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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文剖析位于福建省内陆山区的明溪 新侨 乡形成、 发展的 原因 和过程, 尤其 注重考 察

近年来各类出国人员对移出地形成的社会影响, 剖析在国际劳动力人口空前大规模 流动的背景 下, 应
当如何化堵为疏, 对新老侨乡业已自行建立的跨国网络进行有效利用与引导, 促进我国 丰富的劳 动力
资源 从跨国劳务中找寻机遇, 有序流动, 拓展新时期侨务工作的社会基础, 加速农村小 康社会的 建设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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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is an empirical report based on the authorsp recent field research. After trac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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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initiated and shaped the transnational emigrat ion wave in this inland mountainous area of Fujian. In particular, both posit ive and negat ive social influences have resulted from the emigrants on
the above- mentioned sending society. It argues that in the current age of migration, it would be better to formalize and promote the peasantsp sel-f made migration network instead of simplg trying to destory it. It is obvious that stopping migration is neither possible nor desi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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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移民组织 ( IOM) 2003 年 6 月 10 日发表的报告, 当今世界上有 1175 亿人生活在出
生国以外, 世界人口平均每 35 人中就有一位是跨境移民。该组织负责人明确指出: / 移民状况变
化很快, 以往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和人道问题, 这方面的问题目前依然存在, 但现在人们
选择移居他国更多的是出于经济和社会原因。
0 换言之, 当今时代是 / 移民的时代0; 一个全球化
的世界要求就业上的高度流动性; 迁移已越来越普遍地成为现代人生活方式中一个理所当然的组
成部分 ) ) ) 诸如此类的观点, 已从 / 另类0 走向 / 正常0, 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
当代中国劳动力人口以多种方式跨境迁移, 在若干农村地区形成了特殊的 / 迁移文化0 ( mi
gration culture) 或曰 / 侨乡文化0, 这是国内外有关各方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位于福建省内陆山
[ 1] [ 2] [3]
区的三明市明溪县, 近十多年来因跨国移民潮骤然兴起, 也开始吸引了有关方面的关注
。
今年六月, 我们一行到明溪县新侨乡进行集中调研。在调研中, 我们不但听取当地侨务干部的情
况介绍, 而且在明溪出国人员最集中的沙溪、雪峰、胡坊召开出国人员家属座谈会, 并深入到多
户出国人员家中与其家人座谈, 同时还走访了近期回乡投资的新移民, 实地考察其投资企业的营
运状况及遇到的问题。
通过调研, 我们比较全面地考察了被称为 / 福建旅欧第一县0 的明溪新侨乡形成、发展的原
因和过程, 尤其注重考察近年来各类出国人员对移出地形成的社会影响, 剖析在国际劳动力人口
空前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 我们应当如何化堵为疏, 对新老侨乡业已自行建立的跨国网络进行有
效利用与引导, 促进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从跨国劳务中找寻机遇, 实现有序流动, 拓展新时期
侨务工作的社会基础, 加速农村小康社会的建设发展。

一

从无到有: 一个内陆新侨乡的形成

明溪县位于福建省西北部, 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 下辖四镇五乡, 88 个行政村, 7 个居委
会, 总人口 1116 万, 其中农业人口占 80% 。时至上世纪 80 年代之前, 明溪从未有过人口大批出
国务工经商的历史记载, 县内登记在册的归侨侨眷寥寥无几, 而且,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 80 年
代之前明溪的归侨侨眷都是些 / 过路客0, 即大多是因不同原因从闽南等地的老侨乡移居明溪的
省内移民。
当代明溪人朝向欧洲移民潮的骤然兴起, 似属偶然。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 明溪人迁移欧洲
务工经商谋生, 始于 1989 年。当地人清楚地记得: 第一位直接从明溪县出国的是沙溪乡沙溪村
的胡志明。胡志明老家在浙江温州文成, 那里是欧洲华侨的重点侨乡, 绝大多数人家都有侨居欧
[ 4]

洲的亲缘关系 。胡志明大约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迁居明溪县沙溪乡沙溪村, 利用当地
山林资源种植香菇。胡志明虽然一直与老家保持联系, 但大多时间都住在沙溪, 与沙溪村乡民的
关系很好。1989 年, 受文成老家改革开放后再度高涨的移民潮的影响, 胡志明通过老家亲友的
帮助, 申请了一个赴乌干达的签证, 正式出国。和同期出国的众多文成人一样, 胡志明出国到了
意大利后, 就留居当地, 进了一家温州老乡开办的皮革厂打工。次年, 正巧赶上意大利对非法移
民实施大赦, 他顺理成章地转变了身份, 成为 / 每月收入四五千元0 的 / 意大利华侨0。如此消
息传回沙溪, 不能不令那些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而 只够温饱的沙溪乡邻们 大为震惊!

/ 意大

利0 ) ) ) 那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 忽然间活生生地浮现在一大批甚至连离沙溪不到 80 公里的三
明市都没去过的山民面前! 按当地人的说法, 胡志明很有 / 人情0, 仅在 1990 年一年内, 就 / 帮
助0 16 位沙溪人去了意大利。是年意大利的大赦从 2 月开始登记, 延续到同年 6 月 30 日, 随后
又陆陆续续 接受 / 特殊申请0, 总 之, 此次 大赦中, 全意大利 共计有 2117 万 非法移民 转变身
份。 第一批抵意的沙溪人赶上这次 / 宽泛的0 大赦, 都拿到了身份。当我们在调研中与当地人
聊起这段往事时, 许多人还情不自禁地连连说道: / 胡志明是我们这里的大英雄! 0 / 胡志明对我
[ 5]

们的帮助太大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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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溪移民的 / 雪球0 由此开始滚动, 明溪 / 新侨乡0 由此开始起步。福建的明溪县与浙江的
文成县, 同属经济相对落后的山区农村, 两地因一家农户的跨省迁移而结缘, 纯属偶然; 明溪再
因该农户而与欧洲结缘, 更是意外之事。但是, 偶然之中有必然。显而易见的原因是, 中国山村
与欧洲发达国家之间在劳动力价格上存在的巨大差异, 有力地拉动了中国劳动力的跨境流动。倘
若进一步追根溯源, 中国乡村劳动力自发流向欧洲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 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
副产品, 是西方国家资本市场需要从廉价劳动力身上获取超额利润的客观反映, 是在全球化进程
中中国人力资源不可避免地融入世界劳动力大市场需求的必然过程。
随着第一批沙溪人在意大利落脚并开始往家中汇钱, / 在意大利干一个月, 超过在家乡干一
年! 0 / 在意大利干一年, 就能在家乡盖一幢楼! 0 诸如此类 / 激动人心0 的信息通过乡里民间的
口耳相传在明溪迅速传播。进入 90 年代后, 随着东欧巨变后浮现出的新机遇, 又增加了 / 在俄
罗斯、匈牙利摆地摊也能赚钱发财0 的种种传闻。伴随着山里人茶余饭后热热闹闹的叙说, 从沙
溪村到相邻的梓口坊村、永溪村、六合村, 从沙溪乡 到城关、胡坊、夏阳、汗仙等乡镇 ,,,
/ 出国热0 在明溪迅速高涨, 源源不断地把一批批祖祖辈辈从未尝试过走出国门的农村山区青壮
年, 送上了万里西行、异域谋生的道路。¹
表一系根据明溪侨联提供的该县出国人员较为集中的沙溪乡六个村庄的统计数字整理, 从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移民连锁迁移的 / 扇形0 发展趋势: 首先是在源头村自身即沙溪村的广泛拓
展, 随即又向周边乡镇辐射。时至 2002 年底, 沙溪村所在沙溪乡在册人口 6390 人, 出国人员
1385 人, 平均每五人就有一人出国。在另一个山区乡镇胡坊, 出国人口已达 1326 人, 2003 年 1
至 5 月, 又办理出国手续申请 69 人, 出国人口占总人口 12% , 位于明溪县城区的雪峰镇出国人
员比例也达 9% 。明溪全县出国人数约 6100 人, 占人口总数的 5. 3% ( 详见表二) 。
表一

沙溪乡六村出国人员统计表 ( 1989) 199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总计

1

16
1

7
3

14
1

24
2

18
10

34
16

6
7

67
86

21
20

208
146

59
471 5

永溪村
碧洲村

3

1
1

3
4

16
13

22
11

5

44
39

13
4

107
72

341 5
271 8

六合村
瑶奢村

1

2
2

7
1

6
5

9
4

2

30
26

12
1

69
39

211 3
15

14

21

41

68

96

20

292

71

641

沙溪村
梓口坊

总计

1

17

表二

年均

198

明溪县出国人口统计 ( 2002 年底统计)
明溪全县

沙溪乡

胡坊镇

雪峰镇

116000
11055

6390
1875

11540

24000

出国人口总数
已获所在国居留权人数

6100
3300

1385

1395

2159

入外国籍人数
出国 人数B本地人数

65
513%

2117%

1211%

910%

本地总人口
办护照人数

明溪出国人员落户谋生的目的地, 主要是欧洲, 尤其是意大利与匈牙利。据 2002 年底的统
计, 明溪 6000 多出国人员中, 70% 集中于意、匈两国, 再次为俄罗斯, 约占出国人员的 14% ,
¹

我们在调研中还了解到, 近年来, 与 明溪县 交界的 宁化、清流 等县, 在 明溪县 的影响 下, 也开 始出 现
出国务工的流动潮。因时间关系, 我们尚未对明溪周边各县区的情况进行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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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约 3% 在保加利亚, 其他数百人散布于欧洲的奥地利、德国、荷兰、法国等十多个国家。在
欧洲以外国家中, 以新加坡较为集中, 约 200 多人, 还有少数则分别到了澳大利亚、南非、阿根
廷等国 ( 详见图一) 。据明溪县侨联的登记资料, 明溪县新移民务工经商的国家共计 23 个。

图一

明溪出国人员分布图 ( 2003 年 6 月统计)

从明溪出国人员的分布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移入国政策对移民导向的直接影响。西欧各
国属当今世界上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 其优厚的社会福利及和平安稳的社会环境, 对许多第三世
界国家人民具有特殊吸引力,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 西欧国家已基本关闭了接纳普通劳动力人口
移入的大门。当今新移民进入欧洲的正常途径主要有三: 家庭团聚; 以政治难民为由获准避难当
地; 拥有特殊技能的人才或投资移民。应当说, 明溪新移民基本不具备以上条件, 但是, 短短十
多年间, 明溪新移民中获得移入国各类长期或短期合法身份者, 却已达到 55% 以上, 主要就在
于他们恰逢其时地抓住了意、匈两国在历史转折期对外来移民提供的特殊机遇。
在欧洲国家中, 意大利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入境无证移民实施大赦最为频繁的国家。南
欧的意大利在历史上一直是人口不断北上迁移、跨境谋生的国度。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 意大
利自身的经济发展高涨, 劳动力从剩余转向紧缺, 除本国移民回流外, 每年都有数十万无证移民
从土耳其、突尼斯、埃及等国进入意大利打工。为了规范移民操作, 增加国家的税收征管力度,
1982 年, 意大利第一次对入境非法移民实施大赦, 通过确认劳务合同发给居留证以征收各类税
费, 效果显著。接着, 意大利又相继在 1986、1990、1995 多次实施大赦, 共使大约 55 万外国无
证移民获得了在意居留的合法身份, 同时承担向意大利纳税的义务, 国库增收显著。2002 年夏,
意大利又开始了新一轮有条件的大赦, 目前相关审理仍在进行中。匈牙利的情况则另有不同。80
年代的东欧, 在一连串令人目不暇接的政治巨变中重组。1988 年 10 月, 中匈两国在彼此信任与
友好的基础上签订了 / 中匈互免签证协议0, 此后直到 1992 年 11 月 13 日之前, 中国人均可自由
进入匈牙利, 并在办理一定手续之后即可获得在当地合法居留的 / 黄卡0 ( 二至三年) 或 / 蓝卡0
(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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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诞生于特殊时期的移民政策, 为缺乏侨居国外之历史亲缘乡缘纽带的明溪人, 提供了难
得的移民机遇。其一, 由于欧洲各国对于国内劳动力市场制定了种种保护政策, 只有获得短期或
长期居留身份, 才能在移入国享有合法权益, 正常生存, 因此, 虽然在我们的访谈中, 许多新移
民家属都谈到出国的愿望并不是 / 定居0, 而是希望 / 赚一笔钱回乡0, 但大多数人还是非常重视
抓紧一切机会力争获得移入国的合法身份。其二, 值得注意的是, 3000 多名业已获得移入国合
法身份的明溪人, 已经又开始通过 / 家庭团聚0 途径申请自己的家人出国, 以明溪人为原点的新
的 / 连锁迁移0 网络, 业已有效运作。
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 在今日的明溪, 一个大家庭中五六人、七八人相继到国外务工经商,
已不罕见, 而且还出现了通过亲缘关系十几二十人都已移居国外的 / 新华侨家族0。接受我们访
谈的一位老人, 从 1993 年迄今, 其子、女、孙辈中已有 8 人去往欧洲, 即接受访谈老人的大儿
子大儿媳、女儿、女婿及 17 岁的外孙均定居意大利, 二儿子及儿媳妇定居俄罗斯, 三儿子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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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刚去南斯拉夫, 尚未定居。该位老人的两个孙子目前虽然仍然在老家上学, 但已分别随父母获
得在意大利、俄罗斯的居留证, 计划读完中学后 / 出国留学0。我们访谈的另一个个案, 被访人
姓吴, 原为明溪县机关干部, 1992 年, 其姐夫出国, 原计划去意大利, 在跨越西伯利亚的远东
列车上与同行者闲聊时, 听说匈牙利的机会不错, 临时决定改道匈牙利。自那以后十多年来, 其
兄弟姐妹及直系亲属中已有 13 人出国, 均定居匈牙利, 家族合力开办公司经商, 迄今已在中、
匈两国开办 5 家公司, 主要从事服装尤其是内衣的进出口生意, 被称为明溪人在匈牙利的 / 首
富0。
总之, 在短短十多年内, 一个原本与欧洲毫无联系的内陆山区小县, 就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
新侨乡, 其速度之快, 运作之有效, 尤其是其中所展示出来的基于中国农民之民间智慧而建立的
跨国网络, 以及中国农民走出传统接受新事物的高度适应性, 实在值得我们探讨与深思。

二

从小到大: 新侨乡的社会影响

延续十多年的出国潮, 业已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层面上, 对位于内陆山区的明溪县产
生了明显的影响。
首先, 出国劳务收入成为明溪县经济的一个重要来源。明溪县出国人员中三分之二以上系独
立迁移, 即其配偶、子女或父母兄弟姐妹都还在老家, 因此, 其在外收入中寄回家乡用于赡养家
庭或改善家庭生活的比例很高。据当地侨务部门估算, 近年来, 沙溪乡出国人员每年汇回约 400
万欧元, 人均寄回资金至少 3 万元人民币。明溪全县出国人员每年汇回外汇总计在 1000 万美元
以上。2002 年底, 仅明溪银行的外汇存款余额就达 4500 万美元。由于明溪尚未设立中国银行办
事机构, 国外汇款大多汇至县外金融机构, 据不完全统计, 三明市中行、三明市工行国际业务部
近 80% 的外汇储蓄存款来自明溪县出国人员汇回的外汇收入。明溪城区正在建设中的 / 红岗新
村0、/ 雪峰新村0 规划建造 400 套楼房, 其中约 80% 的盖房资金靠外汇兴建。明溪县统计数据显
[ 7]

示, 2001 年全县农民人年均纯收入 3272 元 , 2002 年增至 3413 元, 其中, 对外劳务收入占 20%
左右。¹ 与同期全国农民收入水平相比, 明溪农民收入已达到中上水平。º
其次, 明溪新移民回乡投资虽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但已经而且必将有利于推动明溪经济的
进一步发展。从明溪第一批农民走出山村到欧洲迄今, 只不过短短十多年时间, 而且, 除第一位
出国的胡志明曾经借助老家浙江温州的亲缘关系外, 最早出去的一批人几乎都没有可以直接依托
的亲缘纽带, 全靠打工谋生, 白手起家。然而, 就是在如此背景下, 在获得正式居留的 3000 多
明溪新华侨中, 大半已开始从打工转向开办个体经营的小作坊或小店面。» 在县侨联登记的资料
中, 我们看到由明溪新移民分别在匈牙利、俄罗斯正式创办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已有 16 家。
中国人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坚韧的拼搏精神, 此为一例。而且, 当他们在国外事业略有所成后, 一
些人又返回家乡投资。截至 2003 年 6 月, 明溪新移民回乡投资的资金总额达 5490 万元, 分别参
与农业综合开发、城镇建设、旅游开发等项目 ( 详见表三) 。
明溪本身由于地处内陆山区, 缺乏开展对外经贸往来的地缘优势, 然而, 十多年来陆续走出
山门的新移民, 却为明溪县开拓了新的渠道。我们在明溪时, 恰巧遇到一位从匈牙利回国定货、
¹

依据明溪当地 不同 部 门各 自 依据 的 数 据 及统 计 标 准, 明 溪 对 外 劳务 收 入 占 全县 农 民 人 均纯 收 入 的

º

10% ) 30% 。本文在此取其中间数, 即大约 20% 。
根据 5 中国统计年鉴6 的统计数据, 2000 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 2253. 4 元。在全国 农业人口中, 75%

»

年人均纯收入在 3000 元以下, 其中约 15% 收入在 1000 元以下 [ 8] 。
有的干部在向我们介绍情况时提出: / 获得居留的明溪人中 80% 以上已经开始 从打工转向 开办个体 经营
的小作坊或小店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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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 非典0 而滞留明溪的新移民。在访谈中, 他介绍了自己创业异域的经历, 还提及: 明溪地处
内陆, 交通不便, 相当长时期内不少部门、机构还不能做到如同广东深圳或本省的厦门、晋江那
么开放高效。但是, 随着大量新移民穿梭于国内外带来各种信息, 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各级领导
不断更新意识, 加强服务。随着横贯明溪的国道建设完工, 尤其是明溪的劳动力比深圳、晋江都
便宜, 加之新移民对本地的情况十分熟悉, 因此正考虑如何直接回明溪设点办厂, 并将产品与国
外明溪人的销售网络对接。该位新移民企业家对如此规划的前景十分看好。显然, 如果这位新移
民的设想能够顺利实现, 势必有利于提高新移民网络的功效, 并推动明溪地方经济再上新台阶。
表三
投资项目
创办企业
生态旅游
房地产开发
娱乐业
农业综合开发
总计

明溪新移民回乡投资项目 ( 2003 年 6 月统计)

投资金额 ( 万元)
3870

企业数
4

540
620
400

1
2
1

60
5490

21
29

备注
生产建材、灯具等

开发面积总计 3100 亩

我们在调研中还注意到, 除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正式投资项目外, 由于当地不少家庭处于 / 一
家两国0 的状况, 从海外汇回的资金, 除了用于日常生活、子女教育、购物建房等消费性支出
外, 在由个人分散寄回的资金中, 还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实际上也投入到当地农业综合开发中。
例如, 胡坊镇为充分利用本地山林资源, 促进农业综合开发, 制定了发展厚朴中药材种植、肉牛
养殖、速丰林基地建设等多项规划, 并引入相关技术。虽然这些都是前景看好的新事物, 但无不
需要一定的先期资金投入。镇党委积极做好出国人员家属的工作, 动员他们将海外汇回的闲散资
金投入再生产领域。据 2003 年 6 月的统计, 已有 26 位出国人员家属响应镇政府号召, 用国外亲
人汇回的钱投入农业开发, 其中最多的一位从其妻子在匈牙利经商寄回的资金中拿出 616 万元,
种植厚朴药材 330 亩。这种以家庭经营方式将海外私人汇回的资金投入再生产性开发建设的取
向, 值得重视, 值得提倡。
再次, 随着走出山门的农民越来越多, 国内外大量信息多方位交流传播, 迅速地拓宽了当地
农民的眼界, 从长远看, 将有利于提高当地农民的素质, 改善本地的生态及社会环境。中国是劳
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 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农民自谋途径出国务工, 显
然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有效形式。在明溪各地农村, 此举不仅消化了本地劳力, 而且还吸引
了相邻地区的劳动力前来承包土地, 间接减轻了相邻地区的人地压力。以沙溪乡为例, 全乡农田
已有 60% 租给外地人耕种。另一方面, 随着人口压力减小, 明溪各乡镇可望逐步规划实施土地
轮转耕种, 或将部分抛荒山地用于种植牧草, 真正做到退耕还林, 保护生态环境。
在与胡坊镇干部的座谈中, 我们还听到这样一则很有意义的信息: 农村税费征收历来是农村
工作的一大难点, 但是, 近年来, 随着胡坊出国人员增多, 相关家庭在经济状况改善后, 上交税
费的自觉性日渐提高。究其原因, 并不仅仅是因为相关家庭收入增加后数十元的农业税不再成为
经济负担, 更重要的是, 不少人通过他们在国外亲属的影响, 逐渐认识到公民依法纳税的必要
性。胡坊镇干部深有体会地谈道: 欧洲国家纳税制度很全面, 我们这里的人出国后, 耳濡目染,
知道在哪里都要纳税, 公民有依法纳税的职责, 纳税意识增强了, 现在向有出国人员的家庭收税
容易得多, 有的还主动对我们说, 交税应该。
农民生活改善后, 其追求也发生了一些有意义的变化。我们在明溪出国人员新建住宅参观
时, 从高档的卫浴用具, 大片的落地窗的设计, 到楼房内外典雅的色彩布局, 无不令人感叹主人
们在短短 数年内从卫生 意识到审美观 念的巨大变化。当地干部还向 我们介绍, 在 沙溪乡,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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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以来, 已有 20 多位老人先后到北京、上海、杭州、昆明及港澳等地旅游, 国外子女出钱
让留在老家的长辈出外旅游度假已成为明溪的新风尚。
随着人们从经济到精神面貌改观, 农村社会文化环境也不断改善。近年来, 出国人员最为集
中的沙溪村已被评为县级小康先进村, 梓口坊村则先后成为市级小康示范村和省级明星村。

三

举轻若重: 问题、思考与对策

从总体看, 明溪十多年来的出国潮对当地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影响基本是积极的, 当地从干部
到百姓对出国潮所带来影响的评价甚高。当然, 与此同时, 伴随出国潮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也
应当尽早引起重视, 并制定应对策略。我们在调研中听到反映的问题很多, 在此不可能一一罗
列, 但其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主要为二, 提出共商。
第一, 出国人员的身份确认问题。这是我们在调研中听到反映最多、也最为强烈的问题。对
于近年来因种种原因、通过不同渠道出国的人员, 国内相关机构在涉及其身份确认的问题上, 尚
存在诸多模糊混淆之处。例如, 对这批人员的称呼包括: 新移民、新华侨、出国人员、出国劳
务, 或贬义的 / 非法移民0、/ 偷私渡0 等等。在诸如明溪这样的新侨乡以及近年来出国现象集中
的福清、长乐等地, 出国前即正式办理注销户籍、移民外国手续的人员并不多, 绝大多数都或长
或短地经历一段身份处于模糊、或身份不断变化的时期。例如, 在明溪出国人员最集中的意、匈
两国, 其近期颁发的居留身份大多需一年或两年一换, 极不稳定, 而且, 一旦相关机构进行政策
调整, 已有居留身份就可能失效或需重新申请, 不确定因素较多。因此, 目前在外的大多数人当
中, 拼上几年就 / 衣锦还乡0 的愿望比较普遍。在此情形下, 他们大多不愿放弃中国国籍, 不愿
放弃在家乡的基本权益 ( 如田地、住房等) , 而且, 由于在国外起步阶段工作艰辛, 不少人将子
女留在家乡, 有的即使在国外生了孩子, 也带回家乡由老人抚养。诸如此类的新情况, 说明身份
的确认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称问题, 而是涉及到一系列十分具体的政策问题, 如: 仍然保持
中国国籍的新移民在国外出现的 / 违规0 多胎生育, 是否要接受计划生育规定的处罚? 对当地村
镇计划生育考评, 是否要包括其在国外人口的生育指标? 对由国外送回子女的教育费按何种标准
收取? 在农村田园山林承包合同进行调整时, 出国人员家庭如何计数? 如何处置? 有关部门急需
以促进社会安定, 充分发挥新移民资源及作用为首要前提, 出台相关政策, 协调各方关系, 以利
于基层组织运作。
第二, 我们认为, 新移民或新华侨问题的实质, 是对当代中国农民自行出国务工的总体评价
问题, 这应当是相关政策制定的基本依据。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中国的 / 新移民0 问题, 或曰 / 非法偷渡0 问题, 业已一再引起国
际社会的关注。其中, 明显触犯移入国法律的强行偷渡, 如 1993 年发生于美国海岸的 / 金色冒
险号0 事件, 2000 年的 / 多佛惨案0 等, 其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已无须赘论, 此类事件务必严
加制止, 防范于未然。但是, 明溪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其历时十多年的移民潮, 主要是利用相关
国家移民政策上的空档, 打 / 擦边球0 赢得机会。如前所述, 明溪新侨乡的起步, 主要是抓住了
意、匈、俄等国在经济转型期出台特殊政策的机会, 确立了移民网络在异国的基点。尔后, 立刻
进行拓展, 并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我们在访谈中不断听到此类说法:

/ 我们这里没有偷渡。
0

/ 我们和福清人不一样。我们这里出去都有合法手续。
0 应当说, 这一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根据
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的明溪某乡 2002 年出国人员所持签证类型的统计数据, 是年该乡出国共 341
人, 其中绝大多数系以 / 探亲0 为由, 占 85% , 其次为商务或劳务, 占 8% , 再次为旅游, 占
5% , 直接获准家庭团聚者为 2% 。明溪的问题是, 无论是探亲还是旅游, 也不论去往哪个国家,
其目的都是打工赚钱, 而且多以欧洲为目的地。换言之, 其踏出国门的第一步基本是合法的, 但
到了国外后则逾期滞留或再度无证越境, 由此即超越了合法的范畴。可是, 当某一移入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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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赦0 或 / 身份合法化0 运动时, 一些非法者又完全可能通过某种程序而转为合法。在西方国
家, 早有 / 只要你进得去, 你就留得下0 ( If you get in, you can stay) 之说; 而在诸如明溪这样的
移出地, 则有 / 成功了就是新华侨, 失败了就是偷渡客0 的说法, 其所反映的正是当代跨境移民
身份的不定性及可变性。
全球化进程带来的重要观念性变更之一应当是劳动力资源的全球观。从国际大环境看, 当今
世界上劳动力跨境流动规模空前。以中国的近邻菲律宾为例, 2002 年菲律宾在国外的正式劳工
约 180 万, 再加上 200 多万 / 手续不全0 的在外劳工, 菲律宾常年在外打工的劳动力总计高达四
五百万, 约占本国劳动人口的十分之一。2001 年菲律宾外劳汇回国内的钱款总额约 60 亿美元,
2002 年增至 78 亿美元。另一个与中国相邻的国家越南则提出, 其目标是在 2010 年达到输出劳动
力 100 万人。劳动力无证跨国打工, 十分普遍。据日本公布的统计数字, 1999 年末在日本 / 就劳
的外国人0 共 668200 人, 其中 / 非法就劳者0 ( 身份证过期和非法入境者) 251700 人, 占总数的
3717% 。另据韩国公布的数据, 2002 年在韩国 / 非法 滞留0 的外国 劳工达 2516 万, 韩 国举办
/ 世界杯0 期间, 因服务业人手短缺, 韩国政府决定从 2002 年 11 月 1 日起至次年 3 月, 允许以来
自中国东北之朝鲜族为主体的外国无证劳工在韩国的服务业就业。在 2003 年 3 月之后, 则酌情
扩大外国劳动力的就业门路。
有鉴于此, 我们认为: 类似明溪十多年来的出国潮, 以进入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为主要流
向, 其实是一种以民间方式运作的跨境劳务输出。因此, 应当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 定位当今福
建侨乡人口的跨境迁移行为。而且, 与国际大环境相比, 中国输出的劳动力显然不是太多, 而是
太少。当移入国以自身国家利益为政策基点时, 我们也应当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我们考虑问题、
制定政策的基本准绳。因此, 我们应当强调的, 不是堵住人口对外流通的渠道, 而是应当积极化
堵为疏, 规范出国的合理化操作, 减少中间环节对外出务工者的盘剥, 及时提供相关信息, 减少
盲目随潮, 避免在福建其他地方曾经出现过的偷渡悲剧重演, 建立中国劳务良好的国际形象。总
之, 化堵为疏, 积极为中国劳动力正常跨境流动提供必要的政策性支持, 争取移出与移入地、迁
移者个人与群体的共赢效应, 应当是相关政府机构应当积极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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