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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著作由加拿大華僑移民史學家黎全恩，

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資深媒體

人丁果，歷史小說家賈葆蘅合作完成。從民族誌研

究角度看，三位作者同為加拿大移民，能夠從華僑

移民群體的情感結構出發，挖掘華僑社會內在的

身份認知和隱藏文化[2]。其研究視角獨特：一方面

作者學科專業的互補保證了從史料推出史論的客

觀性；另一方面，作者與研究對象同理共情，保持

人文學科研究者的溫度。

隨著新冠疫情影響的擴大和大國博弈的日益

激烈，西方國家排斥亞裔的種族歧視事件頻發。一

切文化的誤解和衝突，根源在於其對歷史的模糊

加拿大華僑族裔身份的演變
——評《加拿大華僑移民史（1858-2001）》

■ 王飛宇

北京外國語大學、燕山大學

前言

著名哲學家、歷史學家柯林伍德提出，「一切

歷史都是思想史，是史學家心靈中重演過去的思

想」[1]。《加拿大華僑移民史（1858-2001）》彙集加
拿大華僑移民150年來在各歷史階段的社會、文
化、思想變遷，從歷史學角度出發，填補了全球當

代移民思想史研究的空白；從全球化視野角度出

發，通過中國視野和加拿大視野的史料、史證相互

交叉，呈現加拿大華僑在文化衝突、理解、融合方

面的思想變遷和社會行動。展現其在多元文化交

流方面做出的努力，擴大加拿大華僑在全球移民

史中的影響力。

摘  要：《加拿大華僑移民史（1858-2001）》力
圖通過梳理加拿大華僑近150年來在加拿大移民
政策演進背景下的文化衝突與抗爭、文化塑造與

轉變，為開拓華人移民當代史研究、全球化移民

的動態發展提供歷史與現實的寫照。本文從全球

歷史觀的研究視角分析華僑移民史對加拿大主

流歷史和世界移民史的貢獻，從族裔身份的演變

評述加拿大華僑「第三種文化」的觀點創新；從

顯著性、連貫性、客觀性角度分析其史料創新。

本書為解決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跨文化衝突提供

可參考的案例。

關鍵詞：加拿大華僑；移民史；族裔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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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讀。在此背景下，本套專著的出版更有其時代

意義：既見證加拿大華人社區百年的努力奮鬥和

對加拿大做出的重要貢獻，又構成加拿大歷史的

重要部分，為加拿大華僑華人近150年來在文化衝
突與抗爭、文化塑造與轉變上提供詳實的史學基

礎，也為解決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跨文化衝突提

供可參考的案例。

本文先簡要介紹本書的主要內容，再從加拿

大華僑族裔身份演變的角度分析本書研究視角、

研究觀點、研究方法的創新之處，以及對華僑華人

移民史研究的啟發作用。

一、本書簡介

文化研究理論的奠基人之一，雷蒙·威廉斯在
《文化與社會》中對文化的概念進行梳理，闡釋了

文化的內涵維度，即「物質、智性、精神等各個層

面的整個生活方式」 [3]。《加拿大華僑移民史

（1858-2001）》正是從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內涵
出發，將移民史劃分為社科卷和文教卷，其中社科

卷採用多點民族誌（Multi-Sited Ethnography）的
研究方法，重點研究華僑在移民史階段性時期的

群體性社會發展，主要關注移民群體結構、社區、

僑社的變遷；在加拿大移民政策變遷的背景下，反

映華僑移民在社會智性和精神層面的普遍狀態，

主要體現在華僑華人反歧視鬥爭、職業和政治經

濟地位、僑社發展等方面；文教卷主要從文化的藝

術和精神內涵切入，包括華文教育、華文報刊和華

文文學，華人戲劇和建築、宗教、中醫等發展。作

者從歷時性和共時性角度全面展示加拿大華僑移

民的文化內涵，在移民史學類著作中獨樹一幟。與

以往華僑華人移民史重視「人」而忽略「物」的研

究習慣不同，本書的社科卷和文教卷，將物化史料

和人物口述有機結合，將華僑在文化物質和精神

上體現的生活方式作為論據支撐，詳實論證各移

民時期華僑華人群體的社會特徵和文化結構。

二、本書創新之處

（一）視角創新：「全球歷史觀」視角下的華僑

移民史

作者從全球歷史觀視角出發，將華僑移民史

置於世界史與國別史的多重背景之下，融合加拿

大建國史、辛亥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戰等歷史背

景，意圖全方位觀察加拿大華僑在加拿大歷史、中

國史和全球史中的定位和影響；同時避免史學梳

理的狹隘性和局限性。以二戰的歷史背景為例，作

者通過梳理華僑華人在中日戰爭時期的抗日活

動、捐贈支援、回國參戰等抗戰方式，彰顯了華僑

華人對祖籍國共命運的情感結構；同時，抗日救亡

的熱潮激起僑民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抗戰熱情，要

求加入加國軍隊參加在太平洋戰爭，另有眾多華

裔通過參加戰時救護、軍工生產、購買公債、捐款

等方式支援加拿大，為加拿大在國際形勢中改變

國家命運做出突出貢獻[4]。二戰改變國際局勢，同

時也改變了加拿大的移民政策；隨著加國移民條

例的不斷修正，華人移民群體不斷壯大並推動華

僑華人社會的發展。

此外，作者通過聚焦加拿大1967年開放移民
政策後的移民史，對華僑不同來源地（中國香港、

中國台灣、中國大陸）的階段性移民特徵、發展狀

況、對加拿大和華人社會的貢獻及影響進行分析。

作者突破單一歷史敘述的局限性，展示全球化移

民潮背景下，華僑移民群體結構的變遷對加國經

濟、社會、多元文化上的影響。同時重視反映華僑

文化結構與加國「主流文化」的衝突、對話、理解

的動態變化過程。華僑華人作為世界移民人口最

大的移民群體，為解決全球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

移民潮式文化衝突提供了實例。

作者試圖避免以往移民史著作將華僑華人置

於「邊緣群體」或是歷史「配角」的定位，通過對

華僑群體為加拿大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做出的

貢獻進行梳理，將華僑移民史作為加拿大主流歷

史的一部分。同時，加拿大華僑移民史作為華人走

向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全球化進程的見證，為

世界移民史研究種族歧視、新老移民困境等熱點

問題提供新的解讀方式。

（二）觀點創新：加拿大華僑的「第三種文

化」——演變中的族裔身份

作者在梳理加拿大華僑近150年的移民史時，
強調「加拿大華人是第三種文化（既不是全盤西

化，又非死守中華傳統）代表」[5]。這既不是指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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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同化過程——完全融入主流社會，也不是指
少數族裔成為主流社會的「邊緣人」，而是作為加

國多元文化的組成部分，隨著國際移民潮的歷史

背景、多元文化的意識形態、外部社會的種族主義

不斷變化，塑造成「一種抵抗種族主義的防禦機

制，也是一種民族自立團結的授權機制」[6]。

具體來看，抵抗種族主義的防禦機制主要體

現在華僑對加國制度性歧視和意識形態歧視的抗

爭中。作者以加拿大第一個以種族歧視為基礎的

法案——1885年限制華人入境的新移民法（「人頭
稅」）為切入點，展示不同移民時期華僑華人在抵

抗「人頭稅」的主要途徑和對族裔身份認知的變

遷。「人頭稅」剛頒布之際，華人抵抗形式主要以

中華會館向清政府提出官方請求，希望以外交形

式取消對加國華人的苛例，鮮有華人群體自發組

織抵抗運動。這是由於早期華工來到陌生環境謀

生，儘量採取忍耐的方式，不想中斷在加國謀生

的機會。也體現出早期華人移民對族裔的身份認

知——在海外打工的中國人。隨著華人移民隊伍
的不斷壯大，國際社會人權運動的不斷高漲，自20
世紀80年代以來，加國華人全體掀起對「人頭稅」
平反和賠償的鬥爭，主要通過社團對執政黨進行

政治游說、採用法律手段提出集體訴訟的方式，

最終於2006年得到平反，為早期深受「人頭稅」之
苦的華人移民爭取政府官方道歉和賠償。這既體

現加國華人作為加拿大國民爭取應有的政治參與

和法律權益，同時作為本族裔移民史的連結者，為

早期華人的不公待遇發聲。從華人移民群體抗爭

制度性種族歧視的方法上，可以看出本階段對族

裔身份的認知——加拿大華裔。
從華僑華人抗爭加國社會意識形態中的種族

歧視來看，其對族裔身份構建的外延有所拓展，即

泛族裔（Pan-ethnicity）身份，主要體現為聯合其
他少數族裔抗爭加國種族歧視的運動。典型案例

是1979年的「反對W5歧視活動」，在加拿大國際教
育市場開放的歷史背景下，有色人種的國際學生

人數增多，部分「主流社會」抱怨有色人種的學生

申請剝奪了本地學生入學機會，在媒體帶有歧視

導向性的報導渲染下，引發種族歧視的社會風波。

華人群體除組建反歧視行動社團、提交法律訴訟

途徑外，還聯合了日裔、印度裔、猶太裔、意大利

裔等其他族裔代表，發起抗議遊行。這一時期的

反歧視抗爭運動，反映出華人群體對族裔身份的

延展性認知：作為加國少數族裔的集合體，其抵抗

種族主義的「共同文化」根本上是在「長期處於圍

困狀態時的自然心態」之下，建立的「防禦態度」

與「團結感」[7]。

加國華僑的族裔身份作為一種民族自立團結

的授權機制，其文化構建主要體現在本書文教卷

中：展示華僑在1858-1966年移民管制期以及1967-
2001年開放移民政策期的背景下，在媒體、文學、
藝術、中文教育、宗教、醫療衛生等方面的動態發

展，一方面向新移民群體提供移民生活的重要信

息和服務，另一方面作為文化唯物主義式的「文獻

式文化」，是華人群體在加拿大落葉生根、自立團

結的動態記錄，同時是加拿大多元文化歷史溯源

的見證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對「文獻式文

化」的回溯中，秉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展示加國華人

文化構建的優勢和問題，沒有揚長避短，而是為存

在的問題剖析原因和解決出路；這也體現了作者

作為加拿大華裔群體的學術先鋒，以「文獻綜述」

的方式梳理族裔身份在文化構建上的貢獻和短

板。

以1967-2001年開放性移民政策階段的華文媒
體發展為例，作者分析華文報刊、電台發展的多層

次、專業化趨勢：華文媒體一方面服務不同背景的

華人讀者聽眾，另一方面將亞洲母居地的信息傳

到加國。同時作者指出，作為少數族裔媒體，市場

的外部限制和媒體質量的內部制約影響了華文媒

體的發展前景。作者建議，由於全球化背景下的

新時期移民潮帶來華人社區結構變化、信息交流

範圍擴大、多元文化解讀差異，華文媒體的發展一

方面要站在多元文化的角度上增加對信息的傳遞

力和解讀力，以更好的服務華人群體，另一方面應

衝破雙語媒體人才欠缺的障礙，擴大其對加國社

會的輿論影響力[8]。

此外，從作者對早期華人社區的發展史到

1967年開放性移民政策後新移民社區擴大的特徵
分析來看，加拿大中文教育始終伴隨華僑族裔身

份構建的演進。1967年之前的中文教育在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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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發展，主要源於加國限制華人入境造成的民

族危機感，以及抗戰興起帶給華人的民族認同感。

1967年以後的中文教育，從以前「封閉性」的語言
傳承教育轉變為開放性的多元外語教育。作者同

時指出當時中文教育的短板：由於多元文化背景

下中文教育的百花齊放，中文學校的主辦方來源

地、文字的簡繁體、教材等差別使中文教育主題上

有分歧，導致加國中文教育的分散性，影響其在加

拿大公共教育領域的發展[9]。

（三）史料創新：顯著性、連貫性、客觀性

作者在史料創新上主要體現為：顯著性、連

貫性、客觀性。首先，本書史料覆蓋多點民族誌研

究方法中重點史料的類別，其中包括歷史事件、人

物傳記、象徵性符號、衝突等 [10]。以歷史事件為

例，為明確劃分加國移民政策的歷史階段，作者分

別選取了1885年加國對華人的「人頭稅」政策、
1923年的「排華法」、1947年「排華法」的撤銷、
1967年取消種族歧視移民政策的出台作為階段性
起始節點，對加國在移民政策方面的態度轉變有

精準的抓取。在人物傳記的選取方面，作者在華人

參政議政的維度上，選取1957年首位當選加拿大
國會的華人議員——鄭天華的當選和落選，來窺
探加拿大華人在參政方面的實踐和突破。華人在

獲得投票權後對扭轉加國排華反華意識形態有積

極作用。在象徵性符號的選取上，作者不單選擇華

人移民群體代表性符號——唐人街的變遷，並且
開拓性地選取醫療保健方面的中醫和針灸作為文

化切入點，通過華人在聯邦層面立法上為中醫治

療合法化的游說和抗爭，彰顯華人對自己身份認

同以及對加國多元文化構建的貢獻。在社會衝突

的史料選取上，作者著力於華僑華人反歧視鬥爭

和維護祖籍國主權運動兩個層面：其中反歧視鬥

爭從食品文化、公共教育、媒體作用等多維度抓取

加國主流社會種族主義的社會現象，力圖全景展

現加國對華人種族歧視的歷史截面以及華人團結

抗爭的進程。在維護祖籍國主權層面，作者選取加

國僑社對日本篡改教科書案開展全國範圍抗議，

以及參與1970年全球華人保護釣魚島的運動；體
現加國華僑對祖籍國國際事務的關注和援助。

從連貫性角度來看，作者善於將文獻、實物

和口述史料置於華僑移民史各演進階段中，通過

使用同一案例服務於不同的章節內容，增強整本

書的史料和史證連貫度，降低史學書籍因史料多

元化和歷史時期跨度大造成的讀者對史料的生疏

感。例如，作者在論述加國政府1967年頒布新移民
政策吸引高學歷人才的策略時，使用中國香港來

加留學生葉吳美琪獲批永久居住權的實例，將其

事業成長軌跡與華僑群體的反歧視鬥爭有機結合

起來[11]；作為中僑互助會的代表，葉吳美琪對華人

僑團、種族歧視抗爭的貢獻通過史料貫穿於華僑

團結抗爭的主線中。

此外，本書不同於以往華僑華人史單一使用的

「華人見證」，同時使用加國白人歷史記憶的史料

和國會檔案，試圖通過兩種對立的史料還原真實

歷史，以保證史料的客觀性。例如，作者在論證

1884年太平洋鐵路完工之際聯邦政府推行排華決
策時，使用了皇家中國移民事務委員會法庭調查

的陳詞[12]，以此論證在當時西部地區反華浪潮背

景下，加拿大白人群體產生對華工歧視與偏見的

社會、經濟、文化層面的原因。

結語

「人類的危機總是理解危機：只有真正的理

解事情，我們才能做到」[13]。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

之大變局，《加拿大華僑移民史1858-2001》作為全
球移民發展史和全球化進程的重要截面，對華僑

移民史中的文化衝突進行了歷史的清晰化解讀；

從跨文化傳播視角來看，體現多元文化背景下移

民族裔文化的「傳遞力」、「解讀力」、「改變力」
[14]。

本套著作並非沒有不足。對於文教卷的內容

安排，作者雖然按照社科卷的移民政策歷史階段

劃分進行梳理，但並未對社科卷和文教卷中相似

的社會文化維度進行對比分析。此外，自2001年
起，世界正在經歷全球化不確定性時期，加拿大

華僑新移民的群體結構和族裔身份演變有何新特

徵，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

本文得到北京外國語大學加拿大研究中心主

任、中國加拿大研究會副會長劉琛教授的悉心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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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Ethnic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Canadian

-A Review of History of Chinese Migration 
to Canada (1858-2001)

Wang Feiyu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Yanshan University)

Abstract: Under the evolution of Canadian immi-
gration policies during 1858-2001 time period, History 
of Chinese Migration to Canada (1858-2001) portrayed 
cultural conflicts and struggles, cultural shap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anadian, which mad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as well as Global Mi-
gration. From a glob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dded value of the book to the History of 
Canada and the History of World Immigration,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ethnic identity as the “third culture” of 
the Chinese Canadian, and comments on the innovative 
use of historical data. In conclusion, the book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of solutions to cross-cultural con-
flicts in the globalized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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