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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华人的历史、现状与文化适应＊

□徐　薇，姚橄榄

［摘　要］　作为多种族多族群社会中的一个最小群体，南非华人一直在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夹缝中谋

求生存与发展，受到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影响。１９４８年南非国民党大选获胜，以及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构成了２０世纪中叶南非华人历史的转折点，中国台湾移民的涌入大大提升了华人在南非的社会地

位。随着１９９８年中国与南非正式建交，两国高层互访不断，关系全面发展，南非华人对祖国的认同感在

逐渐加深，并通过教育、传媒、信仰等多种方式来不断强化与深化对中国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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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非华人的历史：在黑人与白人之间求生存
在南非，华人作为一个人数上最少却又在种族肤色上最显眼的少数族群的存在，一直对南非的经济与政治生

活产生着重要影响。但对于南非华人的史料记载与系统研究并不多见，且在很长时间里人们错误地认为南非华人

的祖先是２０世纪初的契约矿工。对此，两位南非华裔女作者叶慧芬①与梁瑞来②历时九年，在缺少官方资料的情况

下，通过查阅开普殖民地早期的报纸和档案资料，进行数以百计的采访与搜集华人家族口述史……终于在１９９６年

末出版了英语世界第一本系统论述南非华人历史的专著《肤色、困惑与承认———南非华人史》（Ｃｏｌｏｕｒ，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该书指出早在三百多年前，华人的足迹已涉及非洲

最南端这片广袤的土地。［２］受限于年代，这本书对华人的论述终结于１９９４年种族隔离被废止之前，对于后来大批量

涌入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没有涉及。两年后，南非大学凯伦·哈里斯（Ｋａｒｅｎ　Ｌｅｉｇｈ　Ｈａｒｒｉｓ）发表了题为《１９１２年以前

的南非华人史》（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ｏ　１９１２）的博士论文，系统梳理了１６６０年至１９１２年间南非

华人的早期历史，并与同时期的美国、澳大利亚华人进行比较，详细论述了２０世纪初期兰德金矿里契约华工的生活

以及开普地区作为自由民的华人生活，两相对比，反映出同时期不同地域华人的不同境遇，从一个侧面认识南非当

时复杂紧张的种族关系。［３］美籍韩裔学者朴尹正女士在２００８年出版其历时１４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荣誉至上：南非

华人身份认同研究》，是研究华人在南非的历史与身份认同建构过程的力作。［４］以上是国外学者对南非华人历史的

梳理与研究，国内学界则鲜有涉猎，唯独李安山教授的《非洲华侨华人史》内有部分南非华人早期历史的研究，填补

了国内的研究空白。［５］２１世纪以来，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以及厦门大学利用自身优势，指导学

生完成了多篇有关南非华侨华人的硕士论文，如有《国际关系变动中的南非华侨华人：一种历史的分析》［６］《南非华

人社会地位变迁———以南非华人协会胜诉ＢＥＥ为例》［７］《社会网络分析视角下的南非华人家庭移民网络》［８］《南非

的中国新移民———以福清新移民为例》［９］等，为人们了解南非华人提供了多元的视角。

自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中南正式建交以来，短短２０年间有至少三十万大陆新移民在南非工作生活，南非是非洲唯

一有大规模且自成一体的华人社群和本土出生的华人的国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几年笔者赴南非调

研的实地考察③来对南非华人的历史进行简要梳理与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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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慧芬女士是第三代南非华人，出生在约翰内斯堡，毕业于罗德斯大学新闻系，曾从事新闻行业多年。

梁瑞来女士是华裔南非人，曾供职于金山大学图书馆。

笔者分别于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四次赴南非访学调研累计七个月，搜集到大量南非社会与南非华人历史与现状

的第一手资料。



（一）早期的南非华人

中国与万里之外的南非渊源极早，很多发现与研究都有力地指出中国人与南非的接触远早于在开普定居的欧

洲殖民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到，１３２０年元朝地理学家朱思本在其绘制的《舆地图》中标出了非洲大

陆，比首个发现南非的葡萄牙探险家迪亚士（Ｂａｒｔｈｏｌｏｍｅｓ　Ｄｉａｓ）早了一百五十多年。［１０］明朝１４０５年至１４３３年郑和七

次下西洋，据传抵达过南非德班并与当地人进行瓷器贸易，因为在津巴布韦与南非都发现了宋朝时的瓷器碎

片。［１１］（Ｐ１５）另有研究指出，南非原住民科伊桑人（又称布须曼人）有中国人血统，他们的皮肤呈褐色，五官更像亚洲人，

甚至语言里的一些发音与中国话有相似之处，在他们的岩画中也刻画了带着尖顶中国式斗笠的人形。著名人类学

家雷蒙德·达特（Ｒａｙｍｏｎｄ　Ｄａｒｔ）指出：“很多发现都高度说明了中国古代文化对土著布须曼人的影响。”［１２］当然影

响是一回事，真正的接触融合又是另一回事。

历史上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批华人于１７世纪中叶（１６６０年）抵达南非，这是一小批中国男子，主要来自爪哇、巴
达维亚和华南，以罪犯和荷属东印度公司奴隶身份进驻开普新建的转换站。此后直至１８世纪，同一身份的中国人

陆续到达，但每次从未超过一百人。服务期满后一些人返回中国或者东南亚，另一些人最终成了“自由移民”①在开

普定居下来，主要从事开店、看店、小生意、烘焙等工作。南非政府１８３０年绘制的地图上标有开普敦一处早期华人

公墓，证明小部分华人葬于南非。［２］（Ｐ１２）然而，由于华人吃苦耐劳节俭能干的特性，能够迅速在尚未开发的土地上小

有所成，华人的成功引起了开普殖民地白人的关注和不满，他们向殖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干预并限制华人的商业

活动。［１３］（Ｐ１０１～１０２）因此，１７世纪中叶至１９世纪末期的两三百年间，华人在南非的数量一直较少且分散，无法形成真正

的社区与社群。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南非金伯利发现钻石矿，７０年代，又在德兰士瓦发现规模巨大的金矿。南非金矿

的开采导致了华人第一个移民高峰的到来，当时来到南非淘金的自由移民主要是广东人，因为种族歧视，华人不可

能拿到开矿许可，只能在矿区做些苦力或小本生意为生。这些华人被视为如今南非第三代或第四代华人的祖先。
（二）契约劳工、自由移民及其争议

英布战争②之后，南非经历了战后重建与金矿业的飞速发展，急需大量劳工，矿业资本家提出引进中国劳工，

１９０４年中国与英国签订《保工章程》，在１９０４至１９１０年期间，约６．４万名华工来到德兰士瓦，［５］（Ｐ１０８～１０６）与此同时，还
有一些华人作为自由移民来到南非。然而，契约矿工们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与歧视，过着奴隶般的炼狱生活，不时用

罢工和扰乱来表示对当局的不满，随着华人矿工的增加，亦引起了南非白人与当地土著的不满与仇视。从１９０７年

开始，英国殖民政府开始分批遣散华工，到１９１０年所有华工被全部遣返，“直到今日为止尚未发现有矿工留居南非

的证据”。［１４］（Ｐ３１）因此，２０世纪初期的“契约华工并不是现在非洲华侨华人的祖先，也不是早期非洲华侨社团的重要

组成部分”。［５］（Ｐ８３）尽管契约华工在南非的时间很短暂，但他们也是南非华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的到来给其

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让非洲人开始了解中国，间接影响了南非华侨华人在当地的发

展。

如前所述，真正构成早期南非华人社群主体的是自由移民。２０世纪上半期，南非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华人自

由移民。一次是从民国初年持续到２０世纪初因中国内乱所导致的难民潮；一次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到４０年代，

由于日本侵华导致的难民外流。１９３６年，南非华人人数达２　９４４人，到１９４６年，南非华人已达４　３４０人。［５］（Ｐ２４８～２５０）种
族隔离政策在南非由来已久，华人最初被划分为有色人，接着在１９０５年南非政府制定的种族隔离法中被划分为亚

洲人，处在白人与黑人的夹缝中艰难生存。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法令更是随着华人人数的增加而增多，华人在入

境、经商、居住区域、教育等方面均受限制。同一时期的中国，一直处于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之中，根本无暇顾及海外

华人事务，没有一个强大的祖籍国做支撑，南非华人不可幸免地沦为种族歧视的牺牲品。
（三）种族隔离时期的中国台湾、香港华人移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南非国内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由阿非利卡人组成的南非国民党高举“白人至上”的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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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黑人指所有具有非洲和亚洲血统的自由人，主要来自印度、暹罗（泰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

英布战争，又称布尔战争、南非战争，是英国同荷兰裔布尔人建立的两个共和国为争夺南非领土和资源而进行的战争。时间

是１８９９年至１９０２年，最终布尔人战败，被迫将德兰士瓦、奥兰治两个共和国并入英国。



主义大旗在１９４８年大选中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从此南非走上了极端的种族主义分化道路，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

通过立法程序以种族歧视为基础将种族隔离合法化和全面制度化的国家。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

府即旗帜鲜明地反对南非白人当局推行的种族歧视政策，并支持参与国际社会针对南非的制裁行动。１９５０年南非

当局出台《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中国政府毅然断绝与南非的政治关系，从１９６０年７月起，又断绝了与南非的经贸关

系。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中国政府都“坚持在外交上、政治上和经济上不同南非当局发生任何关系的立场……”
［１５］（Ｐ４０）与此同时，台湾国民党当局与南非国民党当局保持着官方关系，并在１９６２年建立了领事级外交关系，并在

１９７６年升级为大使级外交。在此政治背景下，南非华人在境遇与观念认同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首先，南非华人

在南非种族隔离法律不断出台的情况下，其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都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生计与处境更为艰难；其
次，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全部切断，导致这段时期中国大陆到南非的移民急剧减少，基本可以忽

略，而留在南非的华人失去了祖籍国的庇护与联系，在观念认同上完成了从“叶落归根”———“华侨”到“落地生

根”———“华人”的重大转变，这是南非华人的一大特色。因此绝大多数在南非出生的第二代华人都选择加入南非国

籍，在政治上认同南非。再者，南非国民党执政期间，华人对中国台湾的认同要强于对中国大陆的认同，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之前建立的所有华人社团都表现出强烈的“亲台”倾向。［１６］（Ｐ２５１）

由于南非与中国台湾在国际上共同的孤立处境与互相利用的价值，二者之间的关系迅速升温。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起，南非移民政策转变和优越的投资政策，吸引了大批中国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华人前往南非“淘金”。新增的华

人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台湾、香港的投资移民。对南非来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经济的一个重要动力是来自中国台湾

的投资，南非华人经济的壮大也主要来自台商的投资。１９８４年９月，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率团访问南非，南非就

势宣布华人为“荣誉白人”，从此，华人在政治与社会地位上享有同白人一样的待遇。华人从事的行业也从开店、餐
饮等传统行业扩展到纺织、制衣、珠宝、贸易、电脑等新兴行业。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南非华人已普遍跻身富裕阶

层。据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的一项调查显示，居住在南非的华人总数为２７　５００多人，其中当地出生的老侨人数为６
６１２人；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移民分别为４　９７１和２　７５６人；来自中国台湾的移民为１３　１７６人。［１６］（Ｐ２５３）一位中国台

湾移民估计在南非的中国台湾人曾高达３万余人，但目前仅剩６　０００人，①主因仍是政治即１９９４年种族隔离政策被

废止，国民党下台，代表广大黑人权益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以下简称非国大）执政，随后终止了与“台湾当局”的外交

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从此，中国与南非之间开启了合作发展的新篇章。
（四）后种族隔离时代的中国大陆新移民

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南非正式建交，此后两国高层互访不断，关系全面发展。特别是２００７年全

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２００８～２０１７），中国与南非的外交关系从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经贸合

作方面，中国已是南非最大贸易伙伴，南非是中国在非洲最大贸易伙伴。２０１７年４月，中国与南非建立首个非洲国

家人文交流发展机制，把中南关系从政治互信、经贸合作推向更多层次与渠道的文化交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

至２０００年前后，大批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涌入南非，他们大都是赤手空拳来南非打拼，从摆地摊、开商店开始，逐
渐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转而从事批发、贸易及小型生产加工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制造业的不断深化与发

展，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来南非投资建厂，海信、华为、中兴、北汽、一汽……这些大型中国制造业公司在南非的发展都

很好。由于２００５年以后南非内政部便停止公布各国(地区)移民的统计报告，目前南非和中国官方都没有关于南非华人的

确切统计数据。当前南非华人基本上分三个群体：一是早期移民南非的华人后代，俗称老侨，又称为当地华人、南非

华裔（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ｂｏ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ＡＢＣｓ）；第二个群体来自中国台湾，目前有６　０００人左右；第三个群体是从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到目前仍在增加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这批人数目前在２０万～３５万。［１７］（Ｐ２８６～３０６）中国大陆

新移民的到来，壮大了南非华人的社群力量，也改变了华人中老侨、新侨的构成比例，据南非当地华人估计，来自中

国大陆的新移民已占南非华人总数的９０％以上。这些新移民集中生活在南非的主要城市，如约翰内斯堡（以下简

称约堡）、开普敦、德班、比勒陀利亚、布隆方丹、伊丽莎白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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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非华人的现状：在适应与转变中求发展
笔者分别于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四次访问南非，累计七个月，对南非华人的现状有一定的了解，并进行了

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现将围绕华人的经济、政治与社团三方面来论述当代南非华人如何在适应与转变中谋求更好

的发展。
（一）华人的经济生活

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０００年前后，华人在南非的经济活动比较单一，以零售、餐饮服务和轻

工业商品贸易为主，同时有少量旅游、清关、运输等服务行业。随着华人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实力的增强，２００３
年开始，由华人投资兴建的华人商城拔地而起，遍布南非主要的几个城市以及同南非接壤的周边非洲国家的边境城

市。近年来，中国商场里的商户呈现多元化、本土化趋势，不单只有华人商户。随着某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华商的崛

起，他们在深入了解南非国内需求与中国－南非经济互补性的基础上，逐步参与到南非经济的重要领域，比如矿产

投资与贸易、房地产开发、建筑与制造业、新能源、旅游、农业、渔业、科技与金融投资咨询等行业。

旅南学者陈颖对最近十年来华商经济活动的变化有几点总结，笔者归纳如下：其一，从单一贸易型活动转入多

种行业，更广泛深入地参与南非当地的经济活动，投资和经营呈现多元化趋势；其二，很多接受了当地高等教育的华

人新移民的第二代逐渐成长，开始进入接班人的角色。他们没有语言障碍，与当地文化融合好，更了解南非当地的

市场需求和变化，为传统的华商贸易带来了很多新的经营理念和模式。比如走出中国商城，进入当地大型购物中

心，开设网店，引进电商和搭建电子支付平台等；其三，很多南非华商不满足于在南非一地的发展，不断把业务扩展

到东南部非洲如赞比亚、安哥拉、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等邻国；其四，新老华商在南非打拼奋斗多年积累的各种经验

是一笔宝贵财富，可为新进入南非市场的中国企业借鉴，也可为中国和南非两国的深入交往做出贡献。［１８］

据中国驻南非使馆估计，截至２０１６年年底，中国到南非投资的各类企业已经超过３００家，其中大型中资企业达

到１６０家，对南非累计投资额已超过１３０亿美元。① 中国南非两国政府之间不断深化的伙伴关系是华商在南非扩

大投资的定海神针。虽然近年来南非经济下滑、兰特大幅贬值、失业率上升以及治安状况不断恶化，使不少华人打

工者和开店小业主不堪重负，不得不放弃南非选择回国，但南非华人的整体经济地位与实力仍处在上游。

（二）华人的政治生活

相较于华人在商界取得的成就，华人在南非政界的表现则相对滞后。由于南非种族隔离的历史，华人在１９９４
年之前都没有参政的资格，且华人本身作为一个边缘少数族群，一直把经商致富放在首位，对政治少有兴趣。直至

２００４年南非国会选举时，执政党非国大的黄士豪、因卡塔自由党的张希嘉以及最大反对党民主联盟的陈阡蕙、王翊

儒成为南非首批华人国会议员，改写了南非议会没有华人的历史。［１９］２００６年３月，孙耀亨当选约堡市首位华人市议

员。自此，孙耀亨一直以议员身份活跃在约翰内斯堡政坛，并在很多场合成为华人利益的代言人。２０１６年８月，南

非地方选举，民主联盟在约堡获胜后孙耀亨被任命为约堡公共安全局局长，成为华人的骄傲，他在媒体采访中特别

强调会在今后的工作中着重关注涉及华人的各类案件，设立华人专线，集中治理约堡城市警察针对华人的敲诈、刁

难和犯罪行为。② 孙耀亨以华人特有的绅士儒雅亲民低调等作风一改往日警界浮夸奢侈之风，如一股清流让人们

对约堡有了新的希望：“华人当选南非‘犯罪之都’公安局长，安全梦还远吗？”但也有人指出：“律师和议员出身的孙

耀亨并没有主持警界工作的经验，而约堡警界２２年来已经盘根错节，大批前执政党的黑人或呼朋引类，或钩心斗

角，你一个民盟的华人局长能够摆得平他们吗？……要么萧规曹随照样无所作为地混日子，要么真想变革就得实行

铁腕治警，冒很大风险，搞不好都不知怎么死的。”③可见，华人想在由黑人、白人强势主导的南非政界立足不仅艰难

还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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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五位步入南非政坛的华人均是中国台湾移民，具备雄厚的财力并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能够深入了解南

非的民主宪政并能向选民发表演讲拉选票，这些参政的基本要素非短时间能够获得的。令人欣喜的是，来自中国大

陆的新移民在南非打拼已近３０年，人数渐众、根基见稳，在２０１６年的南非地方选举中，豪登省有３名来自中国大陆

的华人参与竞选南非执政党———非国大候选人，他们是姒海、张晓梅和赵建玲，尽管最终因反对党民盟获得胜利而

落选，但他们在中国大陆新移民参政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笔者于２０１７年４月访问

南非时与姒海先生交谈，他强调越来越多的大陆新移民意识到要真正融入南非主流社会就必须参政议政，不仅要及

时准确地了解南非政坛变化、政策走向，还要在政界发出代表华人社会力量与利益的声音。他也积极鼓励受过西方

高等教育、外语好、擅长交往、社会活动能力强的华人下一代参政，并为年轻人提供更多锻炼的机会。①

（三）华人的社团组织

华人社团在南非华人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凝聚华人力量的重要纽带，但相关研究比较薄弱，国内仅

在单篇文章中涉及南非社团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如《今日南非华人社会》［２０］《非洲华人社团的传承与演变（１９５０～
２０１６）》。［２１］２１世纪以来南非社团蓬勃发展，数量已过百，主要集中在约堡和开普敦。早期华人社团多以血缘与地缘

纽带建立起来的同乡会和商会，在社团内部起到守望相助、共谋发展的作用，比如成立较早的南部非洲中华福建同

乡总会、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谊会、南非洲粤港澳总商会、南非顺德联谊会等。种族隔离时期的华人社团表现出亲

台湾国民党倾向，进入２１世纪，大陆新移民创立的社团不断涌现，呈现出多元化与专业化的趋势。比如南非—中国

文化艺术交流协会、南部非洲中国专家学者工程师联合会、南非华文教育基金会、南部非洲中国视觉艺术协会以及

高尔夫、乒乓球、篮球、羽毛球、足球等民间体育组织。这些社团因其专业性特点，更能融合华人中各领域的精英与

资源，进而加深中国与南非当地的文化交流与理解融合。

笔者在２０１７年南非调研时，与南部非洲中国专家学者工程师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有较深入的沟通，该会

成立于２０１５年，拥有来自南部非洲、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２２２人。协会成立后利用各领域的人才优势在微

信平台上创办了公众号《非洲深度观察》，对南非的工业、教育、法律、人文、医学等领域都进行了深度研究与评述，受

到南非华人的一致好评，有效地帮助华人认识理解南非社会。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４日，时值中国在非洲首个高级别人文

交流机制在南非建立，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与笔者参加了由联合会主办的“南非华人在中南人文交

流合作中地位与作用”座谈会，联合会秘书长陈家基指出，联合会在促进中国南非高校间的合作、举办南非知识讲

座、开展中南人文交流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今后联合会将加强与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共同出版南非译著、举办

中南人文交流活动、开展联合研究等，通过人文交流促进中南两国间的理解与信任。

可见，随着时代变迁，华人社团的数量与功能也在不断扩大与延伸，从传统的以经济活动为主的地缘、血缘组织

转向更加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慈善领域。南非华人学者叶慧芬指出：以前的南非华人内聚力相当强，因为他们要

集中力量对付种族隔离制的各种困境。新南非诞生后，从中国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涌进来的大批移民使华人社区

人数大增，多元倾向增强，华人社团也丰富多彩，包括妇女组织、艺术文化组织、宗教组织、体育组织和贸易促进组

织。［２２］由这些社团组织的各项活动，将华人丰富多彩的文化与传统展示给南非社会，从而改善和提升南非社会对华

人的整体认知，有效地促进了中南人文交流，积极承担了民间外交的重任。

三、南非华人的文化适应：在融入与坚守中求认同
华人移居海外，首要面临着对当地文化的适应以及与当地族群的交流与融合，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同化”与

“涵化”理论即是对少数族群或移民融入主体社会的不同程度的概括。同化强调少数族群逐渐融入主体社会，认同

主流族群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并趋向一致，最终放弃自己的文化特征与族群认同；［２３］“涵化”指因多种不同文化相

互接触，从而导致的文化变动及心理变化的过程，［２４］也可以是两个族群在日常交流中相互影响，最终促成彼此文化

的转变。如今，人类学界的学者更倾向于使用涵化来强调族群之间的互动与交融，移民对主流社会的文化适应会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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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移居国和祖籍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改变而变动，也会对族群认同的建构与转变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融入南非社会：从“有色人”到“荣誉白人”到“黑人”

作为多种族多族群社会中的一个最小群体，南非华人一直在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夹缝中谋求生存与发展。由于

南非特殊的种族隔离历史，早期华人被白人政府划归为有色人，不论是自由移民还是契约劳工，都遭到当局的歧视

与不公平对待，且始终被视为外来者，社会地位极其低下。１９４８年，南非国民党大选获胜以及１９４９年中国国民党败

守台湾构成了２０世纪中叶南非华人历史的转折点。由于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南非国民党、台

湾国民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斗争，迫使南非华人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返乡之路被国家之间的外交所阻断，即

使种族隔离不断深化与加剧，南非也将是他们永远的家。因此，为了在南非生存下去，华人不得不主动向白人文化

靠拢，主动学习英语与阿非利卡语，甚至改变宗教信仰，从而获得主流社会的接纳与认可。

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当局对华人的界定与分类不清晰，导致一些两难境地，华人一方面遭受着歧视与限制，另一

方面也能获得一定的特许和例外。但实际上，这种情况使他们处于进退两难的“骑墙”状态。比如伊丽莎白港一位

五十多岁的华人说：“小时候去一些公共服务部门，排队时通常有两支队伍，一队是白人，一队是黑人，我站哪个队都

不行，不得不求别人来帮忙。”①由于南非当局与中国台湾的亲密关系，使得中国台湾人不断涌入南非，加之南非政

府优惠政策的出台，华人最终同日本人、韩国人一样被授予“荣誉白人”身份。然而就是这个“荣誉白人”身份使得华

人在转型时期的新南非处境尴尬。

新南非诞生之后，为了实现民主、平等，新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扶持法案，即《就业平等法案》与《黑人经济授权

法案》，赋予“曾经弱势群体”（主要指黑人②、有色人、印度人）优先发展经济的补偿权，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华人群体

被排斥于扶持计划之外。从历史来看，华人在南非长期遭受歧视与限制，属于有色人且同黑人一样没有选举权，随

后“荣誉白人”的身份转变，加剧了华人身份的不确定性，加之华人规模较小且居住分散，导致很多南非人都不知道

有这样一个群体存在。面对在新南非中遭遇的歧视与不平等，华人社群团结一致，共同收集了包括教育、就业、财产

及选举权等在内的详细证据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权。终于在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８日，比勒陀利亚高等法院做出裁决：“正

式声明华人属于２００３年颁布的《广泛基础上黑人经济授权法案》和《就业平等法》所规定的‘黑人’范围。同时，南非

劳工部、贸易与工业部和司法部支付南非华人协会总会的诉讼费用。”③而为了达成此目标，南非华人斗争了八年，

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与精力，其胜诉的意义与影响重大而深远。

华人自１７世纪中叶移居南非以来，历经三百多年的沉浮演变，从不被认可接受的“外来者”到种族隔离中的“有

色人”“荣誉白人”最终到“黑人”，可谓走过了一条艰难而曲折的适应与融入南非主流社会之路，这是个人生存欲望

与国家建设转型之间的斗争与博弈。尽管南非高等法院的判决表明只有那些在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７日之前成为南非公

民的华人才是真正的“黑人”，有资格享受《黑人经济授权法案》所赋予的权利，但在现实中，中国新移民与中资公司

同样可以间接地享受该法案的各项优惠条件。南非主流社会终于认可了作为少数族群的华人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地

位，华人早已成为南非多种族多族群社会中不可分离与忽视的一部分。

（二）建构华人认同：教育、媒体与信仰

由华人在南非身份与社会地位的转变可知，华人的族群认同也并非静止不变，它受到国家、社会、阶级等各方面

因素的影响，并在不同语境中呈现出动态多样的特征。受到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影响，中国台湾移民的涌入大大提升

了华人在南非的社会地位。后种族隔离时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强盛与中南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跳跃式发展，南

非华人对祖国的认同感在逐渐加深，并通过教育、传媒、信仰等多种方式来不断强化与深化对中国的认同。

笔者在调研中深刻感受到，不论是开餐厅的中国台湾人，还是开店做生意的商人以及中资公司的技术精英，在

聊起子女教育时，无不着重强调对中文及中国文化培养的重视。时常听到老一辈南非华人谆谆告诫年轻华人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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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笔者于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５日在伊丽莎白港对一位老侨的采访。

这两个法案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黑人”，这里的“黑人”不是简单肤色上的定义，而是代表着一个利益群体即历史上受到不

公平待遇的群体。被划为“黑人”的群体将在就业、竞标、贷款以及购买股票等方面享受优先权。

张贵余：《南非华人终获与黑人同等权利》，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４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ｗ／２００８－０６－２４／１５２４１５８０７３６６．ｓｈｔｍｌ．



中文的重要性，并懊悔自己年轻时没让儿女学好中文的失职。对于土生华人来说，尽管丧失了语言（中文）却并不意

味着丧失了华人的认同，且这种认同随着中国的日益强盛而加强。在南非，建立中文学校是培养华人认同的重要方

式。最近十年，由华人出资兴建的中文学校开始在南非主要华人聚居城市发展壮大，约堡的中文学校从过去的一两

家发展到今天的四五家，开普敦和德班也分别创立了中文学校，这些中文学校以教授中文与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为

主，不仅有华人的子弟来学习，也吸引了其他种族的学员。中国政府在南非设立的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目前已达

１１所，①有效地促进了中南两国的文化交流，且将中文教育逐步深入到南非的国民教育系统中，尽管有些传统的白

人大学依然不愿意建立孔子学院，但孔子学院给南非人提供了认识中国与促进中非合作的机会和资源。２０１５年３
月南非基础教育部宣布“汉语作为南非学校第二语言教学大纲”，自２０１６年起，南非的中小学校将开设中文课，学生

可以选修中文。据前任中国驻南非使馆教育组负责人宋波介绍，南非中小学汉语教学点已发展到５０个，不少教学

任务是由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的老师志愿者们承担。②

媒体在构建华人认同的过程中起到沟通与纽带的重要作用。中文媒体在南非不但传播着华人的声音与思想，

还承担着资讯传播之外的很多社会功能。近年来，南非中文媒体经历了从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到网络新媒体的转

型。除了传统纸媒《非洲时报》《华侨新闻报》《虹周刊》以外，还运用网络新媒体———微信创办了多个如“南非侨网”
“ＳＡＣＥＴＡ人民网－南非”“南非３６５”“南非凤凰传媒”等微信公众号，这些公众号每天都会推送南非的时事要闻，增
强了资讯传播的有效性、实时性，也促进了华人对南非的了解。微信群与微信朋友圈亦成为华人沟通信息的重要工

具，在偶遇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时，微信群还起到及时广泛通知华人和积极互助的纽带作用。

宗教信仰是华人在海外保持自身族群认同的另一重要方式。李安山教授对非洲华人宗教信仰的历史研究填

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他指出，华人皈依天主教、基督教的主要原因有教会的设立、华人神父的努力、克里奥尔家庭、

实用主义的需求以及歧视政策等。非洲华人中也有其他信仰者，各种不同信仰存在着融合的现象。［２５］在南非，有近

８０％的人口信奉基督教，③有些华人也皈依了基督教，具体人数不明。从历史上看，南非华人皈依基督教多是为了

逃避歧视、寻求庇护。南非华人一方面皈依基督教，另一方面仍然保留着中国人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与宗教习俗，

比如日常生活中遵循着儒家传统习俗，每年举行拜关帝、妈祖、玉皇大帝等祭祀仪式，信奉佛教等。笔者在约堡最大

唐人街———西罗汀调研时发现，很多华人经营的店铺里在最显著的位置供奉着关帝像，祭品、香火放置整齐，彰显着

华人的信仰习俗。佛教在南非的传播与发展随着中国大陆新移民数量的增加而日渐兴盛，距离约堡１３０公里的布

龙克霍斯次普雷市（Ｂｒｏｎｋｈｏｒｓｔｓｐｒｕｉｔ）有一座非洲最大的佛教寺庙———南华寺，也是台湾佛光山在非洲的总部。

２０１７年４月，笔者赴南华寺调研，了解佛教在南非的传播情况。南华寺占地面积２．４平方公里，如今已成为当地重

要的文化旅游休闲场所，气势磅礴的庙宇宫殿，高大雄伟的牌坊，巨大的广场，给人的感觉不是到了寺庙而是进了皇

宫，一种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笔者看到，尽管不是周末节日，寺庙里仍有很多华人、印度人在祭拜，也不

乏虔诚的白人、黑人佛教徒。让笔者感到惊讶的是，偶遇一位刚果籍的年轻黑人和尚，法号慧彻，中文说得非常流

利，他热情善意地提醒笔者，“斋饭时间到了，快去吃吧……”南华寺不仅成立了非洲佛教神学院招收当地青年学习

中文及中国武术，还在每年春节举办中华文化嘉年华会，并在约堡等南非大城市举办佛教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南非

华人的信仰生活，也让佛法在非洲大陆上传播开来。

四、结语
当下的南非华人生活在南非社会的变革和转型时期，２００７年金融危机以后南非经济持续走低，加之２０１３年以

来南非政局乱象丛生，官员贪腐丑闻频出，且政府办事效率低下，再加上不断恶化的社会治安与不断攀升的高失业

率，南非民主政体的走向与经济变革的趋势仍不明朗，导致整个国家的发展都停滞不前。南非华人的处境亦受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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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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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汉办派驻南非基础教育部的汉语顾问兰晓明博士介绍，目前南非已建有孔子学院５所，孔子课堂６所，共计１１所。
《汉语教学纳入南非国民教育体系》，新华网，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６－０８／１５／ｃ＿１２９２２８８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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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对南非未来感到迷茫和困惑，有的移民他国，有的返回中国。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５日，商界奇才西里尔·拉马福萨

（Ｃｙｒｉｌ　Ｒａｍａｐｈｏｓａ）当选为南非新总统，他强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反腐和发展经济，多数人认为南非极有可能经历一

个政治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上升期。①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落实，中南关系将持续

深化发展，赴南非投资建厂的中资企业会越来越多，南非华人移民的数量也会继续增加。南非华人应该把握住新的

历史机遇，顺应南非的经济发展与市场变化，积极主动地融入南非社会，参政议政，为南非社会建言献策，为华人在

南非的平等权益发声，同时也为中南关系的繁荣稳定贡献更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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