车号
sessi Bus
on No.

职务/职称
Job Title

场次
Panel

硕士研究生

Panel
Discussions II
第二场

S16

4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教授

Panel
Discussions III
第三场

S19

4

TexasA&M University
Libraries

Director of
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s

Panel
Discussions II
第二场

S11

4

讲师

Panel
Discussions I
第一场
Panel
Discussions III
第三场

华侨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Zheng Yueli
郑月里

世新大学
通识教育中心

Zhong Darong
钟大荣

华侨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Zhou Yue
周聿峨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Zhu Dongqin
朱东芹

华侨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S5
4
S20

教授

Panel
Discussions IV
第四场

S26

4

助理研究员

Panel
Discussions IV
第四场

S26

4

教授

Panel
Discussions I
第一场

S5

4

副教授

Panel
Discussions III
第三场

S1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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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Name

单位
Institute

Zhu Hongyuan
朱浤源

Zhuang Guotu
庄国土

Zhuang Huilin
庄慧琳

职务/职称
Job Title

场次
Panel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兼任研究员

Panel
Discussions II
第二场

华侨大学

讲座教授

组号 车号
sessi Bus
on No.

S9

4

4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

院长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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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iscussions II
第二场

S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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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 Digital Library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ies, Dr. You-Bao Shao Overseas Chinese
Document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at Ohio University Libraries,
Research Schoo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t Xiamen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ies officially launched
the Joint Digital Library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 October
2015. The website has becom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free of
charge.

Welcome

to

visit

the

website

at

http://overseaschineseconfederation.org/jdlocs/

海外华人研究联合数字图书馆推介
由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俄亥俄大学邵友保博士海外华人文献研究
中心、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联合创建的"
海外华人研究联合数字图书馆"于 2015 年 10 月正式开通，欢迎大家
免费使用。数字图书馆网址为：
http://overseaschineseconfederation.org/jdl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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