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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人口的国际迁移

1．什么是人口迁移

关于人口迁移、移民及其相关概念的内涵，学术界对此认识不一。赵（2012）对人口迁移等

概念做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和讨论。在这里，只对见解一致的有关用语做如下整理。

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来说，人口的数量、年龄构成、地域分布等状况受到社会、经济以及人

口自身等方面的因素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变动。人口变动通常是指人口数量的变动，

它取决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三个因素（变量）。人口变动可以分为人口自然变动、人口迁

移变动和人口社会变动１）。

人口在地区之间的空间移动包括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两种基本形式。关于前者在下文详细说

明。而后者的人口流动通常是指因工作、学习、旅游、探亲等原因临时或短期离开居住地外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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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变更户籍的人口移动现象。

上述的人口迁移变动（population migration）又称为人口机械变动，即人口从一地向另一

地的迁移，是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移动。一定时期内人口在地区之间的空间移动，这种移动通常

涉及人口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永久性或长期性的改变。联合国《多种语言人口学辞典》２）

将人口迁移定义为：“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地理流动或者空间流动，这种流动通常会涉及到永

久性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变化。这种迁移被称为永久性迁移，它不同于其它形式的、不涉

及永久性居住地变化的人口移动。”

人口迁移的形式为移民３）。人口迁移是影响人口变动的第三个变量，对于人口分布、人口密

度有重要影响。有关人口迁移的研究是对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城市、文化等方面的人文地理

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口迁移有长久的历史。自人类出现以来，人类为了寻求更为合适的生存环境，不断从起源

地向外围空间扩散。但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常常与伴随侵略的民族迁徙相结合，例如，8 世

纪阿拉伯人横跨中东和北非；13 世纪蒙古人进入中亚和俄罗斯、东欧等地，均产生了大量的移民。

近代从地理大发现开始，人口迁移的规模更大，涉及的地理空间更为广大。

根据人口迁移的地理范围划分，人口迁移可分为国内迁移和国际迁移。国内迁移又分为局地

迁移和地方之间的迁移 ；而国际迁移可分为出移民和入移民。应该指出，国际移民的移动范围跨

越国界，而国境线的确立是 17 世纪之后的事。因此可以说，近代的国际人口移动是在近代国家

成立之后的人口现象。

2．关于人口、人口分布及人口迁移的研究

关于人口及人口迁移的研究有丰富的积累。J. 格兰特 1662 出版的专著《关于死亡表的自然

的和政治的考察》，被认为是人口学的第一部科学著作。比利时学者 L.A. 凯特莱把概率论的方法

引入人口研究之中。18 世纪末，现代人口普查首先在美国实施，之后推广普及到欧洲各国和日

本等国。人口普查为科学研究人口提供了基础数据，推动了人口研究中的数学模式等数学方法的

导入。马尔萨斯在其代表作《人口原则》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马尔萨斯人口论”，

指出人类必须控制人口的增长。

20 世纪 20 ～ 30 年代，马尔萨斯人口论传入中国，一批社会学家开始搜集资料研究中国人

口问题，相继出版了人口学著作。1926 年，地理学家竺可桢发表了对江苏、浙江人口密度研究

的论文。但这一时期尚未把人口本身作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而把它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方面

进行研究。1931 年美国地理学家 M. 杰弗逊对世界城市人口分布的比较分析，是重要的人口地理

研究。1935 年，胡焕庸４）提出了中国人口分布的密度差异的重要概念，胡焕庸线首次揭示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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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口分布的空间规律。即自黑龙江省黑河（瑷珲）至云南腾冲画一条直线，线东南半壁 36%

的国土供养了全国 96% 的人口；而此线的西北半壁 64% 的国土仅供养 4% 的人口。胡焕庸线不

仅是中国人口分布的境界线，同时也是一条中国生态环境界线，即人居环境的境界线。在胡焕庸

线附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地貌灾害分布集中；中段是包含黄土高原在内的重点产沙区，黄河

的泥沙多源于此区域。这种环境的脆弱性还表现为，中国的自然灾害活动及发生的空间布局也沿

着胡焕庸线分异，并以此为界限呈过渡性，即由西北的无涝区向东南的洪涝区过渡。

从以上的论述也可以看出，地理学注重对人口的地理分布和空间移动的研究。人口地理学是

人文地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它研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分布、人口构成、人口变动和人口增

长的空间变化，及其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的学科５）。人口地理学与近邻的经济学、

社会学、历史学、生态学以及人口学等关注人口问题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和借鉴，但地理学研究

人口的重点方向则是研究人口现象的空间变化。人口地理学与人口学的关系就如同植物地理学与

植物学、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的关系。人口地理学着眼于人口现象的空间方面的研究，而人口学

则重点研究人口变化过程及其发展规律，更多地偏重人口统计，考察人口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

具体地讲，人口地理学对移民的研究，包括国际移民、城市和乡村间的移民、城市之间的移

民以及季节性和昼夜间的人口移动。预测移民的总流动量和净流动量，观察移民方向、距离和流

动强度，建立区域间人口移动的模式，分析移民的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心理多方面的原因

及其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人口迁移和人口迁移研究的其它领域相比，人口迁移的理论研究显得相对薄弱和不完善。莱

文斯坦的“人口迁移法则 Law of migration”是被公认最早的人口迁移理论。此后，西方学者从

人口迁移、人口地理学、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理论。

“push-pull theory 推力－拉力理论６）”, 最早可以追溯到莱文斯坦（Ravenstein: 1885,1889）７）

的“The lows of migration 迁移定律”。莱文斯坦认为，人们进行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其

经济状况。莱文斯坦对人口迁移的机制、结构、空间特征规律分别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人口迁

移的七大定律（第 1 表）。

赫伯尔（1938）系统总结了“推力—拉力理论”。从迁移者个体的行为决策过程来看，推力—

拉力理论的成立包含两个基本假设：其一是假设人们的迁移行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其二是认为

迁移者对原驻地和迁入地的信息有足够的了解。赫伯尔认为，人口迁移是由一系列“力”的作用

而引起的，一部分为“推力”，另一部分则为“拉力”。该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由于迁出地的推

力（或排斥力）和迁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迁移者根据两地之间的推力和拉

力的关系，从比较利益的角度出发做出相应的去向选择。推力—拉力理论还有许多定量化模型。

比如，美国社会学家吉佛８）把物理学的“万有引力定律”引入推拉模型，并应用于人口迁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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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两地之间迁移人口与两地人口规模成正比，与两地之间距离成反比，并基于此提出了引

力模型（gravity model）。

最近几十年来，西方学术界又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多种学科，在

微观、中观和宏观三种层面对于近代以来的大规模国际移民的原因做了深入的探讨。李、刘（2010）

对此有比较详细的整理和描述。这里只列举主要的理论如下。

以拉里・萨斯塔（Larry Sjaastad）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Neoclassical 

economics theory）强调移民的要因在于移出国与移入国之间的工资差距；以奥迪・斯塔克（Oded 

Stark）为代表的新经济移民理论（the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把家庭而不是个人看成

移民的主体，其目的不全在于工资收入，更主要的是为了降低风险，寻求多种生财之道；以迈克

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market 

theory），则认为发达国家内部存在双重劳动力市场，本地劳工不愿意进入低层劳动力市场，因

而需要外来移民填补其缺；而萨丝凯・萨森（Saskia Sassen）等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则强调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此外在国际移民延续问题上还有网络理论（Network 

theory）、移民文化理论等等。

上述这些理论虽然还不能单独完满地说明移民的理由和分布空间特征，但将各种理论加以综

合分析，取长补短，却能揭示出移民的若干重要原因和特征。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间之所以出现亿

万人口国际大迁移，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从欧洲向全球扩张的结果。世界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其核心与实质是劳动力在国际劳动力市场

上转移和流动。而劳动力的全球流动也不是孤立的，它是与资源、商品、资金、信息在世界市场

中的移动和交换是分不开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源和各种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进行新的配

置。劳动力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特殊商品，是生产诸要素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而移民则在其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起着重要作用。

第 1表 人口迁移的七大定律

机制 定律 定律之内涵

迁移机制
经济律 迁移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和改善生活质量

城乡律 农村居民迁移的可能性要大于城镇居民

迁移结构
性别律 女性迁移以短距离为主，且相对于男性迁移倾向更强

年龄律 各年龄段，人口迁移的倾向是不同的，青年人是人口迁移的主体

空间特征

距离律 迁移人口的数量分布随着距两地的距离的增加而呈减少趋势

递进律
中心城市吸纳乡镇人口所造成的空缺，将由乡镇周边更远地区的居民所填补，直到

中心城市的吸引力波及到最偏远的角落

双向律 迁移的流向不是单向的，每一股主流都伴随相应逆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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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

由王、刘（2014）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９）显示：2013

年世界移民人口数量达到 2.32 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 4.2%，比 2010 年的 2.14 亿增加了 0.18 亿，

比 2005 年的 1.95 亿增加 0.37 亿。从 2000 年到 2013 年，移民人口数量年平均增长率为 2.2%。

该报告同时指出，截止 2013 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到 934.3 万人，23 年间增长了

128.6% ；进入 21 世纪后，移民数量增长更快。中国从 1990 年的世界第 7 大移民输出国，上升

为 2013 年的第 4 大移民输出国。因此可以说，对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的研究，是世界移民研究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1．人口国际迁移的历史

有关中国的国际人口迁移历史，朱（1994）在《中国的海外移民》一书中将民国时期以前的

中国的海外移民史分为如下五个阶段：即自秦至隋为发轫阶段 ；唐宋元明为自发阶段；明末清初

为过渡阶段；晚清时期为高潮阶段；民国时期为持续阶段。此书分别对各个阶段的中国海外移民

情况作了深入的历史考证和理论剖析。其内容包括：海外移民兴起和发展的原因与历史背景；不

同阶段海外移民的类型与特征；海外移民的规模、流向和分布；海外移民对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人口等所带来的影响等等。

曹（1997）在其著《中国移民史 第 6 卷 清民国时期》中，将中国历史上的海外移民分为 3

个阶段进行分析。即第一阶段为秦汉至隋时期；第二阶段为唐宋元明时期；第三阶段为明后期至

清中期。对于近代的中国移民，根据大规模海外移民的历史背景和移民潮形成的“苦力贸易”，

将中国近代的移民分为 1840 年-1912 年的移民高潮时期和民国时期的海外移民两个时期。此外，

丘（2001）将近代及现代的中国大规模人口国际迁移分为鸦片战争之后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特别是在 1970 年代之后两个时期进行分析。

清朝建立后，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大清律例》第二百二十五条即明文规定 ：“一切

官员及军人等，如有私自出海经商者，或移往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府县官员

通同舞弊，或知情不举者，皆斩立决。仅属失察者，免死，革职永不叙用。道员或同品官员失察者，

降三品调用。督抚大员失察者，降两级留任，如能于事后拿获正犯明正典刑者，得免议。”

即使有如此严厉的规定，仍有不少人生计无着，迫不得已冒险赴海外谋生。据晚清史料《小

方壶斋舆地丛钞》10）记载 ：“闽、粤之轻生往海外者，冒风涛、蹈覆溺而不顾，良由生齿日繁，

地狭民稠，故无室无家之人，一往海外，鲜回家者。”

据考证华侨 11）一词直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才开始传播使用，而华侨往往自称为“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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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把自己的故乡中国则称为“唐山”（张，2003）。这一方面说明唐朝国势强盛，影响远播，另一方

面也说明唐代对海外的移民人数可观。在宋、元、明几代，这种类型的移民继续有所发展。大体上

说，中国强盛时，对海外的开拓性或经营性移民较多，中国动乱时，则以避难或流亡式移民较多。

鸦片战争前，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总数大约 100 万人，而 1879 年已达 300 万人，1919 年为 

638 万人，至 1948 年则增加到 872 万人（张，2003）。在鸦片战争前，华侨华人的分布范围主

要限于距离中国较近的东南亚各国。

1804 年，英国等八国列强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清政府不断地向列强屈服，列强在鸦片

战争中获得的一项重要的战果就是达到了招徕中国众多劳动力以满足黑奴贸易被禁止后各国殖民

地对于劳动力的需求。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藩篱瓦解，大批中国劳动人被迫到海外充当劳工苦力。

而这时中国社会百病丛生，人民困苦已极，许多人不得不流往海外以谋一线生机。在此形势下，

形成了一个向海外移民的高潮，并一直持续到整个民国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侨华人的分布

范围开始从东南亚为主的空间格局向世界各地转变，分布范围在不断扩大外延。比如，1847 年

华人抵达古巴，1849 年抵达美国，1852 年抵达澳大利亚，1858 年抵达加拿大，1904 年抵达南

非，1910 年抵达巴西。

关于海外华侨华人和华裔的人数，以前没有精确的统计。据介绍，近百年来，海内外学者和

研究机构少有对中国海外移民及其后裔的数量进行整体估算，其差异很大。比如对 21 世纪初全

球华侨华人数量的估算，少的则为 3,000 万，多的竟达到了 8,700 万，以至从官方到民间大多用

含糊的“几千万”的说法 12）。

根据（张，2003）等的研究资料，将 1980 年代华侨华人在世界上的分布情况按人数多少列

举如下 : 印度尼西亚（600.0 万人，1983 年）、马拉西亚（453.1 万人，1980 年）、新加坡（201.1

万人，1988 年）、美国（164.6 万人，1990 年）、菲律宾（100.0 万人，1983 年）、越南（70.0

万人，1983 年）、缅甸（70.0 万人，1978 年）、加拿大（45.0 万人，1984 年）、英国（15.0 万人，

1984 年）、印度（13.0 万人，1980 年）、澳大利亚（12.0 万人，1983 年）、法国（11.0 万人，

1982 年）、巴西（10.0 万人，1983 年）、日本（7.9 万人，1982 年）、荷兰（5.0 万人，1983 年）、

柬埔寨（5.0 万人，1983 年）。这组数据尽管不太完全和准确，但是可以作为了解改革开放政策

初期的华侨华人的概要和分布趋势的参考资料。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2011 年 11 月 30 日发表的《华侨华人分布状况和发展趋势》13）的研究表

明，20 世纪初，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约为 400-500 万人；20 世纪 50 年代初，华侨华人总数增加

到 1,200-1,300 万人（其中 90％集中在东南亚各国）。从 1970 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后到 2008 年的

30 多年，从中国前往世界各地的移民已超过 1,000 万人。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约 800 多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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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港澳台地区的约 160-170 万。前往发达国家的中国新移民约 700 万，前往发展中国家的有 300

多万。截至 2007 年-2008 年，全球华侨华人总数已达 4,543 万人（约 73％集中在东南亚），

2011 年增加到 5,000 万人左右。据称，这个成果是迄今为止对全球华侨华人总数“最接近真实

的统计”，“对准确了解和把握侨情变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联合国出版的一系列人口统计资料及报告书 14）亦为研究国际人口移动及华侨华人研

究提供了准确可依的数据。另外还有、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北京理工大学联合发布的中国第

一部年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之后相继出版的《中国海归创业发展报告（2012）》、《中

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3）》、《海外

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2014）》及最近发行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都会促进该领域

研究的发展。

2．人口国际迁移的状况

这里先对世界各国的人口迁移做一个概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的不断

发展 , 资源、商品、资金、信息、技术以及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 , 从而带动了人口的国

际移动。这个时期的人口的国际迁移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 主流是从发展中国家移入发达国家。

根据联合国出版的《世界人口透视 2004 年修订版》15），其中 VolumeIII: Analytical Report 的

第五章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中的资料，显示了世界各国各地区净移民的数据 16）。其分布和

变换的趋势如下。自 1950 年到 1960 年，净移民的国家分别是前苏联（132.8 万人）、意大利（101.0

万人）、朝鲜（89.1 万人）、西班牙（77.7 万人），阿根廷（72.2 万人），中国（71.3 万人），中

国仅居第六位。那么，进入 1990 年代，世界的移民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1990-2000 年，净移

民的国家分别是墨西哥（380.0 万人）、中国（312.1 万人）、哈萨克斯坦（283.0 万人）、印度（280.7

万人）、巴基斯坦（265.1 万人），这个时期中国跃居为第二位。之后的 10 年即 2000-2010 年、

在净移民的国家中、来自中国的移民是 370.0 万人、中国依然是仅次于墨西哥（380.0 万人）的

世界第二位。巴基斯坦（274.0 万人）、印度（265.0 万人）、伊朗（197.9 万人）等国家随后。

对于未来的移民来源、分析报告书《世界人口透视 2004 年修订版》预计，2040 年到 2050 年、

世界的五大移民来源国将是中国（320.0 万人）、墨西哥（280.0 万人）、印度（240.0 万人）、菲

律宾（180.0 万人）及印度尼西亚（160.0 万人）。毫无疑问、中国将是未来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发表的《2003 年全球移民报告》, 全球移民人数已由 1975 年的 8400 万

人增加至 2000 年的 1. 75 亿人。该组织预测 , 到 2050 年 , 全球移民人数可能升至 2. 3 亿人。

我们再看看中国的人口国际迁移。中国的国际人口迁移的结果，主要体现在分布于世界各国

各地的华侨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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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外华侨华人的现状，中国侨网 2001 年的资料做了如下描述 17）。据不完全估计，海外

华侨华人的总数约为 3,300 万人，分布于五大洲的 151 个国家。其中，亚洲 34 个国家，华侨华

人人数为 2,664 万人，占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 80% ；美洲 39 个国家，502 万人，占总数的

15.1% ；欧洲 25 个国家，94 万人，占 2.8% ；大洋洲 17 个国家，56 万 3,000 人，占 1.7% ；非

洲 36 个国家，12 万 5,650 人，占 0.4%。另一方面，按国家计算，印度尼西亚 711 万 5,000 人；

泰国 649 万 7,000 人；马来西亚 551 万 5,400 人 ；新加坡 243 万 5,600 人；缅甸约 100 万人；

越南约 100 万人；老挝 16 万人；文莱 5 万 3,000 人，上述东南亚 9 国占了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

74.5%。北美（美国 280 万人，加拿大 96 万人）仅占了总数的 11.6%。

海外华侨华人的分布及数量，一般认为是近代及现代中国两次大规模人口国际迁移的结果。

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1840 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封建

半殖民地，大批农民失去了土地、小手工业者也大量破产。失去生活来源的中国人被迫涌向国外。

从鸦片战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一百年间，中国人口国际迁移人数多达 1,000 万。移民形

式主要是契约劳工和猪仔，至 20 世纪初才转为自由移民。迁出地主要是广东和福建，而迁入地

则为东南亚，也有一小部分迁至欧美各地。1880 年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相继实

施排华法令，致使那里的中国移民人数锐减。这也是现在华侨华人绝大多数集中在东南亚的重要

原因。

中国人口第二次大规模国际移民是在第二次大战之后，特别是在 1970 年代实施改革开放政

策之后。这次移民潮还在进行当中，到了 2000 年前后的人数估计在 400 万左右（包括香港、澳门、

台湾和东南亚各地的再移民，中国大陆移民约 100-150 万）。这次国际移民潮的主要移民形式是

家庭团聚、留学、商业与技术移民，除一般劳动者外还有相当比例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迁出

地也从沿海几省扩大到全国各主要城市，而移入地则集中在美、加、澳、日和西欧各国，迁入东

南亚的为数不多 18）。

3．最近的人口国际迁移的空间特征

课题研究《华侨华人分布状况和发展趋势》19）表明，20 世纪初，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约为

400-500 万；到了 1950 年代初期，总数增加至 1,200-1,300 万，其中 90％集中在东南亚各国，

这是这个时期华侨华人空间分布的特点。到 2007 年 -2008 年间，在全球 4,543 万的华侨华人中，

东南亚占比已降至 73％左右，而前往北美、欧洲、大洋洲和东亚的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华

侨华人数量出现较快的增长趋势。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大潮以及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的改善，

华侨华人遍布世界各地，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较多。连近百年来中国移民鲜至的拉丁美洲、非

洲和中东各地，也出现了多个数以万计的华侨华人聚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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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规模看，美国是拥有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大约每 5 个移民就有一个在美国。据王、

刘（2014）的研究，截至 2012 年，美国拥有的移民总数达到 4,578.5 万人。向发达国家和地区

流动一直是国际移民的大趋势。从 1990 年到 2013 年，北美地区的移民输入最为明显，所拥有

的移民比例从 18% 提高到 23% ；中东及北非拥有的移民占比从 10% 提高到 14% ；亚太地区、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拉丁美洲 - 地中海地区，比例均有所下降。

受经济条件的影响，全球移民流向依然以“南→北”和“南→南”为主，还呈现出从“发达

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移民（“北→南”）的新趋势。截止 2010 年底，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

的移民人数最多，约 7,429.7 万人。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大约有 7315.8 万移民。

此外，发达国家之间的移民数量为 5,346.4 万人，约占总移民人数的四分之一；还有少量发达国

家至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王、刘，2014）。

值得一提的是、受移入地金融危机等的影响、移民回流现象开始增多，“北→南”移民数量

有逐年递增的趋势。比如，以留学生为主要群体的移民回流现象在中国、印度、日本等留学生输

出国也较为明显。并且，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人民向发展中国家寻找商业机会和教育机会。例如，

韩国向菲律宾的移民从 2000年的 17.5万人增加到 2011年的 92.5万人，10年间增长了 430%（王、

刘，2014）。

那么，中国的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哪里呢？

中国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国依然倾向于传统的移民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

些发达国家。2012 年，在上述四个国家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分别为 81,784 人、33,018 人、

29,547 人、7,723 人，总数为 14.8 万人（王、刘 2014）。

中国是仅次于墨西哥的美国第二大移民来源国。2010 年美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美国共有

华裔居民 430 万人，其中约一半出生于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2012 年，中国获得美国永久居

留签证的人数为 81,784，占永久居留签证总数的 7.9%。其中，20,463 人获得经济移民签证，占

美国经济移民签证总数的 14.2%。在经济移民中，6,124 人获得有条件投资移民“绿卡”，占当

年美国发放的有条件投资移民“绿卡”总数的 80.1%。美国移民和公民服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在 2013 年美国颁发的投资移民签证中，中国人占了 3/4 以上（王、刘，2014）。

中国是加拿大首要的国际移民来源国。王、刘（2014）在《中国国际移民报告》指出，自

1996 年加拿大政府全面开放对中国大陆的独立移民申请以来，中国移民在加拿大的数量每年将

近 1 万人，到了 1996 年上升到 1.75 万人，2005 年上升到 4.22 万人，中国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国

际移民来源国。2012 年，在中国出生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签证的人数达到 33,018 人，比 2011

年增加 4,323 人，涨幅为 15.1%。同时近四年，中国是加拿大最大的国际留学生来源国，2012

年赴加拿大留学的学生达到 25,346 人，在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学生总数达到 80,638 人。获准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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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工作的劳工数量也不断增加，2012 年来自中国的劳工总数为 15,034 人，当年新增劳工数量

为 2,929 人。2012 年，加拿大向中国人签发了 23.5 万张旅游签证，也创历史新高。可以预见，

随着旅游、商务以及留学生的不断增加，未来移民加拿大的中国人将会持续增加。

澳大利亚也一直是中国人青睐的移民目的地。《中国国际移民报告》的数据表明，澳大利亚

六成投资移民来自中国。2011 年-2012 年度，获澳大利亚永久商务技术移民签证的中国公民为

4,614 人，比前一年度的 61.5% 上升到 64.1%。2008 年-2012 年的五年间，共计 21,562 名中国

人获得澳大利亚投资移民签证，占外国人获得澳大利亚投资移民签证总数 35,749 的 60.3%。中

国成为澳大利亚名副其实的投资移民的最大来源国。

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国际学生来源国、高学历者比重较大，这也是中国技术移民多的理由

之一。2008 年-2012 年，技术移民签证中国人数共计 79,556 人，占技术移民签证总人数

516,729 人的 15.40%。2012 年-2013 年度，中国通过积分制技术移民澳大利亚的人数达到 8,030

人，比前一年度增加了 130 人（王、刘，2014）。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还显示，中国是仅次于英国的澳大利亚旅游签证第二大来源国。2012

年-2013 年度，在澳大利亚签发的 3,728,879 份旅游签证中，有 473,206 份颁发给了中国游客，

占旅游签证总数的 12.7%。同时，中国也是澳大利亚国际留学生、短期商务签证的第一大来源国，

是短期学术交流签证的第二大来源国。

2012 年有 25,509 名中国公民获得澳大利亚永久居留签证，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移民来源数量

最多的三个国家之一（王、刘，2014）。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人更偏爱在悉尼落脚。据澳大利亚公

布的 2011 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居住悉尼的中国人的数量（占悉尼总人口的 3.4%）快要超过英

国人（3.5%），将成为这个城市最大的移民族群。

在《中国国际移民报告 2014》中还可以发现、华侨华人占新西兰总人口数的 3.4%，已跃居

新西兰第二大少数民族。1986 年至 2006 年的 20 年间，新西兰的华侨华人人口从 19,494 人增

至 140,570 人，增加了 6 倍多。据统计，2008 年 7 月至 2013 年 11 月的 5 年间，获得新西兰永

久居留签证的中国人达 40,888 人，其中获得商务、技术签证的为 16,119 人，约占总数的

39.4%。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6 月的一年里，获得新西兰永久居留签证的中国人为 6,817 人。

据介绍，2012 年，中国已超越美国和英国，成为仅次于澳大利亚的新西兰第二大旅游客源地，

前往新西兰旅游、度假、留学及从事商务活动的中国旅客超过 20 万人次。

由于新一轮的中国大陆海外移民潮正在持续，再加上新西兰政府 2013 年宣布的赋予赴新进

行旅游、度假、留学及从事商务活动的中国人两年内多次往返免签证待遇 20），可以预计中国移民

新西兰的人数将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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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国际人口迁移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人口的国际迁移的增加，不仅对迁入国的社会经济产生一定影响，对迁出地的影响也是不能

低估的。王、刘（2014）指出，移民不再是零和博弈，可以为移民输出国和出入国都受益。

2012 年，国际移民汇款回国超过 4,000 亿美元，而当年的官方发展援助仅为 1,260 亿美元。

2013 年 10 月，联合国“国际移民和发展”高级别对话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报告引用联大主

席阿什的话，过去 7 年的事实证实，如果移民问题处理得当，就会减少贫困、改善人力资本、为

全球发展作出贡献。

移民给国际社会带来的积极意义是肯定的。但是，就 1970 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的

情况来说，同时也派生了许多负面影响。改革开放政策使外资和外国人蜂拥而至，同时，也逐步

放宽了中国人的出国限制，出国热蔚为时尚，大规模移民潮也随之而至，持续至今。改革开放以

来的出国移民通常被称为新移民 21）以区别老华侨华人。事实证明，在中国新移民潮中，中国的

近邻东南亚并非移民的首选目的地。从改革开放初期到 1990 年代中期，发达国家才是中国新移

民的主要目的地。但是，1990 年代中期以后情况有了新的变化。伴随发达国家对外国移民日趋

严厉的限制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贸关系的改善与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新移民更倾向于选择发

展中国家作为目的地。

依出国目的、途径和职业结构，中国新移民大致可分为留学生，非熟练劳动力，商务移民以

及劳务输出人员 22）等 4 种。近 40 多年的大量移民，已经开始给移民送出国的中国带来许多负面

影响。在这里至少有 2 个问题值得指出。第一个是中国输送了大量的移民，使中国流失了大量的

脑力资源。第二个是致使传统侨乡的人口结构的畸形变化，特别是侨乡的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1．大量脑力资源的流失

根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资料分析，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在不段增长。第 1 图是 1988 年至 2011

年期间中国大陆出国留学人数的变迁的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1988 年到 1999 年，每年都有大

约 2 万人出国留学，人数在稳中略增。但是，到了 2000 年以后，出国留学人员从 2000 年的约 3.8

万人激增到 2011 年的大约 34 万人。同时可以从表中还可以看出，公费出国留学人员占总出国

留学人数的比例越来越小，从 1988 年的 46% 下降到 2011 年的 7% 左右。可见，自费出国留学

人员是中国出国留学人员的主力。

这些出国留学人员当中有高中生、大学生，也有硕士毕业生和少部分博士毕业生。他们在中

国国内至少接受了中等以上的教育，他们的外出不归意味着中国为他国承担了巨大的教育成本，

为他国培养了人才，可以说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比如，中国最著名的北京大学有些科系的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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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有四分之三移居到了美国。这些由中国付出巨大教育成本培养出的人才，在科、教、研领域，

特别是能够创造高附加值的知识经济领域为移居国工作，对急需发展人才的中国无疑是一种重大

损失。

他们不仅具有较高的学历、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能力、流动性大，不仅来自传统的老侨乡，

更是来自全国各地。这些出国留学人员其本身就是学术精英或潜在的精英，其出国的动机并非谋

生存，而是寻求更好的教育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事实上，这些出国留学人员大绝大部分没有回国创业，而是选择了居留国外。尤其是各方面

的专业人材，其才能在发达国家得到了最大限度地发展。同时，他们也在发达国家当中选择更有

利于自己发展的空间。改变定居地，成为新移民中学术精英的常态。比如，新加坡吸引了数以万

计的北美中国新移民专门人材，日本、欧洲的中国留学人员前往美国定居，无疑是为了寻求更好

的发展空间。

1980 年代后期，中国政府也曾注意到留学人员逾期不归导致的人才资源、脑力资源的流失

问题。但是，由于政策不到位，加上中国国内的研究环境和生活条件等硬环境不可能一下改变，

无力扭转出国留学人员去而不归的趋势。以所谓的“在海外储备人才”为由，于 1993 年提出“支

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实质上是放任出国留学人员留居海外。中国学生在留学

期间，通常都申请让其家属前往陪读，且大多可获得入国签证，因此， 40 多万出国留学不归者连

第 1图 1988 年至 2011 年期间中国大陆出国留学人数的变迁
（根据中国教育部统计资料整理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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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家属，数量可达 60 万 -70 万人，绝大多数定居在发达国家。这些留学人员及其家属定居当

地后，利用发达国家优待家庭团聚移民的政策，再申办各自的家庭成员移民，启动新一轮的亲属

移民潮（庄，2006）。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 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3）中指出，中国海外移民最大的负

效应是人才流失。作者也对大量的脑力资源表示忧虑。但是，也注意到一些新的看法。王、刘（2014）

认为，中国人海外移民不完全是坏事，需要辩证的去看：一方面，它反映了中国居民收入的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在个人身上开始显现；另一方面，它使人们逐步关注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间

的差距，成为了中国反思和自省的动力；一方面，移民带走了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越来越多

的海外华侨华人分布世界各地，成为了中国的海外人才库，将可能为中国带来更大的效用。

从宏观角度讲，中国海外移民的扩大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相关，是中国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

重要起点标志。中国海外移民与其他国家的移民共同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补充作用。

近年来，中国出国留学人员也出现了一定的回国倾向，成为世界移民从北到南流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跃升和生存环境的改善，中国不仅对海外留学生人才，对世界他国

人才的吸引力也会越来越大。王、刘（2014）引用英国汇丰银行对全球近 100 个国家的 7,000 名

移居者的调查研究，2013 年，中国凭借较高的“经济收入”和“生活体验”排名第一，成为全球

最受欢迎的移居地。但是，王、刘（2014）也没有否认“此项调查结果存在争议”，强调“至少

说明有大量的外国人才存在来华工作和生活的需求。”作者认为，这种潜在需求如何变为现实，中

国国内将有许多工作要做以改善出国留学人员的回流环境，使他们能在国内施展才华，安居乐业。

2．侨乡的留守儿童问题

和其他国家一样，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中国农村也自然地出现了人口减少、高

龄化和农业衰退等社会问题。农村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已经成为深刻得得社会问题。据统计，

2012 年全国小学毕业生 16,415,565 人中，有 1,571,458 人属于农村留守儿童（占总数的约

10%）。小学在校生 96,958,985 人中，有 15,178,772 人是留守儿童（约 16%）。同年度的小学招

生数 17,146,640 人，其中 263,8792 人属于农村留守儿童（约 15%）。再看看同年度的初级中学

的情况，留守儿童的比例也分别在 15% 左右 24）。

这个问题在侨乡更为突出。侨乡的农村地区有大量年轻人出国留学经商，加剧了侨乡的人口

减少和高龄化的步伐。张（2009）及山下等（2010，2012）在老侨乡福建省福清市和浙江省青

田县的调查研究也证实了这个事实。杜（2008）、何（2008）、杨等（2010）均对老侨乡青田的

华侨留守子女教育的现状做了调查研究。

浙江省青田县是有名的侨乡。据何（2008）的调查表明，青田县在校中小学生 58,647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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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父母双亲或单亲在国外的学生 18,767 人（占中小学生总数的 32.8%）; 有海外关系的学生

49,849 人（占中小学生总数的 85.9%）。幼儿园在园儿童 11,608 人 , 父母双亲或单亲在国外的近

4,000 人 , 留守儿童约 8,700 人（照片 1）。据公安局出入境科统计 , 父母双亲或单亲在国外的孩

子中拥有外国国籍的超出 5,000 人。华侨留守儿童每年以上千人的速度增长 , 其中最小的仅出生

一个月左右就被带回中国 , 在中国寄养时间最长的达十五、六年。在县机关幼儿园 380 名儿童中 , 

有 190 人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守儿童 , 占总人数的一半 , 其中最多的一个班级 50 名儿童中就有 32 

名是留守儿童。在县实验小学 , 还接收过 14 岁回国读五年级的学生 , 回国时完全不懂中文。全县

重点侨乡方山的乡校中汇集了世界 38 个国家和地区的孩子（留守儿童约占 70%）, 成为独具特色

的“联合国校”。

杨等（2010）对青田县华侨中学、船寮中学、方山乡校、山口镇小等 4 所学校 500 名华侨

留守子女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的结果表明，青田县华侨留守子女父母及监护人调查情况，复数

回答结果如下：父亲外出打工或经商者占 19.9%，母亲外出打工或经商者占 20.3%，父母都外出

打工或经商者占了 59.8%。另外，父母在国外经商者占 3 8.1%,打工 28%，餐饮 10.6 %，其他 9.9%，

不知道 13.4%。现在和谁住在一起：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者占 38.7%，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者占

28.4%，和兄弟姐妹住在一起者占 8.9%，和其他人住在一起者占 24%。

侨乡的留守儿童的生活和教育存在许多侨乡特殊的问题。杨等（2010）的研究显示，家庭教

照片 1 青田县方山乡的留守儿童
（作者 2010 年 8 月 27 日摄影）



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及其最近的动向（张）

（ 947 ）  155

育的缺失，情感缺失。留守子女教育问题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就是家庭教育的缺

失。留守子女一般由爷爷奶奶带，或寄居在亲戚家中。爷爷奶奶的“隔代亲”，对孙子孙女溺爱、

放任，或者就是爷孙间存在沟通、交流的问题，难于管教。由于留守子女缺乏家庭管教，缺少良

好的家庭环境和有效的监管，导致学习成绩差、性格偏激、行为不良。留守儿童的父母因长期远

离子女，对子女的爱有种补偿性质，或是由于愧疚心理，对子女的要求大多是有求必应，给予子

女更多的零花钱，使子女成为了班里的“富裕一族”，造成这些留守儿童虚荣心的暴涨，电脑游

戏等不良生活习惯的养成。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不仅是家庭问题也是侨乡的社会问题。

Ⅳ．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的动向

随着中国开放政策的扩大和深入，中国经济进一步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外文化也进一步相互

渗透和影响。资源、商品、金融、信息、人口将在全球范围加速移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多领域

交往将更加频繁 , 中国人与外界的人员交往将更加密切 , 作为人口送出国，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的

人数必将大增。中国国内，人口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到小城市，然后小城市到中城市，中城市

到大城市，大城市到海外的人口流。同时，不分城乡不分沿海内地，从全国各地全方位广范围直

接流向海外的人口流也逐渐形成。因此，中国国内各区域的人口数量和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即农

村人口剧减和高龄化，城市的人口剧增和高龄化。

同时，作为移民接受国，对中国人的签证的条件缓和等吸引政策，使得中国人更加容易向海

外移动。最近的资料也表明，移民目的地也由中国周围国家向全世界各国全方位转变，由先进国

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变和扩张。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只要世界局势平安稳定，来自中国的

国际移民将会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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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１）人口自然变动是指由于出生和死亡引起的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动。就一个没有迁移变动的封闭人口系统来

说，自然变动是引起人口总数变动的唯一因素。如全世界总人口数量的变动只有出生和死亡两个人口变

量。另一方面，人口社会变动是指人口从一个社会集团转入另一个社会集团的变动。包括人口的阶级、

行业、职业、教育程度、宗教信仰、语言等方面的变动。这种变动是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的变化引起的，会引起人口社会构成发生变化，并会影响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因为篇幅关系，本文

对人口自然变动和人口社会变动不做详细论述。

２）联合国国际人口学会编著、杨魁信，邵宁译（1992）:《多种语言人口学辞典》Multilingual 
Demographic Dictionary，商务印书馆（北京）, 229p。

３）“移民”一词在汉语文献里，最早出现在《周礼 · 秋官 · 士师》中。“若邦凶荒，则以荒辩之法治之令，

令移民通财，纠守缓刑。” 其大意是：如果国内发生粮食歉收引起饥荒时，就应该采用救济的特殊措施，

一方面可以让受灾百姓迁移到粮食丰收、价格较便宜的地区；另一方面可以从丰收地区调运粮食来救灾。

此文中的所谓“移民”并不是名词，而是作为动词使用，即迁移人口的意思。

４）胡焕庸（1935）：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地理学报 , 2，pp33-74。 
５）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1990）：《中国大百科全书 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

589p。
６）一般简称为推拉理论。

７）Ravenstein, E. G.（1885）: The lo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Vol. 
XLVII, Part2, June, pp167-227.

　　Ravenstein, E. G.（1889）: The lows of migration, second paper,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Vol.LII, June, pp241-301.

８）Zipf, G.K.（1946）: The P1P2/D Hypothesis: On intercity movement of pers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1（6）, pp677-686.

９）详见 http://www.pishu.com.cn/skwx_ps/bookdetail?SiteID=14&ID=1952888，皮书数据库。最终阅览

2014 年 10 月 28 日。

10）颜斯综：“南洋蠡测”，《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再补编六（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东南亚华人历史文献：

http://libapps2.nus.edu.sg/sea_chinese/sea_chinese_part3.1.htm。最终阅览 2014 年 7 月 28 日）。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对华侨、华人做了相应的定义。定居国外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

当中，至今仍然保留中国国籍者称为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者则称为外籍华人，回到中国定居者称为归

国华侨（简称归侨）。上述三种人的直系亲属称为侨眷，非直系亲属则称为侨属。

12）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1/30/c_111206719_2.htm。最终阅览 2014 年 7 月

28 日。

13）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1/30/c_111206719.htm。最终阅览 2014年 7月 28日。

14）参见 U. 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的网页 :  http://www.
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 

15）U. N.（2005）: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4 Revision. III: Analytical Report. http://www.
un.org/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WPP2004/WPP2004_Volume3.htm

16）中国大陆移民的数据中包括对香港及澳门两特别行政区的移民。

17）丘立本（2001）：全球化与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据中国侨网 http://www.chinaqw.com/，最终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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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28 日）。

18）丘立本（2001）：全球化与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中国侨网。

19）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1/30/c_111206719.htm。最终阅览 2014年 7月 28日。

20）2013 年 4 月 9 日访问上海的新西兰总理约翰 · 基宣布，为吸引更多中国游客赴新西兰旅游，该国移民

局将从下月起为赴新个人游的中国游客提供 24 个月内多次往返新西兰的签证。此前，该签证只能在 12
个月内多次往返新西兰。据介绍，新西兰政府的目标是，在未来的一年里，中国旅客数量能比 2012 年

增长 1 倍，5 年后将增长至 100 万人（据上海市人民政府网页 : 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
node2314/node2315/node17239/node27049/u21ai731666.html。2014 年 10 月 28 日最终阅览）。

21）中国新移民（New Chinese international migrant），一般指 1970 年代以后迁往外国的中国移民（包

括从香港、台湾和澳门移居外国的新移民）。

22）劳务输出人员有别于一般移民，大部分劳务人员在合同期满回国，仅有少部分人留居当地。

23）中国青年报，2007 年 2 月 12 日，中国海外移民最大的负效应是人才流失。http://zqb.cyol.com/
content/2007-02/12/content_1674646.htm。最终阅览 2014 年 7 月 28 日。

24）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3》中的第 20-28 表 普通小学学生情况（2012 年）和第 20-26 表  分年级初中

学生情况（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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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における人口の国際移動および最近の動向

　1970 年代以降の中国では，対外開放政策の深化および経済の発展に伴い，中国国内ではビジ

ネスや出稼ぎなどの理由で，人口の国内移動は急速に増えてきた。旧正月の帰省ラッシュは民

族の大移動と称して度々大きく取り上げられてきた。一方，海外へ出かける中国人も増加の傾

向にあり，老華僑や伝統的な僑郷に関する研究に加え，最近の人口の国際移動に関する研究も

盛んである。

　本稿では，人口移動およびその研究を概観し，中国における人口の国際移動の歴史，最近の

動向および国際移動の空間的特徴を述べた。最後に人口の国際移動の増加が中国国内へどんな

影響をもたらしたのかを検討した。

　主な結果は次の通りである。中国における人口の分布と移動は中国の自然環境に大きく依存

し，胡煥庸ラインは今でも重要な意義を持っている。一方，人口の国際移動は秦の時代にまで

遡ることができ，今は世界の殆どの国と地域に華僑と華人がいる。しかし，華僑華人の人数に

ついては，最近まで数千万人という不精確なデータしかなく，その詳細が十分把握されていな

かった。近年，『中国国際移民報告 2014』などのような調査報告が相次いで公表され，中国に

おける人口の国際移動の新動向は明らかになった。伝統的に中国に近い東南アジアの諸国が主

な移民先であったが，2000 年以降は欧米および東アジア（日本，韓国）などの先進地域への移

民が増えてきた。現在，中国がアメリカにとってメキシコに次ぐ第 2の移民送出国である。ま

た，中国はカナダの最大移民送出国であり，オーストラリアの第 1の留学生供給国と第 2の観

光客の送出国である。一方，中国では人口の国際移動の増加に伴い，頭脳資源の流出や留守児

童・留守老人などの問題も起こっている。

（張　貴民，愛媛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