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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来柬埔寨华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庄国土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1970 年以前，华人在柬埔寨一向能安居乐业，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基本

上享有与当代土著相当的政治权益。1970 年至 1986 年，红色高棉和越南傀儡政权实施暴力

排华政策，华人社会遭受灭顶之灾。1987 年以后，随着海外华资的进入和中柬关系的改善，

华人社会逐步复兴，并在经济上重建优势地位。随着华人人数的增加、华人社区的发展、经

济实力的增强，族群凝聚力将不断增强，华人的政治影响将会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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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是一个承载着历史上强盛繁荣的扶南、真腊、吴哥王朝的国度。称霸一方的

扶南古国，首先在公元初将东南亚带入古代文明社会；富贵真腊，就连远在数千里之外

的盛唐帝国也为之赞叹；辉煌的吴哥王朝，其光彩因吴哥通的重见天日而更加炫目。早

在 700 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已定居在这片湄公河和洞里萨湖孕育的平原沃土上。元代温

州人周达观率使团访问真腊（1296 年），归来后撰成《真腊风土记》。周氏这部随笔，成

为关于柬埔寨吴哥王朝历史的权威之作。对中国移民而言，柬埔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米

粮易求、妇女易得、屋室易办、器用易足、买卖易为”的世外桃源。［1］  

至 19 世纪末，柬埔寨已有华侨华人 13 万人，其中金边有 2 万人。60 年代末，华侨

华人有 42.5 万人。2001 年，华侨华人约有 50 万人。［2］笔者 2002 年在柬埔寨华人社

区调研，对柬埔寨华人遭受的劫难和当今的复兴留下深刻印象。本文探讨战后柬埔寨华

人政治地位的变化及发展趋势。 

 

一、70 年代以前柬埔寨华人的法律地位 
 

二战以后，法国殖民者重返柬埔寨。虽然柬埔寨仍然名义上保持君主体制，但法国

驻柬留守使是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1949 年，法国政府与柬埔寨王国政府签订独立条约，

但是外交和军事权利仍然由法国控制。1954 年日内瓦会议后，法国军队完全撤出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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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获得完全独立。 

根据柬埔寨华人社会研究专家、新西兰教授威尔莫特的研究，1963－1968 年柬埔寨

华侨华人总数为 42.5 万人，其中潮州人占 77%，达 32.4 万人。 

 

1890－1968 年柬埔寨华侨华人人口 

 
年  份 入境的华侨华人 出境的华侨华人 华侨华人总数 占柬埔寨人口的比例（%） 

1890 年   130 000  9.7 

1921—1925 年 14 500 9 100 230 000  7.9 

1931—1934 年 14 400 17 500 260 000  8.7 

1946—1949 年 35 000   5 000 420 000 10.8 

1950—1952 年  3 000 1 000 425 000 10.3 

1953—1962 年 无 无 425 000  7.4 

1963—1968 年 无 无 425 000  6.5 

 
资料来源：W. E. Willnott,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mbodia, University of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70 , p.7. 
 

1962－1963 年柬埔寨华侨华人的籍贯 

 
籍 贯 人 数 占柬埔寨华侨华人的比例（%） 在金边的人数 

潮州籍 324 000 77 100 000 

广府籍  43 000 10 16 000 

海南籍  33 000  8 10 000 

客家籍  14 000  3  4 000 

福建籍  10 000  2   4 500 

其 他   1 000  0   500 

 
资料来源：W. E. Willnott,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mbodia, University of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70 , p.7. 
 

法国殖民时期，对华侨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方式。根据 1906 年法国殖民当局关于

华侨分区居住的命令，柬埔寨华侨与其他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的华侨一样，必须按照潮州

帮、广府帮、福建帮、海南帮、客家帮分区居住，由殖民当局认可的各帮帮长担任各帮

区的行政首领，负责本区的户籍、税收、治安、普通民事纠纷的处理等事宜。1948 年，

法国殖民当局应中国政府要求，取消由帮长治理华侨社区的规定，改为由中华理事会馆

治理华侨社区，而会馆的正副理事长任免必须经过中国驻柬埔寨领事馆的同意。 

在 50—60 年代，中国与柬埔寨关系良好，柬埔寨国内政治、经济局面稳定，政府

对华侨的政策也相当平和。1954 年 9 月，西哈努克国王颁布有关外侨归化的柬埔寨王国

第 NS904 号法令，规定：凡在柬埔寨国内出生，或者妻子为柬埔寨人并在柬埔寨有固定

地址和居住 2年以上，或者入籍前本人在柬埔寨居住满 5 年并且行为良好与会运用当地

语言者，可以申请入籍。1954 年 11 月，柬埔寨政府颁布新国籍法，以血统主义为原则，

其中第二十二条规定：父母一方为柬埔寨人者，其子女不论在何地出生，均为柬籍；父

母一方在柬出生，其 1954 年 11 月以后在柬所生子女，也均为柬籍。［3］由于柬埔寨华

人大多居住在乡村和小城镇，与当地人通婚的比例高，所以第二、三代华人可以顺利地

入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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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柬埔寨政府颁布的新移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了禁止外侨从事的 18 种职

业，违令者将被遣送出境。其中，华侨擅长并长期经营的粮食交易行、理发业、盐业、

金银首饰加工业、贷款业、无线电业、机器业等，都在所禁之列。［4］一时间，不少华

侨因此失业。1957 年，柬埔寨王国颁布对外侨汇款额度的限令，规定外侨汇回祖籍国的

汇款，最高不得超过本人在柬埔寨月收入的 30%。1958 年，柬埔寨政府规定外侨的不动

产的所有权年限为 99 年，外侨不动产只能以成本价或免费转移给具有柬埔寨国籍的个人

或团体，并且下令取消华人会馆。但是这些规定，主要目的是引导华侨入籍，所以实施

比较平和，寓引导于管制之中，对华侨冲击不大，有钱的华侨因此大多设法入籍，一般

的华侨持中国护照也能谋生，所以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数量仍然很多。 

虽然柬埔寨政府敞开华侨入籍的大门，但是华侨对入籍的兴趣不大。柬埔寨政府努

力使国内经济民族化，先后颁布多种对外侨在经济领域的活动的限令，这也驱使了一部

分华侨因为经济活动方面的原因而加入柬埔寨国籍。一般而言，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

柬埔寨政府并不排斥华侨华人，入籍问题也非柬埔寨华人面临的迫切问题，华人加入柬

埔寨国籍的要求基本上能够实现，然而更多的华人则仍然保持侨民身份。在西哈努克时

期，据说柬埔寨 70%的商店是由华人经营的，80%的对外贸易业务由华侨掌握，金边 3 000

多家商店中的 2 000 家属于华人。 

西哈努克政府在利用华人的经济能力协助国家经济建设的同时，严禁华人进行政治

活动。1958 年，政府下令关闭中华理事会，限制华人从事与经济无关的社会活动。在中

国“文化大革命”期间，金边的华人青年和学生曾经组织政治示威游行，柬埔寨政府为

此向北京提出严重抗议，并且将煽动游行的主谋驱逐出境。［5］ 

在华文教育方面，尽管柬埔寨政府 1956 年通过了旨在限制外侨学校的《柬埔寨私

立学校开办条例》和 1957 年颁布的关于外侨私立学校规则的 NS201 号法令，但是实际上

对华侨学校的影响不大。根据这些条例和法令的规定，外侨私立学校中小学教学科目必

须与国立学校相同，否则必须经教育部批准；每周讲授 10 小时柬文；升学必须通过柬文

考试。但是，这些规定并没有从根本上威胁以华文教育为主的华文学校教育，柬埔寨华

人仍然乐于将子女送入华文学校。60 年代末，柬埔寨从小学到高中的各类华文学校达 212

所，学生 5万多人。［6］ 

至柬埔寨战争爆发前的 1977 年，华侨华人约 36 万人，其中保留中国国籍者 12 万

人，约占三分之一。［7］ 

 

二、1970－1991 年：劫难与重生 
 

1、1970－1987 年：劫后余生的柬埔寨华人 

1970 年，柬埔寨郎诺集团在美国的策动下发动了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的政变，华人被

当作西哈努克和越共的支持者而受迫害。当年，郎诺政府发布停办华文学校的命令，封

闭全柬华文学校，并禁止商店悬挂华文招牌。此后，柬埔寨战乱不断，百业凋敝，以工

商业为主的柬埔寨华人深受其害。在红色高棉控制的地区，华人被当成资产阶级清算。

战争期间，大量农村居民逃亡到城市，乡村华人商贩纷纷破产，大部分逃亡金边、马德

望等城市。1975 年，红色高棉军队占领金边以及其他城市，红色高棉主导的民主柬埔寨

政权控制全国。民主柬埔寨政权企图建立一个最革命和最平等的社会秩序，严禁佛教活

动，实行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城市工商业全部被政府没收，居民则被驱赶到乡下。1975

年，金边有近 200 万人，其中华人约 40 万人，全部被以“疏散”的名义迁往边远乡下，

甚至荒无人烟的边境地区。1976 年，民主柬埔寨政府进一步发布取缔私营商业和废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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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流通的命令，不允许拥有私有财产，仅保留国有大商店为社会提供商品。 

根据威尔莫特发表的调查，1963 年柬埔寨的 42.5 万华人中，商人有 35.9 万人，占

华人人口的 84%，占全柬埔寨 37.9 万商人的 95%；6.4 万华人充当工商业、农业、服务

业的雇员，占华人人口的 15.5%；担任公务员、专业人士的华人有 2 000 人，占华人人

口的 1%；在占柬埔寨人口 86%的农民和渔民中，没有华人。
①
因此，尽管民柬政府这种

剥夺私有产业的极端政策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实施的，但是主要受害者是华人。顷刻之间，

柬埔寨华人数百年的经济基础被连根铲除。被驱赶到乡下和边境地区的华人，比柬埔寨

土著更难适应农村环境，死亡率极高。华人通常举家迁移，而返回者十无一二。笔者 1997

年在金边对 1975 年一些华人大家庭的调查中，了解到当时许多十数口的大家庭从金边到

乡下，至 1979 年如果有 1～2个人活着回来，就是侥幸的，而很多家庭无一生还。
②
 

1978 年 12 月，越南出兵占领柬埔寨，民主柬埔寨政府垮台。越南扶植韩桑林傀儡

政权，并切随即推行排华政策，很多华人逃离柬埔寨，前往泰国和越南，再寻机前往第

三国。但是，有机会逃离柬埔寨的尚属少数。新政府允许原来的城市居民回城，因此更

多的华人回到城市。1985 年，柬埔寨政府颁布限制华人在柬埔寨活动的第 315 号通令，

规定在一年内对华人的身份进行甄别登记，但是因为实施困难和民众反对而没有广泛地

推行。从越南占领柬埔寨开始，柬埔寨拥有武装的各种政治派别奋起反抗，国内陷入武

装割据、战火纷飞的局面。在战乱时期，华人谋生艰难，开始重操小商小贩旧业。2002

年笔者访问金边的 6 家华人企业，业主都是经历 1975 年浩劫而幸存的华人，其中有 4

家早在 80 年代中期就开始私下做小生意谋生，再逐步将生意做大。 

 

2、1987 年－1991 年：柬埔寨华人社会恢复和发展时期 

1986 年，越南共产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重新调整了国内外政策，缓和与中国的

关系，在国内外的排华活动有所收敛。1987 年，唯越南马首是瞻的柬埔寨傀儡政府也开

始实行恢复城镇工商业、鼓励私营商贸活动的政策，允许华人做各种小生意。华人小商

贩因此得以公开经营，柬埔寨城乡商贸活动逐步恢复和发展。1989 年 1 月 7 日，韩桑林

政权颁布关于取消商业活动中政府占有股权和鼓励私人投资的法令。该法令取消了 80

年代初期政府实行的商业经营中政府占有 30～40％股权的规定；允许柬埔寨公民和华侨

华人以私人身份自由经商；允许原来在柬埔寨居住的华侨华人重返金边定居经商。当年，

政府为了吸引外资，还颁布了《外国在柬埔寨投资法》。为了尽快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吸引国内外资本投资柬埔寨，金边当局通过各种渠道争取逃离柬埔寨的华人回柬定居，

并且把管理不善的亏本国营企业以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售给华人经营。［8］ 

1989 年，由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和柬埔寨武装的持续反抗，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91

年，柬埔寨的对立各方在各大国和东盟的斡旋下，在巴黎签订和平协议，对立的各方立

即停火，共同组成一个由西哈努克亲王为主席的“全国最高委员会”。1993 年，柬埔寨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97 年以后，柬埔寨组成以洪森主导的第二届政府。虽然 1991－1997

年柬埔寨的政治冲突层出不穷，但是大规模的战争基本停止了，华人的商贸活动迅速发

展，华人社团、华文学校也陆续重建或创立。1990 年 12 月，在柬埔寨民主统一阵线主

席谢辛的支持和侨领的推动下，柬埔寨华人理事会正式成立。［9］此后，华人的五大会

馆和十大宗亲会也相继成立。至 2001 年，柬华总会已经在柬埔寨 24 个省市中建立了 16

                                                        
① W. E. 威尔莫特：《柬埔寨华人》，温哥华，1967 年版，转引自黄晓坚《柬华痛史》，载周南京主编《华

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北京）华侨出版社 2002 年，第 131 页。 
② 1995 年笔者访问金边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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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级分会，附属机构达 103 个。［10］1991 年初，柬埔寨政府接受当地华人的要求，

颁布了关于准许华文学校复办的批示：华侨华人兴办华文学校，只要符合办学条件，向

政府提出申请，即可获得批准。当年，政府归还柬埔寨最大的华文学校——端华学校，

第一期招生 2 440 名学生。柬埔寨当局还归还华人庙宇，允许华人举行传统节庆活动。 

华人社团组织的活跃，和华文学校的复兴，标志了柬埔寨华人社会地位的恢复。如

果说 1991 年以前柬埔寨华人的活动还只被限制在经济领域的话，那么 1991 年以后柬埔

寨华人正在扩大在社会各层面的影响。 

 

三、1991 年以来：柬埔寨华人社会地位的提升 
 

1991 年以来，柬埔寨政府取消了所有对华侨华人的各项法规性的歧视和限制，华人

基本上享有和柬埔寨土著公民相等的法律地位。政府迫切希望利用国内外华人的经济力

量，重振因长期战乱而残破的社会经济。尤其是为了吸引东南亚与中国大陆、香港、台

湾的资本，柬埔寨政要纷纷表示对本地华人的善意。由于 1989 年颁布的《外国在柬埔寨

投资法》的许多条款已经过时，柬埔寨议会又于 1994 年 8 月颁布《柬埔寨王国投资法》，

加大对投资鼓励和保障措施的力度，在投资、进口物资、利润汇出，尤其是减免税收等

方面给予更多的优惠。该条例第五章关于对投资的鼓励条例中还规定，与投资相关的职

员、管理专才、技术员、有专门技术的工人及其配偶和家庭成员，准许在柬埔寨居住。

［11］很多中国大陆和其他地区的华人移民，就是利用该条例定居柬埔寨。1999 年柬埔

寨华侨华人约 40 万人，［12］至 2001 年激增至 50 万人。 

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以后，中国与柬埔寨政权的关系日趋改善，一些中国大陆厂商开

始试探性地投资柬埔寨。1996 年，中国与柬埔寨签订《贸易和投资保护协定》，来自中

国大陆的投资明显增多。1997 年以后，柬埔寨政局日益稳定，中国与柬埔寨关系日趋密

切，尤其是 1999 年柬埔寨洪森首相访华，与中国政府签订《中柬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

《中国政府向柬埔寨政府提供优惠贷款框架协议》，中国大陆成为柬埔寨重要外资来源和

各类商品的供应地。在现在的金边市场，从日用小商品到工作母机，大陆商品充斥大街

小巷。截至 2001 年底，中国大陆在柬埔寨投资项目 58 个，总投资额 1.48 亿美元，其中

中国资本为 1.2 亿美元，投资领域从原材料开发加工、纺织服装、电力、食品、酒店，

直至医院诊所。［13］  

1997 年以前，台商是柬埔寨最活跃的外商，多达 4 000 余人。金融危机以后，至

1999 年，台商投资柬埔寨累计约 4.8 亿美元，投资总额仅次于新加坡，占柬埔寨外来投

资的第二位；主要投资领域是纺织、农林产品。［14］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人资

本，也是柬埔寨重要的外资来源。洪森主导的柬埔寨政府急于利用外资和国内私人资本

来发展经济，所以多次宣示吸引外资、改善投资环境的诚意。2002 年 8 月 7 日，柬埔寨

王国政府与私人投资者举行第六次对话会，针对包括外商在内的私人投资者关注的问题，

阐述政府优待和保护私人投资的态度，表达对私人投资一如既往的支持。柬埔寨的私人

资本，主要是国内外的华人资本，华人成为政府鼓励私人资本政策的主要受惠者。涌入

柬埔寨的海外华资，也为本地华人参与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外来华资

和本地华资既合作又竞争，共同建构遍及柬埔寨各个经济领域的华商网络。  

在当前的柬埔寨，华人在各种商贸领域的活跃程度，似乎不亚于 60 年代。在 2001

年 9 月柬埔寨金边波士东机场接待的外国来客中，大多数是华人，其中台湾来客共 1 612

位，仅次于大陆的 2 716 位，高于新加坡的 734 位。［15］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和主要旅游

城市暹粒，较大的商店、酒店，几乎都有华文招牌，经营者大多是本地华人或包括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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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外来华商。街面各种消费品、日用工具，乃至交通工具，也大多来自大陆、香港、

台湾、新加坡等地。
①
酒店、夜总会、KTV 等各种娱乐场所，也充斥着华人消费者。就整

体而言，华人的经济地位远高于土著。 

活跃的华人资本，也带动了华文教育的蓬勃发展。据笔者 2002 年在金边的访谈资

料，一些懂华文的雇员的薪金甚至超过懂英文者。2002 年，全柬埔寨有较大规模的华文

学校 33 所，［16］各类学习华文的学生有 5 万人。金边最著名的华文学校——端华学校

——涵盖了从小学至中专的教育层次，2002 年就读的学生达 11 800 人，还有夜校华文

补习班学生 2 500 多人，［17］每年接受大陆和台湾的各种资助。
②
懂华文人数的增多，

使华文媒体应运而生。1993 年，《华商日报》率先出版。1999 年和 2000 年，《大众日报》、

《新时代报》、《柬华日报》也先后创刊。2000 年，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在柬埔寨出

版《柬埔寨星洲日报》。此外，泰国的《世界日报》、香港的《亚洲周刊》、新加坡的《联

合早报》等外国华文报刊，在柬埔寨也有少量订户。由于柬埔寨懂华文的人数量有限，

所以估计阅读者只有 4～5万人，主要读者仍然是外来华人和华文学校师生。
③
华文媒体

竞争激烈，《大众日报》和《新时代报》先后停刊，其余 3家报纸各出奇招吸引读者。《柬

华日报》是柬埔寨华人总会机关报，能够通过其社团和华文学校网络维持和扩大发行量。

《柬埔寨星洲日报》率先推出彩页，《华商日报》则加大对外国华商的资讯报道。
④
 

目前，尽管柬埔寨华人享有与土著相当的法律地位，经济地位也远高于土著，但是

尚未在政治层面上表达华人族群的政治、社会诉求，首先是由于柬埔寨华人劫后余生，

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领域，加上 1991 年以来各届政府都推行民族和睦政策，政府和民间

对华人的态度友善，所以华人的政治诉求并不迫切。其次，70 年代以前的柬埔寨华人社

团系统已经完全瓦解，华人社会原有的联络渠道不复存在，集中在各城市的华人，大多

来自全国各地乡村，彼此仍然生疏。再次，近年来华人个体虽然对华人族群文化的认同

迅速地增强，但是对华人社团组织的认同仍然很弱；新的华人社团还在重建之中，主要

职能仍然是张扬华人习俗和关注华文教育，其组织动员能力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华人社区

历史悠久的华人社团相比，尚不可同日而语。 

在关于柬埔寨华人的参政问题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柬埔寨政界中具有华人血统的人

物。据说在目前人民党和奉辛比克党组成的内阁中，有华人血统者占一半以上。［18］现

任柬埔寨新闻部长吕来盛、国务部长占比塞、内阁部长索安，都是华裔。洪森夫人，是

海南人的后裔。［19］这些在柬埔寨战乱中幸存的华裔，都曾经有过极力掩饰其华人血统

的经历，都是以柬埔寨人的身份从政的，因为华人血统的背景未必有利于政治地位的提

升。笔者 2002 年访问了一位熟谙华文的华裔上校，其心声大概可以代表目前华裔政界人

物在族群认同上的尴尬：他说自己在 1991 年以前必须尽量回避其一半华人血统的身份，

虽然现在总算完全不用回避了，但是在现在的政界，掌握实权的是土著，而华裔官员之

间交往时不能凸现血统背景，在官方场合尽量不讲华语，否则土著政治家会视之为异类。

但是，他坦言自己会利用华裔身份和懂华语的优势与华商进行某种合作。
⑤
随着华人经

济力量的日益上升，和华人彼此联系的不断增强，代表华族和华人社区利益的政治诉求

将会浮现，华裔政界人士与华商之间的合作互动也将有所发展。  

                                                        
① 笔者 2002 年 9 月 6－12 日考察柬埔寨华人社区，感觉柬埔寨本地华人似乎已经重掌经贸龙头；与越

南不同的是，外来华商投资的数量尚不大，但增长的速度较快。 
② 2002 年 9 月 8 日笔者访问端华学校教务主任。 
③ 2002 年 9 月 9 日笔者访问《柬埔寨星洲日报》社编辑。 
④ 2002 年 9 月 9 日笔者访问《柬埔寨星洲日报》社编辑。 
⑤ 2002 年 9 月 8 日笔者与华裔吴上校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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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在东南亚华人中，柬埔寨华人曾经有过最为不幸的经历。如果说 70 年代中期的越

南华人面临灭顶之灾时，相当比例的人还有逃往中国和当“船民”奔赴海外的生机的话，

那么当时的柬埔寨华人则几乎被屠杀和折磨殆尽。然而，在大部分历史时期，柬埔寨是

华人的乐土，从古代的“天朝来客”，到时下的柬埔寨商贸行业的主导者，华人的经济地

位一向高于柬埔寨土著。当前，柬埔寨华人享有充分的法律权益，经济力量雄厚，社会

地位也为朝野所推崇，但是政治影响力尚弱，少数华裔政界人士还不是华人族群的代言

人。随着华人人数的增加、华人社区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族群凝聚力将不断增强，

政治影响将会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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