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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中国新移民: 规模及特征的社会学分析
宋全成
摘要: 中国新移民是指 1978年以 后移居海外、居留一年以上 的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 港和澳门的、拥有中国国
籍或加入了所在国国籍的中国人。在欧洲的华侨华人规模, 包括留学移 民和非法 移民, 在 260 万 - 320 万之 间。
在欧洲的中国新移民的新特征是: 中国新移民的移民类型多元化, 其中投资移民成为新移民的突 出特征; 中国新
移民的社团发展迅速; 中国新移民的精英人群增加, 社会融合程度提高; 中国新移民的大众传媒意 识和参政意识
强烈, 华人政治地位显著提升。从规模上看, 欧洲已成为 中国新移 民增长 最快的地 区; 从区 域上看, 中 国新移民
已遍及整个欧洲国家; 从社会地位上看, 欧洲的中国新移民文化素质偏低、社会地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 中国新移民; 欧洲; 规模; 新特征; 社会融合

进入 21世纪以来, 整个世界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 伴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
益提高,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跨出国门, 实现了跨越国境线的人口迁移。作为重要的外来移民群体的海外
华侨华人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在欧洲, 2000年, 约有 148万华侨华人分布在欧洲各国, 特别是在西欧
国家 , 而如今, 欧洲的华侨华人已发展到 260万 - 320万人, 而且遍及整个欧洲。毫无疑问, 欧洲已成为中
国新移民发展最快的地区。就居住的国别而言, 尽管由于移民传统、移民政策和移民网络等因素的影响,
在欧洲的华侨华人主要居住在英国和法国, 但在德国的华侨华人的数量也在 20万人以上, 而且在稳步增
长 。较之于从事低收入行业、
生活在德国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处于社会的最下层、 不可同化 、 不受
欢迎 的中国 老移民 , 拥有高学历、从事较高收入的体面行业、
生活在德国主流社会中的中国新移民的增
长, 正在改变着德国主流社会对中国移民的传统的消极看法: 中国新移民再也不是 一个百合花般洁白的
国家中的黄色斑点 , 而是德国主流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与在德国的其他欧盟国家的移民相比, 这
一组成部分只占较小的比例。本文拟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以欧洲的中国新移民为研究对象, 界定中国新
移民的概念内涵, 考察欧洲的中国新移民规模, 分析欧洲的中国新移民的新特征。

一、中国新移民的概念界定
作为区别于 中国老移民 的 中国新移民 的概念, 在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内涵界定。正因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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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学界对中国新移民概念的含义理解, 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如下三种观点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 第一
种观点,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
著名学者王赓武教授认为: 新的中国移民的出现和新移民这一
新称谓的出现, 最早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部门首先提出来的, 其对象是近年来从中国移居到国外的
公民 , 即无论是否取得所在国国籍, 只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移居国外的中国人都可以归入 新移民 的范
畴 。第二种观点,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庄国土教授认为: 中国新移民指 1970年代以后从中国大陆、
台湾、港澳移居到外国的中国人。移民的定义则参照联合国移民组织的定义。何谓定居? 不同国家有不
同规定, 大体是 3- 12个月即算定居。我的定居时限为 1年。为何以 1970年代为时限? 理由一是台湾、
香
港先于大陆, 从 1970年代开始由留学生启动的移民潮; 二是中国大陆在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后, 基本上不
再对移民外国设限, 开启对外移民大潮。三是欧美澳国家先后在 1970年代大规模接受移民。 第三种观
点, 华中师范大学的李其荣教授认为, 就美国和加拿大的新移民而言, 中国新移民是指: 从 20世纪 70年
代开始移居美国加拿大的中国人, 他们来自大陆、
台湾、香港、
澳门和东南亚国家, 且在美国、
加拿大取得永
久居住权或加入当地国籍。 显然, 学术界对于中国新移民中的 新 和 移民 有着不同的理解。
关于中国新移民的内涵, 上述三种观点, 具有不同的重要学术价值, 但也存在各自的局限性。第一种
观点, 并没有界定中国新移民移居海外的时间期限。而在移民学术界和移民实践领域, 移居的时间长短对
于确定是否是移民以及移民的类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第二种观点, 对 20世纪 70年代的时间设定过于
笼统。而且对中国新移民的内涵界定, 是从移民接纳国家的视角出发的, 显然是偏颇的。实际上, 如果界
定中国新移民, 不应单纯考虑移民接纳国家的移民状况和时期, 而也应考虑中国社会的外迁移民的新特征
的时间界定。第三种观点, 将东南亚国家的移民, 也纳入到中国新移民的范畴, 是有待商榷的。特别是那
些已经加入了东南亚国家国籍的华裔、华人, 由于我国并不承认双重国籍, 因此, 将那些不属于我国公民、
且已经加入了东南亚国家的国籍、
又在东南亚国家以外的海外永久定居或又加入了其他国家国籍的华裔,
纳入到中国新移民的范畴, 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我们认为, 界定中国新移民概念的内涵, 应从如下四个视角: 一是界定中国新移民的 新开端 , 应是指
1978年以后从中国大陆、台湾、
港澳移居到外国的中国人。之所以选择 1978 年, 就是因为 1978年是中国
改革开放、
实行派遣留学生和开放出国政策的一年, 从此以后, 中国海外移民的类别发生了重大变化。二
是设定居留期限。一般说来, 应是在国外居留一年及一年以上。三是界定中国新移民的 中国 内涵, 广义
的中国新移民应是指来自大陆、
台湾、
香港和澳门的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 其中来自大陆的新移民是中国
新移民的主体; 狭义的中国新移民主要是指来自大陆的新移民。四是关于是否具有中国国籍的界定。中
国新移民的概念不仅包括那些在海外长期居留和生活的、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 还应包括已加入居住国
国籍的中国人。据此, 我们界定的中国新移民的概念如下: 中国新移民是指 1978年以后移居海外、
居留一
年以上的来自中国大陆、
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拥有中国国籍或加入了所在国国籍的中国人。

二、欧洲的中国新移民的规模
要分析在欧洲国家的中国新移民的特征, 就需要首先对在欧洲的中国新移民的规模有一个基本的把
握。但关于在欧洲的中国新移民的规模, 由于如下几个原因, 难以有准确的统计:
一是欧洲国家尚无欧洲范围内的外国移民数量与规模的国别统计。尽管欧洲的多数国家已加入了欧
洲联盟, 但每一个国家内存在的外国移民及其国别分布, 依然属于欧洲国家的国家主权范畴。
二是对移民的类别划分不一致, 导致外国移民的国别统计数量相差较大。在欧洲、特别是在欧洲联盟
成员国内部, 欧盟国家的外来移民大体可分为如下 5类: 劳工移民、
家庭团聚者、种族移民流、难民、
寻求避
难者 , 但由于不同的欧洲国家对待国别的统计的重视程度不同, 因此, 关于欧洲范围内的外国移民的规模
和数量统计, 也就困难重重。
沈燕清: 新加坡中国大陆新移民现状浅析 , 世界民族 2007 年第 4期。
庄国土教授谈中国新移民在东南亚 ( 2009) , 新加坡 联合早报 2009年 12月 7日, h ttp: / /hqhr. jnu. edu. cn / art icle. asp? new sid= 13781。
李其荣: 新华侨华人的职业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华金

美国与加拿大的比较 , 东南亚研究 2008年第 2 期。

阿朗哥: 移民研究的评析 , 国外社会科学杂志 2001 年第 8期。

145

三是像法国、
意大利等入籍政策相对宽松的欧洲国家, 统计的外国人由于其入籍成为欧洲国家的公
民, 从而很快从以国家作为分类依据的外国移民的数量中消失, 这就使得外国移民的数量变动不居。
四是难民和非法移民、
特别是非法移民的数量, 无法以国别为类型进行准确的统计, 而只能是基于难
民申请者的数量的大约估计。众所周知, 非法移民由于其移民途径、
居留方式等的非法性, 因此, 没有一个
部门能够统计非法移民的规模。而以国别为分类依据进行非法移民的国别统计, 更是难上加难。
由于上述因素, 在欧洲的中国新移民的数量和规模, 欧洲国家和中国的学术界也历来是众说纷纭、莫
衷一是。俄罗斯的一份人口普查报告显示: 在俄罗斯的中国人的人数从 1989年的数千人增至 2002年的
326万人。 显然, 这是被夸大了在俄罗斯的中国移民的数据。正如我国研究欧洲华侨华人的著名专家、
厦门大学的李明欢教授所言: 俄罗斯的中国新移民人数众多是不争的事实, 但绝没有达到几百万人。 欧
洲 华人时刊 2005年 11期的 新一代欧洲华人生存报告 中认为,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移居欧洲的华人
累计 260万人, 其中 90年代新增的中国新移民 80万人, 这还不包括非法移民和留学生 。而关于欧洲的中
国新移民的数量和规模的最新数据, 当属 2008年 9月, 由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在柏林召开的 第十五
届代表大会 上公布的欧洲华人社会的生存状况的调研报告所提供的详细数据: 目前在欧洲的华侨华人
总人数约为 250万人, 侨团组织有 800多个, 中餐馆有 4. 3万多家, 华文报刊杂志社有 101家, 华文学校有
340所, 就读的华人子弟有 5 5万人。 综述上述信息, 我们认为, 在欧洲的华侨华人, 包括留学移民和非法
移民, 当在 260万 - 320万之间。

三、欧洲的中国新移民的新特征
笔者曾两次获得中国与欧盟高等教育合作项目、4次德国 DAAD 项目资助, 在奥地利、英国、德国的相
关城市, 多次参与当地华侨华人的社团与聚会活动, 并通过结构式访谈的方式, 有意识地了解和收集当地
华侨华人的人口、
经济、
社会等方面的综合信息。在整理和分析相关研究材料和实证信息的基础上, 我们
认为, 由于对中国的国际移民产生影响的综合因素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因此, 与 20世纪 70年代以前的中
国老移民相比, 中国新移民具有以下突出的新特征:
第一, 中国新移民的移民类型多元化, 其中投资移民成为新移民的突出特征。
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看, 20世纪 70年代末以前的中国老移民, 多是非精英移民。在 19世纪 40年
代中叶以前, 华人移民欧洲主要有两种类型 : 一是欧洲国家引进的中国契约劳工, 从事远洋货运的水手和
苦力工作。沙皇俄国也曾引进中国契约劳工, 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为补充战争所造
成的劳动力的匮乏, 欧洲国家特别是英法等国家, 从山东、上海、
浙江等地招募华人 20万人, 直接或受雇参
战。二是在欧洲国家从事小商贩经营的、来自浙江、
福建等地的华人 。二战结束后的冷战, 终止了中国大
陆移民欧洲的步伐。替而代之的是 50- 60年代来自香港的中国人移民欧洲和 70年代来自亚洲的印度支
那地区的华裔华人作为难民大约有 12万 - 15万人进入欧洲、
特别是法国、荷兰等国家 。由此可见, 20世
纪 70年代以前在欧洲的中国老移民, 多是作为受雇的简单劳动力或者作为难民而被西欧国家接纳的, 他们
生活在欧洲社会的最下层。
而 20世纪 80年代以后, 中国人移民欧洲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国家公派或自费出国留学者学成后, 在
欧洲国家工作和居留, 并逐渐进入欧洲国家的高等学校任教或进入大型公司从事管理或技术工作。在今
天的欧洲国家、
特别是西欧国家的大学和国际化大型跨国公司中, 不乏中国侨民的身影。二是难民或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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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西欧国家宽松的难民政策和身份合法化 ( 大赦 ) 政策, 在客观上鼓励了中国大陆移民非法进入西欧
的尝试。从欧洲国家的大赦情况来看,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欧盟有四个国家已经为非法移民办理了身
份合法化的手续: 意大利 1990、1996和 1997年共 3次大赦非法移民, 使 71 6万来自马格里布、
巴尔干和亚
洲地区的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 西班牙 1991、1996和 2000年为共计 26万马格里布、拉丁美洲及其他地
区的移民办理了身份合法化手续; 葡萄牙 1993年和 1996年大赦了 6 1万非洲和拉丁美洲非法移民; 法国
1997和 1998年使 7 8万名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 , 这在客观上极大地鼓励了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法移民进
入欧洲的尝试。目前, 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中国非法移民就达到 26万人 。三是投资移民, 以从事商
业性生产与经营活动、
特别是中国制造的商业品批发 /零售、大型超市、中高档中餐馆为主体特征。 位于
巴黎北郊的欧贝维利耶市 ( Auberv illie rs) 聚集了超过 600家批发商家, 是法国最大的批发商集中地, 其中绝
大多数由华人经营。位于该地的 巴黎中国商城 是目前法国最大、设施和管理最完备的华商批发中心。
西班牙马德里拉瓦别斯区的华侨、
华人贸易批发区有批发店 300多家、
小商品店 3000多家。意大利罗马胜
利广场周边地区大约有 150家中国公司。 在匈牙利, 有 2万多中国商人长居匈牙利, 其中不乏国内大型
公司, 如联想集团、
比亚迪汽车公司、
海信集团等。其中海信集团的一次性投资就达到 2 5亿元 。另外,
华人超市的兴起是近年来欧洲华人社会经济发展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在英、法、荷兰、意大利等
国, 大型华人超市越来越多, 规模也越来越大, 从过去的占地数百平米、
一两个收银员的 东方杂货店 , 扩
展到现在占地数万平米、
十来个收银台一字排开的现代超市, 带动了华人商圈的发展及影响力的增强。新
一代受过工商管理教育的超市经营者, 引进大型连锁店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现代企业化的经营方式,
向
集团式、
连锁式、多功能、
多元化的方向迈进。 毫无疑问, 投资移民已成为中国新移民在欧洲的重要移民
类型。
第二, 中国新移民的社团发展迅速, 在一定的意义上, 发挥了团结华人、沟通情感、维护华人合法权益
的重要作用。
20世纪 70年代末期以前的中国老移民, 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华人社团的组建与发展十分有限。
一是中国的老移民由于多是通过难民身份、
契约劳工或家庭团聚的移民类型, 取得在欧洲国家合法居留和
就业的资格, 因此, 其特有的移民类型、
自身的文化素质相对低下, 决定了他们多生活和工作在欧洲国家的
社会下层, 远离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 而成为欧洲国家的 边缘化社会群体 。二是中国的老移民组建和参
与华人社团、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薄弱。中国老移民的特有移民类型, 也决定了其并不了解欧洲国家
的法律和法规中关于外国移民的合法权益及其保护的相关条款。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中庸之道 ,
他们极少具有通过组建和参与华人社团, 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社会意识。因此, 即使合法权益受到不法
侵害, 他们也往往选择沉默, 他们因此被称为 沉默的人群 。
但 20世纪 80年代末、
特别是 90年代以后, 伴随着中国新移民成为欧洲的华侨华人的主体力量, 参与
华人社团的人群急剧膨胀, 华人社团规模和数量的发展也日新月异, 到 20世纪末, 欧洲的华人社团已达到
500多个 , 从类型学的意义上看, 由于运用的标准不同, 因此, 对华人社团的分类, 也就不同。李明欢教授
认为, 依照社团的组织规模, 可以分为地区性、
全国性、全洲性或世界性社团; 依照社团的主要功能, 可以
有政治、
经济、
文教、
联谊、服务等划分标准; 依照社团的认同倾向, 可以划分为主要认同于当地国或主要认
同于祖籍国。 综合上述标准, 我们认为, 欧洲的华人社团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四种类型, 一是祖国来源地为
主要形式的地缘性社团, 如法国的川渝同乡会、
旅法福建同乡会等等; 二是以国家为单元、
以行业为内容的
行业性社团, 较有代表性的有: 法国法华工商联合会、
全德华商联合会、西班牙华商联合会、葡萄牙华人工
商联合会、
意大利米兰华侨华人商贸联合会、
奥地利中华工商联合会、英国中华饮食业总商会、西班牙巴塞
罗那中国餐馆业协会等。 三是以欧洲国家为单元的区域性社团, 如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葡萄牙华侨华
欧盟移民最新报告超千万, 德国移民人最多 , http: / /www. sou thcn. com /22 / 02 / 2002。
傅义强: 欧洲国家的大陆新移民述论 , 南方人口 2008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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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协会、
奥地利华人总会、全荷华人社团联合总会、
匈牙利华人联合会、
全德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
德国西
南区华侨华人联合会等等 。四是超越国家范围的欧洲华人社团, 如欧洲华侨华人社会联合会 ( 简称欧华
联会 )是欧洲华人社会中最有影响、
具有活力的组织, 现已发展到包括 20多个国家的 200多个华人社团组
织 ( 不包括英国华人社团联合会、
苏格兰华人社团联合会、
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下属的上百个侨团 ) , 年会
代表达 500多人 。欧洲国家的华人社团的迅速发展, 是欧洲华人社会与政治需求的产物, 华人社团的广
泛存在, 发挥了维及祖国情感、传播中国文化、沟通华人网络、
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的社会功能。
第三, 中国新移民的精英人群增加, 社会融合程度提高。
20世纪 70年代以前在欧洲大陆国家的中国老移民, 主要是来自于浙江省的移民, 他们多是通过契约
劳工、家庭团聚、非法移民或难民的身份, 居留欧洲国家的, 因此, 中国老移民从身份来看, 多是来自于浙江
农村的农民或工人; 从文化水平来看, 多是中学文化及以下; 从职业结构来看, 多是从事中餐馆的雇工。在
这种背景下, 由于经济势力低下、
语言能力弱、文化水平低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中国老移民多是生活在华人
的社会关系网络或华人圈之中, 而无法融入到欧洲国家的社会生活, 更谈不上融入到欧洲国家的主流生活中。
20世纪 80年代、特别是 90年代以后, 由于在欧洲的中国新移民的组成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其社
会融合的程度也就相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社会融合度明显提升。欧洲的中国新移民, 大体上可分为如下
三种成分: 一是 80年代至今的数十万留学人员, 有一部分学成后, 获得居留和就业许可, 进入欧洲国家的高
等院校任教或从事科研工作, 或者进入欧洲国家的大公司技术和管理层, 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 2002年、
2004年、2007年、2009年, 笔者有幸四次获得德国 DAAD 国际移民合作研究项目, 在德国的明斯特和奥斯
纳布鲁克从事国际移民项目的合作研究, 期间认识了数位在明斯特大学任教的中国籍教授和在德国的大
型钢铁厂从事技术管理工作的中国高级工程师, 通过结构式访谈得知, 他们在欧洲国家获得博士学位, 有
着 20多年的职场经历, 他们没有语言和社会交往障碍, 有着广阔的国际视野, 完全融入了德国的主流社会。
二是 90年代中期以后,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 中国一些大型公司在欧洲国家的新建公司和一些从事国
际贸易、
商业批发的中国人开设的商店、
商行等, 吸引了数量可观的中国新移民。与以往从事中餐馆生意
的中国老移民不同的是, 这些中国新移民, 在国内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 有着较强的语言沟通能力和
社会交往能力, 尽管其社交网络依然主要是华人移民网络, 但在其工作领域, 也拥有了一定数量的欧洲客
户关系网络。这对于提升其社会融合度, 无疑是十分有利的。三是通过契约劳工、家庭团聚、难民或非法
移民等形式而在欧洲国家居留和工作的中国新移民。由于这类中国新移民的文化素质较低、语言沟通和
社会交往的能力较弱, 因此, 他们多生活在中餐馆、中国人开设的商店、制衣工厂中。正如傅义强博士所
言: 在欧盟国家, 主要是西欧国家的华人聚居区生长起来的华人经济一直以来处于主流经济的边缘, 其基
础一部分是华人移民内部以家庭为单位 ( 有时是朋友间的合伙 ) 的自我雇佣, 一部分是低工资水平下的本
族群之间的雇佣。 显然, 在这类新移民中, 没有很好的社会融合政策和融合措施, 他们只能与中国老移民
一样, 生活在欧洲国家的边缘社会中, 而无法融入到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由于第三类中国新移民的数量
和规模依然是中国新移民的主体, 因此, 中国新移民较之其他外国移民族群, 社会融合度依然是很低的。
但由于前两类的中国新移民的数量正在增加, 有学者认为: 中国改革开放后, 大量的留学人员奔赴海外, 知
识型海外华人的比例上升。据估计, 目前在海外的中国大陆专业人才超过了 30万人。 其中一部分, 就长期
居留和生活在欧洲国家。因此, 与中国老移民相比, 中国新移民整体的社会融合度在欧洲国家正在明显提升。
第四, 中国新移民的大众传媒意识和参政意识强烈, 华人政治地位显著提升。
由于欧洲国家的中国老移民多是通过契约劳工、家庭团聚、难民申请或非法移民的方式居留欧洲的,
其文化水平极端低下, 工作在欧洲国家的国民所不愿意从事的工资低、
环境差、工作强度大的工作岗位上,
因此, 他们生活在欧洲国家的最底层。经济实力弱、文化程度低, 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出门在外, 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 观念的熏陶和影响, 他们缺乏创建社会传媒的意识, 即使其合法权益受到了不法伤害, 也
不知道通过大众传播媒体的力量, 伸张自己的权利,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更谈不上竞选地方政府的议员、
参与欧洲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 20世纪 70年代以前的中国老移民, 极少通过组织和动员社会大众媒体
赵红英: 中国大陆新移民特征: 北美与欧洲的比较 , 八桂侨刊 2001 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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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 维护和伸张被西欧国家一些人群或团体侵害的合法权利。在欧洲人、特别是西欧人看来, 中国移
民就是一群缺乏传媒意识和政治头脑的 沉默族群 。
20世纪 80年代、特别是 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新移民, 由于深受现代高等教育文化、
特别是西方文化的
深刻熏陶、
语言障碍的消失、
社会融合程度的增强以及经济地位、
收入水平的提高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中国
新移民十分重视大众传播媒体的建设和欧洲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 并且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20世纪
80年代后, 在欧洲国家, 由大陆新移民创办的华文报刊 主要有 欧洲时报 、 欧洲日报 ( 法 ) , 华侨通
讯 (荷兰 ), 联合商报 、 欧洲之声 (匈牙利 ), 旅罗华人 ( 罗马尼亚 ), 比中侨声 ( 比利时 ) , 华新
报 、 西华之声 ( 西班牙 ), 奥华 (奥地利 ) , 南欧华人报 ( 意大利 ) , 中俄信息报 、 莫斯科晚报 ( 俄
罗斯 )等 30多家报刊 。 1997年 8月, 欧洲华文传媒会成立, 该会由 12个国家、35个传媒组成, 每年召开
一次会议 。毫无疑问, 这些华人报刊及其传媒会, 对于编织欧洲国家的华人华裔的移民网络、沟通华人
的祖国情感、
维护和伸张华人的合法权益,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也为下一步参与欧洲国家的政治生活,
打下了良好的社会传媒基础。在此基础上, 中国新移民的参政意识也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并取得了显著成
效。 越来越多的华人从切身经历中认识到, 以参政议政的形式反映诉求是争取自身权益的最有效途径。
欧洲华人参政最早在英国开始, 且成效较突出。参与地方议员竞选是英国华人在基层参政的主要方式,
自 1986年华人吴美莲竞选伦敦路易斯汉姆区议员成功后, 20多年来, 英国各地先后有约 20位华人担任过
地方议员, 年纪最小的还不到 30岁, 最大的约 60岁。 从 2005年下半年开始, 以华人社区利益为主的议
会游说逐渐成为英国华人 集体发声 的开始, 在新一轮 移民、
庇护和国籍法 草案征询意见的过程中, 华
人代表纷纷投书到相关立法机构, 游说议员, 并与印度移民、
土耳其移民等少数族裔群体联手向英国议会
递交请愿书, 促使政府接纳了华人提出的多项建议。 在法国, 华人参政进展明显。在 2008年初进行的法
国市镇选举中, 巴黎 20个选区的竞选活动中首次涌现出多达 7名华人竞选者, 在巴黎以外其他省市还有
6名华人被列入当地市镇选举候选人的名单。 此次选举有两大特点, 一是直接参选的华人人数比以往多,
且来源广泛; 二是不同政党推出的主选人都更重视华人代表, 并将他们纳入其竞选班子。 在意大利、
西班
牙等国, 中国新移民在参政方面也有出色的表现。 1997年底, 由政府提名, 意大利华人季志海成为弗利市
议员的候选人并成功当选, 成为该市的常务外籍议员。 2006年, 来自温州年仅 21岁的刘成, 当选为意大利
安科纳市议员, 并因此在当地创造了 两项纪录 : 意大利最年轻的华人议员、
安科纳市历史上首位华人议
员。 2007年, 西班牙华人谷维纯当选托雷莫里诺斯市议员。 华人政治人物在欧洲国家政治舞台上的崛
起, 充分表明了中国新移民参政意识的强烈和华人政治地位的提高。

四、结 论
通过以上论述,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从规模上看, 欧洲已成为中国新移民增长最快的地区。尽管移民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 在中国
已有长久的历史, 但由于移民历史传统、
移民网络链、
欧洲国家的外国人生存环境、
移民政策等因素的综合
影响, 一直到 20世纪 80年代, 欧洲的中国移民在规模上只有不足百万, 与其他外来族群、
尤其是是穆斯林
移民族群相比, 依然是很小的外来族群之一。但 20世纪 80年代末、
特别是 90年代以后, 直到今天, 大量的
中国新移民前赴后继地移入欧洲, 形成了自中国人移民欧洲以来人数最多、
持续时间最长、分布最为广泛
的一次移民潮 , 到今天, 欧洲的华侨华人已达到 260万 - 320万。与中国移民在北美、大洋洲和南美洲的
规模相比, 毫无疑问, 欧洲、
特别是西欧已成为中国新移民增长最快的地区。
第二, 从区域上看, 中国新移民已遍及整个欧洲国家。 20世纪 80年代以前, 中国移民在欧洲主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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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国家, 特别是在法国、
英国、
奥地利、
德国等西欧国家。这与英国、
法国的契约华工历史传统以及 20
世纪 70年代以后的家庭团聚政策的实施以及冷战思维下的难民政策, 有着紧密的联系。但 20世纪 80年
代、
特别是 90年代以后, 中国的新移民首先是通过华人移民网络, 进入西欧国家, 从中国的省份来源地上
看, 主要来自浙江、
福建和广东。进入 21世纪以后, 一方面, 移民东欧国家、
南欧国家或者到东欧国家、
南欧
国家投资、
经商, 成为中国新移民的重要选择。另一方面, 移民来源地也突破了浙江、福建和广东的范围,
山东、辽宁等省份的移民也跨入了移民欧洲的行列。于是, 中国新移民的足迹, 已遍及俄罗斯、罗马尼亚、
匈牙利、
意大利、西班牙等东欧和南欧国家, 在整个欧洲国家, 到处都能看到中国新移民忙碌、
勤奋的身影。
第三, 从社会地位上看, 欧洲的中国新移民文化素质偏低、社会地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尽管欧洲的
中国新移民的增加, 在一定的意义上, 正在改变着中国移民在欧洲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地位偏低的状况, 但
总的来说, 直到今天, 欧洲的中国移民文化素质和社会地位偏低的状况, 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如果
与北美的中国新移民进行比较, 能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在北美, 中国新移民的类型多以 知识分子 为主
体, 通过留学生、
技术移民等方式移居北美的占大陆新移民的绝大多数。 在美国, 2000年 11月, 美国国际
教育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 中国大陆留学生 5 4万人, 位居各国留学生 ( 总数是 51 5万人 ) 之首 。这些留
学生中, 回国者不足 1 /3, 中国留学生的 2 /3, 留在美国长期居留或加入美国国籍, 成为美国华裔华人中的主
体 。在加拿大, 通过留学、
在学成后以技术移民的方式移居加拿大, 或者直接在国内以技术移民的身份移
民的占了中国大陆移民的 90% , 以家庭团聚方式、
投资方式或非法移民方式的移民仅占 10% 。当中国新
移民主要以 知识移民 、 技术移民 的方式进军北美的时候, 移民欧洲的中国新移民则主要是浙江、
福建
和广东的农民, 以来自农村和中小城镇的青壮年为主, 通过家庭团聚、继承遗产、餐馆雇工、经商或非法移
民的方式, 进入欧洲国家。在欧洲的中国新移民中的 85% , 属于 非精英移民 。在这种背景下, 欧洲的
中国新移民文化素质偏低、
社会地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也就成为无容置疑的事实了。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S iz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 hin ese N ew Imm igran ts in Europe
SONG Quan cheng
( T he Departm ent o f Socio logy, Schoo l o f Philosophy and Socia l Deve lo pm 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 an 250100, P. R. Ch in a;
T he Institute of M igration Stud ies of Shandong U niversity, Jinan 250100, P. R. China)
Abstract: Chinese N ew Im m ig rants refer to any Chinese, e ither o f Ch in ese c itizensh ip or the cit izensh ip o f the
host country, who em igrated overseas from m a in land Ch in a, T a iw an, H ong Kong and M acau after 1978 and has
stayed abroad for m ore than one year. Overseas Ch in ese in Europe, inc lud in g im m ig rant students and illegal im
m igrants, totals betw een 2 6 and 3 2 m illion people. T he Ch in ese New Imm ig ran ts in Europe have the fo llow ings
character is tics. F irs,t th ere are various categories of imm ig ran ts and investm ent imm ig ran ts feature d istinct ly a
m ong them. Second, the commun it ies o f Ch in ese N ew Imm igrant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Th ird, th e e lite repre
sent a g row ing percent of Chinese New Im m ig rants and the degree o f socia l in tegrat io n in to the host society has in
creased. Fourth, Ch in ese New Imm igrants have greater aw areness of pub licity and po litical participat io n and the
po litical status of overseas Chinese has im proved substantially. In term s of the num ber of Ch in ese N ew Imm i
grants, Europe has w itnessed their fastest grow th rate. In term s o f reg io na l distrib ution, new im m ig rants from Chi
na now can be found throughout Europe. In term s o f social status, Chinese New Imm ig ran ts in Europe features rel
atively poorer educat ion background and their social status rem a in s to be im proved.
K ey w ord s: Chinese New Im m ig rants; Europe; size; new characteristics; socia l integ 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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