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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视野中的东南亚
) ) ) / 东南亚民族关系学术研讨会0 综述
王付兵
(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暨东南亚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由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暨东南亚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 / 东南亚民族关系
学术研讨会0 于 2003 年 9 月 24 日至 28 日在厦门大学召开。出席本次学术盛会的国内专家学者共
80 余人, 接受论文 60 余篇。会议主题有三个: 东南亚华人族群、半岛地区与跨界民族和岛屿地
区的民族关系。大会于 25 日上午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开幕式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东
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暨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会长庄国土教授主持。厦门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潘世
墨教授莅会并致欢迎词。随后, 会议特邀嘉宾中国世界民族学会执行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
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教授、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高伟浓教授、云南省社会科学
院副院长贺圣达教授先后致辞, 指出大会召开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致肯定东南亚民族关系研究
的重要性。
中山大学段立生教授、北京大学梁志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葛公尚教授与云南社会科学院
刘稚教授先后做了主题演讲。段立生教授的 5泰国山民经济发展经济计划的实施及评估6, 阐释
/ 国王计划0 的历史背景、实施、效果、实质, 认为 / 国家安全0 是这一计划的真正目的。梁志
明教授的 5当代海外越南人的分布与发展状况研究6, 介绍国内外有关 / 海外越南人0 的研究现
状, 并对 / 海外越南人0 的历史形成、分布状况做了详细阐述。指出在 / 海外越南人0 的形成和
发展中, 越南政府起到了重要作用。文章还进一步阐释越南政府对海外越南人的相关政策, 有力
地分析了海外越南人对越南经济建设的贡献和作用, 认为可以将华人和海外越南人进一步比较研
究。葛公尚教授的 5刍议影响东南亚民族关系的若干因素6, 全面地总结和分析了影响东南亚民
族关系的十个因素: 生态环境、族源问题、跨界民族问题、宗教信仰、华人问题、毒品问题、冷
战的阴影、地区霸权问题、大国的影响和三股恶势力 ( 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与民族分裂
主义) 。刘稚教授的 5关于跨界民族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6, 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跨界
民族的类型和性质, 二是跨界民族的民族过程与发展趋势。指出: 跨界民族的属性取决于该民族
与国家结合的形式, 是否以主体民族的身份或建立过统一的民族国家是其最主要的因素; 跨界民
族问题是因现存国家政治疆界对民族聚居地域的分隔所产生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不一致、民族
凝聚力与国家向心力失衡而导致的民族问题。
主题演讲完毕后, 会议围绕大会的主题进行了分组讨论。从会议论文内容及研讨会讨论内容
上, 都可看出国内有关东南亚民族关系研究的新特点。
[ 收稿日期] 2003-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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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华侨华人研究依然是东南亚民族关系研究的热点, 从民族学的视野探讨华侨华人问题正
成为华人研究的一个亮点
东南亚是华侨华人人数最多的聚居地, 该地区的华侨华人占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的 80% 以上,
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已加入当地国籍, 成为居住国公民。这些居住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人族群无论
在学术理论的层面上, 还是在现实问题的意义上, 广受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以往, 研究东南亚
华人族群问题多是从历史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入手。随着当代科学的飞速发展和研究的深入, 东南
亚华人族群问题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历史学等人文学科, 而是广泛涉及到华人族群经济、社会、政
治、宗教、文化等各个重要领域, 华侨华人研究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正在崛起。这次会议共收集到
华侨华人研究论文 20 余篇。本次会议显示了国内学术界在华侨华人研究方面的新特点: 第一,
从民族学角度探讨华侨华人问题正成为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亮点。如曾少聪副教授的 5民族学视
野中的东南亚华人族群6, 从民族学角度分析东南亚华人族群的共同特点, 阐明东南亚华人族群
的内部差异, 进而比较东南亚华人族群与欧美华人族群的异同, 还探讨形成差异的原因。第二,
华侨华人研究在理论层面上进一步提升。如李国梁教授的 5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与华侨华人学6
指出中国的华侨华人学正在形成之中, 但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学科。华侨华人学应该综合
交叉地进行研究。应该整合过去研究的经验和成果, 建立一门专门的华侨华人学。目前存在的主
要问题有两个方面: 一是原创性研究不足; 二是理论体系建构薄弱。第三, 少数民族华人问题的
研究开始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如赵和曼教授的 5试论少数民族华人的若干特点6 指出少数民
族华人的六大特点: 人数超过华人总数的一成; 出国原因中政治因素的比重较大; 出国路线多取
陆路; 主要定居在周边国家; 经济实力比较薄弱; 分裂势力不得人心。第四, 学术研究与最新信
息结合。如周聿峨教授等的 5影响东南亚华文传媒的诸因素分析6 分析了影响东南亚华文传媒的
主要因素, 指出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前景依然看好。第五, 比较研究成为华侨华人研究较重要
的研究方法。如廖小健教授的 5马印 ( 尼) 两国民族关系的比较研究6, 分析了印尼原住民和华
人的关系比马来西亚马来人和华人的关系紧张得多的原因, 认为不同的文明并不是影响民族关系
发展的唯一障碍, 民族冲突的背后往往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根源。
2. 民族问题愈来愈成为亚太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 显示国内学术界对此研究的日渐成熟
民族问题是同民族直接相关的社会现象的总括性概念, 其基本内容乃是基于民族差别而产生
的民族间的关系问题。在一般情况下, 民族问题也是在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
问题。因此民族问题是一个既有历时性又有共时性的复杂问题, 涉及历史上与国内各族体相关的
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的问题。民族问题由此愈来愈成为亚太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东南亚
既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地区, 又是与中国毗邻的地区。国内学术界自改革开放以来对东南亚民族问
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次会议共收集到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论文近
10 余篇, 显示出国内学术界对此研究的日渐成熟。例如, 庄国土教授的 5论亨廷顿的族群文化
观及其对国际关系的解读6, 指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其国内族群文化观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解
读, 体现出其一元文化论在国内族群观和国际文明观上的统一。亨廷顿的族群文化观源于美国的
族群理论中的盎格鲁 ) 萨克逊优越论。在美国国内, 亨廷顿主张用以盎格鲁 ) 萨克逊族群文化代
表的美国核心文化同化其他移民族群文化。在国际上, 亨廷顿强调不同族群文化的难以调和性,
在理论上将其 / 美国核心文明论0 演绎为与西方世界核心文化的一致性, 并为美国的国际战略确
定了根据文明差异划分敌友的原则。亨廷顿坚持的一元文化论可能导致西方文明的普世原则, 更
可能是世界和平的威胁。正如同化理论在美国日益没落而多元文化广被认可一样, 在东南亚, 各
族群和睦相处的多元社会的构建不但是一种理念, 亦能成为现实。郑汕教授的 5论东南亚民族和
宗教因素对 / 中国 ) ) ) 东盟自由贸易区0 进程的影响6, 论述东南亚民族和宗教问题的特点和发
展趋势, 指出东南亚民族、宗教因素对 / 中国 ) ) ) 东盟自由贸易区0 进程有积极影响, 但它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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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制约因素。郑教授还探讨了中国对东盟及中国周边国家的对外政策。贺圣达教授等的 5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的缅甸民族问题研究述评6, 简要论述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在缅甸民族的基本情
况、缅甸独立后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毒品问题、缅甸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及缅甸的外来
移民等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 同时指出我们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 例如研究方法欠缺、对
基本情况和重大问题研究不够、存在较多的空白、没有广泛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等, 他还探究了
缅甸民族问题研究中存在诸多不足的真正原因。包茂宏副教授的 5菲律宾的民族问题6, 从历史
学的角度分析菲律宾民族问题发生和发展的历程。指出菲律宾民族问题的形成有历史的原因, 特
别是殖民主义的恶果, 但最主要的是主体民族控制的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不平等政策。平等
的民族政策不但对主体民族的长远发展有利, 而且能够赢得少数民族的尊重和合作。
3. 多学科、多角度研究东南亚民族关系已呈趋势
90 年代以来, 中国东南亚研究的整体研究水平已有长足的进步和提高, 体现在本次会议上
便是许多与会学者多学科、多角度研究东南亚民族关系。例如, 赵常庆教授的 5东盟、上海合作
组织与中国6, 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论述东盟、上海合作组织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的重要, 发展我
国与它们的经贸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应当成为这两个组织的联系成员。王子昌副教授的
5政治领导与国族打造6, 采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指出: 在马来西亚的国族打造过程中, 马来西
亚领导人利用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 正确处理各种族之间的利益要求, 促进了国族对国家的理性
认同; 利用个人的特性, 引导人们参加各种政治和文化活动, 增进其国民对国家的情感认同。曹
兴副教授的 5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互动的个案分析: 东帝汶问题6, 从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互
动关系角度, 分析东帝汶问题的演变,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互动的现象及其隐
含的某种规律性。李红杰、曹剑二位先生的 5关于印尼亚齐特别州的自治问题研究6, 采用历史
学的方法探讨亚齐分离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趋势, 并继而探讨亚齐问题的和平解决方式。此
外, 施雪琴副教授的 5西班牙时期天主教宗教节日的文化特征与功能嬗变6, 从社会学的角度分
析了西班牙统治菲律宾时期天主教宗教节日的文化特征与功能嬗变。

#书讯#
5回国五十年 ) ) ) 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6 出版
由北京日本归侨联络组编辑委员会汇编的 5回国五十年 ) ) ) 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
集6 一书, 已于 2003 年 9 月由台海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收集了全国各地旅日归侨的 82 篇回忆文
章, 并配有珍贵图片 150 多幅, 约 24 万字。全书分为个别回国时期 ( 1949- 1952 年) ; 集体回国
时期 ( 1953- 1955 年) 和定向回国时期 ( 1956- 1967 年) 三个部分。书后附有附录, 其中附录一
全面介绍了建国初期留日学生与旅日华侨的归国情况, 以及 1953- 1959 年归国船出港年月日、
人数的资料。建国初期 50 年代, 为响应祖国的号召, 旅居日本的华侨 ( 其中约有一半台胞) 、留
学生满腔热情回国参 加社会主义建 设。1953 年开始集 体回国高潮, 在先后 8 年多 时间里共有
4000 多人回国, 占当时旅居日本的中国人总数的十分之一。这是我国华侨历史、留学生历史上
的一个壮举, 但由于历史原因, 此事鲜为人知。该书为我们如实地记录了他们回国 50 年来为祖
国建设奉献自己青春和才华的感人历程。( 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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