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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史料论述澳门客家的形成过程 , 并简要分析澳门客家认同的特点。澳门客家的形成主要

有四个来源 , 首先是一批客家人在清咸丰 、同治年间因土客大械斗及同时的苦力贸易流落到澳门;其次是国难

时期 , 大量华南人避难澳门 ,其中不乏客家人士;再次是 20世纪 60、 70年代 , 因为东南亚国家的排华浪潮 ,一

批海外客家人迁居澳门;与此同时 , 就是改革开放后的内地客家人移居澳门。由于澳门客家构成的多元性 , 由

此决定了他们认同的多层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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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研究的学术史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客家人

身份认同的历史。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客家研

究蓬勃发展 ,闽粤赣三边地区的客家 、四川客家 、

广西客家和海外客家研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

注 ,而拥有 10万客属的澳门客家研究却相对冷

落 。澳门大学郑德华教授对澳门路环岛的一个海

滨客家村落 ———九澳村作了历史的考察 ,他在探

讨澳门的族群认同时认为 , “潮州人和客家人在

澳门人数并不多 ”。相关学者也通过对人口结构

的分析来探讨澳门文化的多元性和澳门族群认同

的复杂性。由梅州文史工作者何联杰与肖伟光创

作的《客家人与澳门》 ,也试图对澳门客家的源流

进行梳理。本文主要借助历史文献的分析 ,阐述

澳门客家形成的主要源流 ,并以此简要分析澳门

客家的认同特点 ,这对于客家学研究和华人移民

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

　　一 、澳门的历史概况

澳门古称濠镜澳 ,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早

在春秋战国时期 ,属百越海屿之地 。秦始皇统一

中国后 ,澳门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属南海郡的番禺

县 。到晋朝咸和六年(331),随香山属东官郡地。

隋开皇十年(590),香山由东官郡改属宝安县地。

南宋绍兴二十二年置香山县
①
,澳门属香山县 ,明

清建置如旧 。

澳门在明代史书中称为 “蚝镜”(濠镜),关于

地名的来历 ,县志有详细的记载:“濠镜澳山 ,在

香山县南虎跳门外 ,突出海中 ,距县城一百四十

里 。凡夷船停泊必以海之湾环者为澳 ,澳者泊口

也;其曰澳门 ,则以南有十字门 ,故合称澳门。或

曰澳有南台北台 ,两山相对如门云 。澳为一径达

前山 ,故前山为拊 ,背扼吭地 ,前山 、澳山对峙于

海 ,南北一沙堤亘其间 ,径十里 ,广五六丈 ,尽处有

山拔起 ,跗蕚连蜷曰莲花山 ,径从山而名曰莲花

茎 ,山下有天妃庙 ,北麓有马蛟石 ,稍南为望厦村 ,

过村折而西南 ,一山形缭而曲 ,东西五六里 ,南北

半之 ,有南北二湾 ,可以泊船。或曰南环二湾规圆

如镜 ,故曰濠镜 ,是称澳焉;北则青洲山 、前山 、澳

山 ,盈盈隔一水 ,兹山浸其中 ,厥壤砠厥木樛巑岏

荟蔚石气 ,凝青与波光相上下。”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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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澳门客家的形成

2006年 6月 , 《澳门日报 》刊载了 “澳门客家

人逾十万”的消息 ,引起了全球华文媒体的关注 ,

纷纷予以转载。这种关注恰恰说明在已有客家学

论著中 ,澳门客家是很少涉及的领域 。它的形成

主要有如下源流:一是澳门原住民 ,居住在路环岛

九澳村和黑沙村 ,其先民于客家第五次大迁徙时

来到此地 ,主要是清咸丰 、同治年间 ,发于广东鹤

山 、开平 、恩平 、高要一带的土客大械斗期间及之

后迁徙到澳门居住的;二是抗日战争时期 ,因为葡

萄牙是二战的中立国 ,大批华南人就近避难澳门;

三是 20世纪六 60、70年代 ,印度尼西亚 、缅甸 、柬

埔寨 、越南等地发生排华潮 ,而来到澳门谋生的归

国华侨;四是改革开放以后 ,由内地迁往澳门定居

的居民 ,由此形成了今日澳门 10万客家的局面 。

1.迁海与复界问题 。客家民系在赣 、闽 、粤边

界区域发展成熟之后 ,由于政治与军事 、人口和生

计的原因 ,不断向外传播与迁徙 ,澳门客家人的出

现最早从客家南迁的第四期说起。 “珠江三角洲

自宋元以降移民渐旺 ,操客家话的聚落围海造田

成聚落分布甚广 ,澳门亦受这方面的渗透 ,水上居

民与种菜莳花者亦不乏使用客家话的。”
[ 2]
清代

岭南地区人口的迁移主要是客家人口迁移的事实

比较明确 ,也有明末清初之际客家迁入香山的记

录 ,但具体有何处客家迁居澳门却不得而知。客

家人明确与澳门发生联系应该从清朝初年说起 ,

康熙皇帝于 1662年即位之初 , 颁布迁海令 , 在

1683年统一台湾后 ,次年开海复界。准予招引各

地流民或山区农民到复界地方一同垦殖。在广东

地区 , “迁界本身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不大 ,但在复

界以后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并对广东社会

带来了久远的影响 ”
[ 3]
。传统客家聚居地土地贫

瘠 ,人口繁盛拥挤 ,急需开拓新的可开垦土地 ,客

家人就成为了招徕流民的主要对象。

迁海与复界对香山县造成的影响是有限的 ,

原因是该县因辖有澳门之缘故而免于迁界
[ 4]
,只

是设关卡严查人民往来。其理由是葡人在香山县

属之澳门已经生活数百年 ,他们不通汉语且不事

耕作 ,每日生计都要仰仗与内地的贸易购得。如

果香山迁界 ,势必造成澳门地方的孤绝 ,会导致澳

门人口的生活危机 ,所以未遭受迁海之苦的香山

人口变动比其他地区要少得多 ,故而有清一代并

无大量移民迁入 。曹树基先生根据民国 《香山县

志 》卷三 《氏族志 》统计 ,有清一代 ,自惠州 、嘉应

州及福建等地迁入香山县的客家氏族有 18族 ,其

人口约为 4000人 ,客家移民人口仅占香山人口的

0.4%
[ 3] 380

。整个香山县的客家人口尚且如此 ,澳

门因其地域狭小 ,其客家人口自然可想而知了。

1939年 ,林则徐禁烟至广东 ,葡澳当局递交的 “华

夷户口 ”登记当地的中国居民 1772户 ,男女 7033

口
[ 3] 573

。这也为澳门客家的源流定下一个基调:

客家人迁入澳门基本是零星的 ,不具备规模性移

民的特征。康熙朝而后零散迁居澳门的客家人 ,

也就成为了澳门较早的原住民之一 。

2.广东土客大械斗及澳门的 “苦力贸易 ”。

早期澳门客家的主体是在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五期

完成的 ,对澳门客家的形成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广

东土客大械斗及同期的 “苦力贸易 ”,这两大历史

事件促使了较多的客家人流落和迁居澳门 。

广东西路的土客大械斗 ,祸起于咸丰四年

(1854),止于同治六年(1867),前后延续十三年。

斗祸起于鹤山 、恩平 、开平 、高要 ,蔓延于高明 、新

兴 、新宁 、阳春 、阳江 ,浸及于新会 、四会 、罗定 、东

安 、电白 、信宜 、茂名等州县 。
[ 5]
斗祸源于客民和

土民对资源的争夺 ,包括土地资源与科举名额等 ,

直接导火线则是广东的洪兵起义 ,客民帮助官府

镇压洪兵 , “客民挟官铲土 ”的直接后果就是土客

矛盾迅速激化 ,斗祸很快蔓延开来 。清政府此时

内有洪兵 、太平军叛乱之忧 ,外有第二次鸦片战争

之患 ,对械斗起初无暇顾及 ,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性之时 ,械斗的发展已经失控 ,斗祸的死亡人数据

估计超过一百万 。

斗祸后期 ,大量客家人开始逃亡 ,流落他乡 ,

一部分人避难到了澳门。 “古巴华工口供 ”中 ,

“麦阿富供:年三十六岁 ,广东开平县人。同治四

年避乱到澳门 ,有人哄我说出洋做工不甚辛苦 ,每

月可得数圆 ,同我见西洋官 ,打合同 ,给银八圆。

九月开船。”
[ 6]
开平县为土客械斗发源地 ,麦阿富

虽然没有说他本人是客民 ,械斗区域内的百姓有

避难到澳门的 ,其中应不乏客民 。以广东巡抚身

份负责处理土客斗祸的郭嵩焘 ,在上疏中就直接

说到香山客民的问题:“此次卓兴督军会剿 ,谋定

后动 ,尽一日之力攻破大小匪巢八十余处 ,余匪悉

窜高明县属之五坑 ,查五坑客民与高明土民相持

数年 ,负山阻险其力足以自保 ,而由五坑东南出四

会以达鹤山 ,由五坑东北岀合水以达高明 ,均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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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里 ,其南径达恩平之尖石墟 ,为该匪民本籍。

此次窜入五坑者 七万余人 ,五坑接连老 、香山等

处皆系客民 ,足以暂息一时。”
[ 7]
奏疏中提到的这

次会剿
[ 5] 273
时间是同治三年 ,已经是械斗的后期。

在官军的进逼下 ,少数客家人避难流落到澳门也

是情理之中的事 。

斗祸事件解决后 ,朝廷将客家人聚居的赤溪

地区分治 ,设赤溪厅 ,直属广州府管辖 。但由于赤

溪地域狭小 ,容不下那么多客家人 ,当地政府便拨

出银两发给自愿迁离者 ,让他们去别处开垦。客

家人的搬迁路线一是向西前往今广西地区 ,而形

成了今天广西客家的布局;一是向西南前往高州 、

雷州及海南岛;还有一部分人后来流落到澳门的

凼仔 、路环等地。现居住在九澳村 、望厦村等地不

少客家人的祖先 ,都是这一时期前后迁往澳门的。

澳门的 “苦力贸易 ”,也使得不少客家人流落

于此。因葡萄牙殖民者较早来到中国 ,他们很早

就开始从事苦力贸易 ,把中国的劳动力贩卖到海

外做奴隶 ,澳门成为中国苦力贸易的一个重要市

场和据点。鸦片战争后 ,澳门的 “苦力贸易 ”开始

进入规模化的高峰期 , 主要贩运苦力到古巴。

1866— 1873年间 , 经澳门输出的苦力达到极

点
[ 8]
。 1874年 3月 27日 ,澳门禁止苦力贸易的

法令正式生效 ,苦力贸易名义上被取缔了 。

苦力贸易把客家人与澳门牵连起来 ,其线索

之一是:在广东西路的土客大械斗期间 ,被土民或

人口贩子俘获的客家人被当作苦力卖到澳门 ,然

后被转卖到海外 ,只有少数幸运者被贩卖时救获 ,

或留在澳门做工 。 “古巴华工口供 ”有相关记载:

“朱甲先供:年四十一岁 ,广东新宁县人。我是客

家 ,耕田为业 ,被本地人欺负 ,把我拿出卖与大西

洋人 ,是澳门猪仔馆 ,逼我画合同 ,给我一套衣服。

咸丰七年二月开船。”
[ 6] 693
客民朱甲先所在之新宁

县正是土客械斗的主战场之一 ,咸丰七年(1857)

已经是斗祸开始的第四个年头了 ,他被本地土民

趁乱贩卖出洋也就不足为奇了 。朱甲先案例的重

要在于 ,他明确供认了自己的客家身份 ,而且这种

情况也应该不是特例。斗祸期间 ,也有本地人被

客民俘获后贩卖出洋的案例 。 “古巴华工口供 ”

载:“陈学周供:年三十一岁 ,广东吴川县人 。同

治三年 ,随副将曾敏行当勇平土匪黄阿狂七案 ,内

保举外委 ,四年平嘉应州发贼案 ,内保举把总。同

治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由省回家 ,路经恩平县那龙

墟 ,被客匪掳捉 ,装到广海卖与猪仔船 ,驶至澳门 ,

见番官 ,打合同 ,不由分说 ,硬拉下船。”
[ 6] 710
同治

五年 、六年 ,正是官军围剿客民 、客民筑垒抗拒官

兵的时候。据统计 , 1856 -1858年间 ,经澳门输

出的苦力达 19910人
[ 8] 129

。这还仅是当时葡澳官

方的统计 ,实际苦力贩运应远远大于这个数目。

线索之二是土客矛盾解决后 ,因为赤溪地域狭小 ,

客民为了谋生流落澳门 ,自卖或者被卖为苦力出

洋 。根据 “古巴华工口供 ”的记载 ,有大量华工来

自于恩平 、新会 、新宁 、开平 、鹤山 、高要等上述土

客斗祸的区域 ,他们多数是以 “找工作 ”的借口被

骗的
[ 6]
,这类现象说明这些区域的人们 ,应该有

前往澳门工作传统的 ,其中大量客家人因为生计

问题被骗到澳门出洋 ,也应该是肯定的。

线索一与线索二所述之客家人直接到澳门工

作或贩卖时被解救而留在澳门的 ,就成为今日澳

门客家的源流之一。根据澳门人口迁移统计的相

关研究 , 1839— 1860年 , 澳门净迁入人口数为

72471人
[ 9]
。其中大多数都是普通劳动者寻求生

机而迁居澳门的。 “(澳门)1858年 11月 6日发

布的第 2号公报刊登了苦力公司管理条例 。其中

较前显著不同的是要求每个苦力戴一顶圆帽式竹

帽 ,上面标有个人的代码号 ,不同公司使用不同颜

色 ,以有助于公众的区别。不论是装卸工 ,还是搬

运工 ,都要履行议事会规定的义务 ,即在发生火灾

时 ,各公司苦力的头等任务就是救火 ,对从事此类

公益劳动的公司将给予税收减免 。”
[ 8] 133
从苦力种

类之繁 、苦力公司之多 ,我们可以推断澳门本地消

化吸收的苦力也不在少数 。

这几类人群形成了土客械斗和苦力贸易之后

澳门客家的主体 ,其后之繁衍也自然是日益兴盛。

澳门客家之人口至 19世纪后期已经小具规模 ,中

法战争(1883— 1885年)期间 ,曾国荃在给军政要

员的书信中屡次提到澳门客民 ,在给赵庆池的信

中说:“近闻法人在香港 、澳门一带招集客民千余

人 ,并制中华 、越南号衣多件 ,意在混入军中或临

敌时以眩我军耳目 。”在给黄卉亭的信中提到:

“前得探报云:法人在香港 、澳门地方招募客籍数

百人前往越南助战等语。昨阅五月二十九日 《香

港循环日报 》,内载:法人前所募之客籍人共六百

余人经拨百人前赴南定 ,现又在海防定造绸衣二

千袭 ,短袖对襟一如中国人夏令里衣所呼为鸡翼

衫款式 ,盖备给与所募客兵 ,俾得混入内地以作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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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等语 。”
[ 10]
从上述两者材料 ,我们不难发现法国

人轻而易举就在港澳招募了成百上千的客民 ,其

中澳门客家自然也在上百之数 。此仅系壮丁 ,由

此我们推断澳门客家人数应该是数倍于此的。而

1887年澳门人口总数为 11000余人 , 其中葡人

1000人 ,中国人 10000人
[ 11]

。也就是说 , 19世纪

后期的客家人已经占澳门总人口不小的比例。

3.国难时期的避难所。 1937年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 ,澳门和香港成为当时华南群众最重要的

避难所 。从 1938年 6月日军开始轰炸广州 ,到同

年 10月 21日广州城沦陷 ,市民仓皇出城 ,广州人

口锐减 ,每日出走的人数以万计 ,他们纷纷坐船回

乡或到港澳各埠 。当时由华南迁入澳门的人口激

增 , 1938— 1939年净迁入 103249人 , 1939— 1940

年净迁入 154806人
[ 9]
。资料显示 ,澳门 1927年

的人口为 157175, 1939年则为 245194
[ 11] 23

,可证

实前者所言大致不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

1941年香港也随之沦陷了 ,因为葡萄牙是二战的

中立国 ,大量香港同胞和东南亚华侨避难涌进澳

门 。 “ 1942年 2月 ,首批难民从港抵澳 。他们被

安置在学校 、俱乐部 、教区中……当时澳门居民非

20万 ,而是 50万。直至 1945年(11月)澳门的葡

萄牙难民返回香港后 ,一切才恢复正常 。”
[ 12]
当然

难民的主体并非是葡萄牙人 ,因为施白蒂在该书

中提到:“1943年 ,文德泉神甫解释大战期间澳门

50万人高峰说澳门为 `一学城 ' 。 ……仅香港的

葡萄牙人借寓酒店 、俱乐部 、私宅 、篷寮及学校者

达 3000人”
[ 12] 293

,这也说明大多数难民是华人。

但在战争结束后 ,上述 30万难民大部分返回了原

居住地 。有资料记载 ,在 1941— 1945年间 ,澳门

迁出人口 225000人
[ 9]
, “1950年 ,澳门约有人口

18772名”
[ 13]
。所以 ,上述战争期间来澳的难民

对澳门人口造成的影响甚微 ,留居澳门的客家人

更是微乎其微了 。

4.建国后移居澳门的客家人与客家归侨定居

澳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因国际国内社会环

境的变化 ,不少客家人移居澳门 。国内移民包括

建国前后移居澳门 、自然灾害及历次政治事件移

居澳门的 ,主要还是改革开发后因亲属关系或投

资移居澳门的。国外移民主要源于 20世纪 60、

70年代 ,因东南亚国家政局动荡 ,相继发生排华

事件 ,大量华侨纷纷回国避难 ,一部分人选择定居

澳门。国内外的客家移民到澳门刚好组成一个时

间的序列 ,因此一并论述这两个澳门的客家源流。

建国前后 ,因为对新中国的顾虑 ,一些客家人

迁居澳门 。他们主要来自中山 、台山 (旧称新

宁)、开平 、鹤山及梅州各地 。 20世纪 50年代后

期 ,内地发生了自然灾害 ,群众生活困难 ,广东省

各地的一些客家人扶老携幼迁到澳门。 “1958年

12月 ,来自大陆中国的难民人数达到高峰 ,计有

758916人进入本殖民地 。离开的难民为 715423

人 ,剩余 43493人留下”
[ 13] 45

。虽然 1960年左右 ,

澳门人口达到 17万的低数字 ,但随着澳门经济进

入发展期 ,很多海外或散布于邻近国家的中国人

愿意回来 ,决定碰运气定居下来。 1962年 ,澳门

人口已经增长到 27万
[ 13] 52

。当时 ,国内各种社会

运动也刺激了国内移民到澳门。 “ 1967— 1968

年 ,中国社会不稳引致人民移居澳门 (濠镜原

文)”
[ 13] 79

。

冷战时期 ,东南亚人数众多的华侨曾一度被

当地看作是北京的 “第五纵队 ”
[ 14]

。 20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的东南亚排华浪潮 ,至 20世纪 70

年代末 80年代初才结束 ,也导致了很多华侨回到

澳门定居。 1965年 9月 30日 ,印度尼西亚发生

军事政变 ,随后掀起的反华 、排华浪潮 ,迫使当地

华侨纷纷远走他乡。因为移民澳门的手续简便 ,

1966年至 1967年间 ,共有 5000多名印尼华侨移

居澳门 。

在缅甸 ,由于实行封闭的排外的 “缅甸式社

会主义 ”政策 , 1963年 2月 15日 ,政府宣布的社

会主义纲领要求把全部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 ,在

缅华人工商业经济被国有化
[ 15]

。中缅关系开始

出现裂痕 , 1967年演变为中缅关系的破裂 。 6月

26日 ,仰光发生反华暴乱 ,数十位华侨遇害 ,伤者

众多 ,十余个华侨社团被焚毁或捣毁 ,许多店铺 、

企业 、住宅 、财物被砸抢和焚掠 ,大量缅甸华侨被

迫离开 , “到澳门定居的缅甸华侨至 1972年达到

高峰 , 共有 54000多人 , 其中 8000 多是客家

人 ”
[ 16]

。在柬埔寨 、越南 、马达加斯加等国家和地

区 ,也相继发生了类似的反华 、排华浪潮。虽然不

少华侨在局势稳定后返回了侨居国 ,但定居下来

的华侨也不在少数。

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后 ,一部分在内地定

居的华侨又移居澳门。同时 ,客家传统聚居地与

澳门有联系的一些客家人 ,也纷纷移居澳门 ,形成

了又一次移居澳门的高潮。 “ 1978年 ,中国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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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潮涌到澳门 。最近两年 ,每年平均有 20000

人(包括越南人 ,他们不仅是从海上来)”
[ 13] 123

。

“ 1981— 1985年 ,在这段时间内 ,从中国正式移民

来澳门的有 32879人:11228为男性 , 21651为女

性 。”
[ 13] 133

20世纪 80、90年代 ,内地客家人都是通

过亲缘和地缘关系移居澳门的 。

　　三 、结语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澳门

客家的形成主要是在最近 100多年时间里发生

的 ,与海外移民史息息相关。客家人移居澳门不

具备规模性移民的特点 ,今日澳门客家人是在历

次事件中层累叠加造成的 。澳门客家人口构成的

多样性 ,决定了客家文化与客家认同的层次性和

多样性 。澳门客家人的认同 ,主要从时间和空间

两个纬度去把握:

1.从时间层面上 ,客家人迁居澳门的时间早

晚不同影响了他们的认同 。最早迁居澳门的客家

人如九澳村客家人 ,他们已经成为澳门本地的原

住民 ,居澳时间最长 ,受中西文化传统的影响最

深 ,对澳门本地的认同高于其他客家人。而近代

以来移居澳门的客家人 ,他们还有比较鲜明的祖

籍印象 ,但由于他们居澳已超过两代以上 ,他们既

有对澳门本地的认同 ,也有对祖居地的强烈认同。

至于当代的新移民 ,他们对澳门本地的认同就相

对薄弱一些 ,而更多的是对大陆的认同。

2.从空间层次上 ,澳门客家人原居住地的不

同也影响了他们的认同。澳门客家归侨的认同 ,

应该是最富特点的。这些客家归侨在原居住国生

活的时间长短不一 ,其中一些甚至已经取得了居

住国的国籍 ,他们虽移居澳门 ,但对原居住国的感

情也不是立即就消失的 ,其中很多归侨还有亲属

和产业均留在原居住国。他们移居澳门所取得的

葡国身份 ,也更加丰富了他们的认同 。由于澳门

回归祖国 ,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再次得到加

强 。

对由大陆直接移居澳门的客家人来说 ,他们

是通过客属社团的形式 ,使他们对祖籍地的认同

更细致化了 。澳门的客属社团联合总会由成立之

初发展到现在已有 10个团体会员 ,即嘉应同乡

会 、河源市同乡会 、崇正福利会 、中山坦洲同乡联

谊会 、闽西同乡总会 、广东兴宁市同乡会 、台山赤

溪田头同乡联谊会 、清远同乡会及新加入的中山

市神湾镇同乡会和九澳村民互助会 。这些客属社

团的存在 ,使澳门客家人有了地缘认同的区别。

但是 ,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的认同 ,澳门客家人

的认同肯定是统一在客家认同这个范畴之中的。

由于澳门的回归 ,澳门客家人的族群认同 ,最终还

是指向中华民族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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