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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东南亚学研究：
回顾与展望
梁志明

张锡镇

杨保筠

在跨入新世纪之际，广大东南亚研究会的会员都关心今后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关注研
究会将以何种姿态进入新的世纪。在建会 ２２ 周年的时候，我会近百位会员代表欢聚在北
京，举行第六届年会，并以“世纪之交的东南亚学研究——回顾与展望”为题开展研讨，
这是一次对中国东南亚研究进行总结和前瞻的大会。借此机会，我们拟简略回顾 ２０ 多年
来我国东南亚学研究的进展、成就和问题，并对今后的发展作一点展望。我们将这些很不
成熟的看法和意见提出来，以期抛砖引玉，请代表们讨论并匡正。

一、中国东南亚学研究的回顾
在我国的地区与国别的研究中，东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一直是研究基础较好、研究力量
较强，而且成果较多的一个领域。东南亚与中国是近邻，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中国自古
以来就有研究东南亚的传统，中国保存的“浩如烟海”的古籍堪称对东南亚历史、地理、
经贸、宗教与文化研究的“无价之宝”
。２０ 世纪初叶，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进入了有组织的
阶段。１９２８ 年，上海暨南大学成立“南洋文化事业部”后，１９４０ 年又在新加坡建立“中
国南洋学会”
。它是中国学者，包括侨居新加坡的华人学者建立的研究团体。在新中国成
立后，中国东南亚研究获得新的发展，迈入更有组织的时期。北京和各地，特别是南方诸
省研究东南亚的学术机构相继建立。到“文革”前，在朱杰勤、韩振华、姚楠等老一辈学
者的带领下，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已颇具规模并拥有了一支精干且颇有水平的队伍。在东南
亚历史、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南洋华侨史以及南海古籍文献的考证、校注等等方面取得
了显著的成就。
十年“文革”使中国东南亚研究备受摧残，各项研究工作陷入停顿。从改革开放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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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南亚研究进入空前飞跃发展的崭新时期。１９７９ 年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的建立，是一个
重要的标志。２０ 多年来东南亚学研究的进展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研究队伍壮大。改革开放前，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专业学术团体不过 ５、６ 家，
到 ９０ 年代末己拥有 １０ 多个专业研究或含东南亚研究内容的学术机构，并有一些民间学术
团体以及非实体的研究中心。研究队伍人数达到 ６００ 余人。研究机构分布广泛，大致分属
５ 个系统：以高等院校为主的教育部系统；以中国社科院为首的各地社科研究所系统；国
务院部委与侨务、新闻出版部门系统；党的部门和党校系统；军队系统。到目前为止，我
会的会员较多地集中在前两个系统。从 ８０ 年代起，我国开始培养研究生，年轻一代的硕
士生、博士生和归国留学生加入研究行列，逐步形成老中青三结合，以中青年为主体的研
究结构的队伍。新一代的研究专家崭露头角，为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带来勃勃生机。
（二）研究成果显著。８０—９０ 年代以来，中国东南亚研究不仅在成果的数量上超
过了“文革”前的 ２０ 多年，而且研究的范围空前扩大，质量日益提高。从互联网上查询
到的讯息，１９９０ 年至今，北图和北大图书馆馆藏的东南亚的各类著作共达 ６０７ 部。研究领
域不仅限于历史等人文科学方面，而且已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教育、军事、华
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等方面，其中一些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泰族起源问题、
南海史地考证、华侨华人企业研究与华侨华人大型工具书的编撰等）
。科研成果种类齐全，
既有专著、论文、教材、译著和译文，又有丛书、古籍整理、资料汇编以及手册、概览、
词典、百科全书和目录索引等工具书；科研方法与时俱进，研究视角与层面日益多样化。
不少学者坚持把理论与实际、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既继续进行素有根基的国别
研究和专业研究，又开展了综合性整体研究和区域性研究。学者们特别是青年专家努力吸
收国际前沿研究成果，采用多学科的理论、比较研究或定量分析的方法以及口述调查方式
进行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使用电脑搜集信息、资料和写作。经过长期培训并刻苦攻
读东南亚学方向的一些博士生的学位论文，以其视野新颖、资料翔实，获专家们肯定，为
我国东南亚学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
９０ 年代以来，中国涌现了不少有较高质量和水平的东南亚科研成果，我们了解很不全
面，仅列举以下一些代表性著作以供参考：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当代东南亚政治》、《东南亚的区域合作》、《从
东盟到大东盟》、《东南业华侨华人企业集团研究》、《东南亚华侨通史》、《东南亚华侨华
人经济简史》、《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菲律宾史》、
《近现代东南亚》
、
《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
《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
、
《东南亚文化发展
史》
、
《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
、
《南诲诸岛史地考证论集》
、
《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自
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
《东南亚历史词典》
、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等。此外，还有东南
亚丛书、专题研究专著、学者论文专集与古籍史料汇编，以及外国名著翻译，等等。
（三）学术交流发展。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在这方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会成立
后坚持增强学术研究与合作交流的宗旨，相继在厦门、昆明、广州、南宁、海口召开了五
次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同时主办或协办了十余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各地学会组织
也举办了一系列专题性研讨会。例如 １９９０ 年在云南召开的第四届泰国学国际会议，１９９０
－１９９７ 年，在桂林、昆明、成都、贵阳、重庆相继召开的中国西南开放与东南亚研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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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１９９７ 年海口第五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后，１９９９ 年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在广州
举办了庆祝研究会成立 ２０ 周年纪念大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０ 年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
究所等在南宁召开中越建交五十周年纪念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由北大东方学研究院
与新加坡南洋学会在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面向 ２１ 世纪的东南亚”国际学术研讨会，今
年 ９ 月又由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和南洋学院主办了“２１ 世纪初的东南亚经济与政治”
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各种会议规模不同，形式多样。厦大、暨大、中大、云南与广西
的东南亚所的东南亚学术刊物和研究会委托郑州大学历史学系越南研究所承办的《会讯》
多年来坚持定期出版，有力地促进了学术信息和研究成果的交流。
近 ２０ 余年来，中国大陆学者纷纷走出去，赴境外、国外参加会议，访问、讲学、留
学和进修的也日益增多；同时中国大陆从事东南亚教学、研究的学校、研究机构与海外的
合作交流日益频繁。许多海外学者，包括华人学者应邀来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或协助指
导研究生，打破了“文革”前多年封闭的状态，大大推动了我国东南亚学研究的发展。
不过，与国际先进的研究水平相比，与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科学研究多出精品
的要求相比，当前我国的东南亚研究在理论、方法与组织等方面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下
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些方面的问题。

二、中国东南亚学研究的差距与问题
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状况。西方用近代科学理论与方法对东南亚
进行研究有较长的历史。西方的东方学过去主要是指“印度学”和“汉学”，东南亚研究
长期从属于“印度学”和“汉学（即中国学）
”
。随着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制度的
确立，西方国家加强了对东南亚的研究。它们成立了研究机构，开展了调查研究，出版了
书刊，并有了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二战前，西方的研究是以人文科学为主，包括历史
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地理学，文化史与文明史构成重要内容。西方学
者用科学的方法，开展考古发掘、田野调查和碑铭考证，进行史地考据、校勘与译注，取
得不少成绩。２０ 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对东南亚地区作整体考察和研究。１９０２ 年，
德国考古学家弗朗兹·黑格尔（Ｆｒａｎｓ Ｈｅｇｅｒ）出版了《东南亚古代金属鼓》
，将所收集的东
南亚地区的古代铜鼓进行分类排队，创立了“黑格尔分类法”
。１９２３ 年，奥地利人类学家
和考古学家海涅·革尔登（Ｈｅｉｎｅ Ｇｅｌｄｅｒｎ）撰写了关于东南亚的民族和文化的著作，指
出了东南亚各民族在人种、语言和文化方面有共同联系，阐述了他们的迁徙和彼此的影响。
这是一部将东南亚作为整体考察的重要著述，由此，有些西方学术界人士将革尔登尊为东
南亚学的创立者。
二战期间和战后，东南亚作为一个地区的名称日益推广，东南亚学作为相对独立的学
科正式形成，且日益繁荣兴盛。战后东南亚学研究出现了不同的特点：一是研究重心由英、
法为主的西欧国家转移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是美国研
究东南亚的重要基地；二是研究内容从战前的文明史、文化史为主转向以政治、经济和社
会结构的研究为主；三是区域研究与世界整体性研究日益加强，人们的视野不限于一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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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甚至一个地区，而扩大到从全球的整体来观察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战后西方学者出版
了一系列东南亚地区性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文化的著作，把东南亚作
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进行综合研究成为一种时尚。以史学为例，战前西方学者往往以国
别史为研究对象，战后出版了多种东南亚地区通史和专题论著。其中首推著名的英国历史
学家霍尔（ Ｄ．Ｇ．Ｅ． Ｈａｌｌ ） 于 １９５５ 年出版的《东南亚史》
。这部西方关于东南亚历史的权
威著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数次修订再版。霍尔的重大贡献是坚持东南亚的统一性和
自主性，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性研究。他批判东南亚研究中的“欧洲中心”
、
“印
度中心”等倾向，卓有见地地提出：
“看东南亚历史，要以其自身的观点而不能用其他观
点”的新颖见解。美国学者约翰·Ｆ·卡迪（Ｊｏｈｎ ．Ｆ． Ｃａｄｙ）１９６４ 年出版《东南亚历史发
展》
，１９７４ 年又出版《战后东南亚史》
。在上下两部相连的东南亚地区通史中，作者既对东
南亚历史作了颇为全面的综合考察，又对各国的发展的不同特点作了分析。全书以近现代
史为重点，一直撰写到 ７０ 年代越南战争临近结束的时期，内容侧重对经济、政治、社会
与国际关系的阐述，体现了当代美国新史学的思想。卡迪的这两部书不仅从经贸以及宗教、
文化等方向阐明东南亚地区的相对统一性与相互关连性，而且反映了东南亚各国的多样性
特点。
有关东南亚地区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还有乔治·戈岱司的《东南亚的形成》
、戴维·乔
尔·斯坦伯格的《东南亚探索》
、Ｊ． Ｍ·普卢维勒的《从殖民地到独立的东南亚》
、Ｊ·巴
斯廷和 Ｈ． Ｊ·本达的《现代东南亚史》和卢西恩、 Ｗ·派伊的《东南亚政治制度》等等。
自东亚地区经济迅速崛起以来，特别是 ８０ 年代后，东盟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引起国
际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东亚奇迹”出现的原因，研究东亚国家的发展
战略与模式，讨论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东亚发展中的作用。围绕这些问题各国学
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涌现出许许多多的著作。１９９７ 年东南亚首先开始的金融危机暴露了
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对东南亚发展及其问题与教训的注意。美
国经济学家保罗·格鲁克曼（Ｐａｕｌ Ｋｒｕｇｍａｎ）关于东亚经济奇迹的质疑与评论引发了一
场东亚发展模式的讨论热潮。
近些年来，国际学术界提出从全球视野重构世界发展图景的问题，尼古拉斯·塔林
（Ｎ．Ｔａｒｌｉｎｇ）在 １９９２ 年主编的《剑桥东南亚史》（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对东南亚历史地位和经济贸易的发展作了新的评价，认为东南亚地区的发展，
“对
于 １６００ 年以前的整个世界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１９９８ 年，安德烈·贡德·弗兰克
（Ａ．Ｇ．Ｆｒａｎ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一书中，考察了近代早期世界
经济的发展，对亚洲，包括东南亚的经济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历史地位作了重新估量，这
本书被认为是一部对“欧洲中心论”的正统观念发起挑战的开拓性著作，也引起了热烈的
评论。
战后时期国际学术界关于东南亚研究的又一重大进展是研究方法的丰富与发展。战前
东南亚的研究以实证、考据为主，而战后西方关于东南亚的研究转向重理论、重分析、跨
学科的研究方法日渐流行。学者们试图运用新的概念、新的架构，采用新的方法，
（如计
量分析、比较研究等）
，己不限于单学科的研究而是多种学科交叉与互相渗透，使研究领
域视野拓宽，风格不一，现实感和可读性大为增强，从而涌现了一批有创见的成果。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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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东南亚学研究的特色。
战后日本、澳大利亚的东南亚研究，以及东南亚国家自身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发展。日
本在战前将东南亚研究作为日本的“东洋学”的一部分，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３０ 年代起对东
南亚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全面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有水平的著作。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建立
了密切的特殊关系，日本对东南亚研究极为重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均设有东南亚研究
机构，亚洲研究所是日本研究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的重要中心。澳大利亚在近 １０ 余年来日
益关注亚太地区的发展。东南亚研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研究发展迅速。澳大利亚的太平
洋学院和多所大学都建有颇具实力的东南亚研究中心。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学术水平均达到
国际前沿的高度，拥有一些国际知名学者。东南亚国家独立后，在建设民族国家过程中，
十分重视本国历史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各国东南亚研究机构纷纷成立。新加坡国立大
学和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已发展为国际上重要的东南亚研究中心。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越
南河内国家大学和菲律宾的马尼拉大学等均十分重视本地区和本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
与教学。
从中国国内研究东南亚的现状来看，９０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扩大和现代化
建没的迅猛发展，中国东南亚研究的整体研究水平已有长足的进步和提高。香港回归后，
以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力量的加入，使中国东南
亚学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和东南亚局势发生了巨变，包括东南亚 １０
国的“大东盟”形成，东南亚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空前改善，进入
最好的历史时期。中国对东南亚的研究更为重视。１９９７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更引起了我国
对东南亚地区的关注，并掀起了研究东南亚的高潮。进入新的世纪，中国东南亚学研究虽
取得了国内外公认的成绩，但从总的发展水平看，我国东南亚研究仍跟不上当代世界飞速
发展变化的形势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急迫要求，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较仍存在不少差距、
薄弱环节和问题。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中国东南亚研究虽改变了过去重文史而轻现实政治、经济的状况，东南亚政治、
经济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己成为教学和研究的重点，但除政府所属系统人力较多，资金较足，
力量较强外，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力量仍较薄弱，而历史、语言、文化研究等传统强项领域、
则普遍存在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现象，一些东南亚的古文字如越南的喃字等鲜有年轻学
者掌握，这是必须引起注意的问题。
２、中国东南亚研究仍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国内各研究部门和机构缺乏联络、通气，
研究课题和成果相互重复，经费不足，加上研究人员的理论水平、语言和业务能力的限制，
以及出国考察和进行实地调查条件的困难，有些研究存在着“闭门造车”的现象。学术成
果与国际前沿差距甚大，而我们的对外学术交流仍有不少问题：请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
参观访问的多，深入调研的少。我们的一些学者甚至未能访问自己长期研究的对象国家，
因而难以及时了解和深入掌握国外学术研究的最新信息与先进成果。
３、中国东南亚研究领域存在着理论架构薄弱，综合研究水平欠缺，个案和实证研究
不足的情况。近些年来我们的著述出版数量约以年均 ５０ 部的速度增长，但高质量的精品
并不多。在东南亚历史研究方面，我们仍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迄今由我国学者编著的
东南亚国家的国别史还没出齐，也未能出版一部有质量的从古至今的东南亚通史。一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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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未提到研究日程上来。在东南亚现状的研究方面，客观上还存在某
些条条框框的限制，例如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内政、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关系等等，
仍难于找到原始文献资料，出版也有困难，这使东南亚政治与现状的研究难免与现实脱节，
与经济研究相比往往处于较滞后的状况。
此外，我们的研究，尤其是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论述与结论常常是政府的政策注
释和声明的重复，宏观议论多，而实证研究与具体分析少，回顾历史背景多，阐明发展前
景少，缺乏理论深度和对前景的预测力，因而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４、我国一些有条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先后建立了与东南亚有关的硕士点和博士点，
设立了包括东南亚研究在内的博士后流动站，并开设了一系列的学位课程，但东南亚的教
学和研究仍存在薄弱环节。一是缺乏经验交流与合作，各高等院校的教学单位很少在一起
开会研讨东南亚教学问题，包括教学计划、研究生培养等；二是还没有一套较高水平的教
材；三是东南亚课程未列入大学本科教学方案，而本科教学是研究生的生源所在，关系到
今后东南亚专业方向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５、出版难仍是制约东南亚研究的一大问题。我国出版物的发行渠道仍不畅通，许多
东南亚的书籍出版没有进入国家出版（新华出版社）的发行网，而东南亚研究界的内部发
行与交流渠道也不够畅达。郑州大学的会刊编辑部做了不少东南亚书籍评介和协助发行的
有益工作，但学会会员之间的研究信息与成果的交流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总之，东南亚学研究的成绩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上述差距与问题向我
们敲响了警钟，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得力措施，将我国东南亚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中国东南亚学研究的发展前景与努力方向
在跨入新世纪的时刻，中国的东南亚学研究既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又适逢新的发展机
遇。
２１ 世纪到来时的世界形势和东南亚地区局势又有新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
深刻影响了当代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浪潮推动下，东南亚的
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和区域合作进程加速。但新的矛盾和冲突的根源依然存在，霸权
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威胁着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和生态环境恶化
问题也严重影响地区的安宁和发展。
上世纪末冲击东亚和其他一些地区的金融危机在短暂复苏后，没有出现新的繁荣，随
着美国经济的衰退，东南亚经济重又陷入滑坡境况之中。今年在美国所发生的“９·１１ 事
件”和美英对阿富汗的攻击，对亚洲和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东南亚地区内原有的各种
矛盾，政治冲突、领土领海争端、宗教与民族分歧、地方分离倾向以及东盟一体化过程中
各成员国之间的利害关系等等，都是影响东南亚地区发展的因素。印尼政局的动荡不宁和
菲律宾恐怖绑架事件的层出不穷表明，我们所研究的这一地区的局势仍然很不平静的。中
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在新世纪之初虽尚属稳定，经济、贸易与文化以及外交关系仍在发
展，但制约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华人华侨问题、南海诸岛主权争端和经贸领域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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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竞争依然存在。
所有这一切向中国东南亚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并告诉我们，新世纪
的东南亚学研究任重道远！
一门学科的兴衰，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为能适应社会主义现
代化大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认清形势，统一认识，总结经验，采取措施，加快我国东南
亚学研究的步伐。借六届年会召开的机会，我们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大力提高研究质量，树立精品意识。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科研成果的选
题和研究力量的配置必然受市场机制的影响，在商品大潮冲击下，学术风气也会受到影响。
但研究工作中急于求成、虚夸浮躁、抄袭作假等现象却是必须警觉的问题，它极不利于学
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也阻碍了队伍的优良素质的养成。我们的研究既存在许多待开拓和需
填补空白的领域，更缺乏高水平的精品之作，尤其缺乏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第一流的
传世之作。为此要坚持“双百”方针，鼓励创新，提倡不同观点的争论，大力开展健康有
益的学术评论，我们的学术才能繁荣昌盛，才会不断产生高水平的优秀著作。
第二、努力提高理论水平，提高外语水平和现代科研能力，是赶上和达到国际前沿的
学术水平的关键。为此我们的研究须坚持“重视基础研究，加强应用研究”的战略方针，
将宏观研究与微观考察密切结合起来，既善于从全球的整体视角探索东南亚的历史和现实
的发展，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又能充分发掘和掌握第一手资料，进行实证阐述与个案考
察。研究课题应具有前沿性、开创性、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应在摸清国内外学术动态的
基础之上设计，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雷同。
外语是研究工作的工具和学术交流的桥梁，我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有待于外语的培
训。特别是双语种的培训，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大语种的水平，让年轻一代的学者能够自由
地和外国学者进行对话交流，同时必须重视培养掌握东南亚国家语言的小语种人才，并采
取紧急举措，让濒临失传的某些东南亚国家的古文字继承下来。
第 三 、加强国内各研究机构的协作，加强与境外、国外东南亚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
一是要继续办好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会，特别是中小型的专题性的国际研讨会，例如中外
学者研讨越南学的国际会议、青年学者参加的专题研讨会。这样的会议，问题集中，主题
明确，更有实效；二是坚持办好学会的会讯，同时创造条件，争取创办一份全国性的东南
亚研究的核心刊物，在条件具备后再办一份面向国外的英语学刊；三是要大力加强大学、
社科院所系统与政府和部队系统的合作，邀请更多的党政军部门的研究人员加入研究会。
四是邀请更多的前驻东南亚国家的使节、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参加学会的活动，让他们在退
下来后从事东南亚研究工作，利用他们掌握的资料著书立说，撰写回忆录，将一些第一手
的、鲜为人知的资料公诸于世，这将大大有助于我们的研究。
第四、在学会会员较集中的城市和地区设立研究会的分会、分部或联络处，在进一步
发挥学会秘书处的协调、联络作用的同时，为加强各地的学术交流与协作，可设立研究会
的分支机构以发挥地区分会的积极性，广泛吸引各地更多的东南亚研究人员参加研究会的
活动。
为促进国内东南亚出版物的交流，有必要建立全国性代销网络。这可由各地研究会分
会负责在北京、上海、厦门、广州、南宁、昆明和郑州等城市逐步设立有专人管理的代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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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经销本学会会员和其他作者出版的东南亚书刊。
第 五、支持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和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是我
国新建的研究基地，它们本身拥有众多的研究人才和国家的财政资助，并有面向全国的科
研规划和课题招标计划，厦门大学和暨南大学的基地是我国大力加速发展东南亚学和华侨
华人研究的支撑点，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的东南亚研究。我们深信，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和各
地的研究机构都会对它们给予热情的支持和积极的配合，以便使中国东南亚研究由比较分
散的状态走向相对集中，并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状态。
面向新世纪，中国的东南亚学研究的首要目标应是建立完整的东南亚学研究体系，并
将我们的队伍建设成为一支具有国际水平与雄厚实力的研究队伍，这是一项光荣而十分艰
巨的战略任务。这一担子将落在我们学会的全体会员，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的肩上。
当代世界正处于科技革命和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知识更新无比迅速，人文社会科
学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断发展，各种新理沦、新观点、新学说不
断推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东南亚学界，必须增强紧迫感，而不能有丝毫自满与松
懈；同时必须加强凝聚力，齐心协力地创造新的业绩。展望未来，我们信心百倍，我们深
信，伴随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高潮，一个文化与科学发展的高潮即将到来，中国东南亚学研
究的宏大目标必将在新世纪内由我们来实现。
［责任编辑：廖大珂］

“当代海外华人专题学术研讨会”简讯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胡光元
由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主办的“当代海外华人专题学术研讨会”于 11 月 16 日－
19 日在我校顺利举行，国务院侨办和学校有关领导及国内外 60 余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此
次会议。会议围绕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就当代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和
交流。这次研讨会分三个主题：华侨华人学科发展研究；当代海外华人与居住国民族关系；
90 年代以来海外华文教育的变革。与会的专家和学者密切结合当前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发
展动态，总结了近年来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热烈探讨了这一学科研究的最新进展，研讨
会受到了与会专家和学者的一致好评。
［责任编辑：廖大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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