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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俄越人看中國人
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人形象第二場學術座談會

▓長  弓

負面大於正面的形象

去（2012）年12月14日，華僑協會

總會舉辦「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人形象」

第一場學術座談會，暢談美國人、法國

人、日本人怎樣看待中國人，參與座談

人士互動熱絡，腦力激盪，迴響不絕。

延續這股熱潮，復於今（2013）年3月15

日，邀請政治大學劉蕭翔教授、暨南大

學林開忠教授、政治大學林祈昱博士，

分別以他們田野調查的研究心得，漫談

俄羅斯人、馬來人及越南人眼中的中國

人形象。

劉蕭翔認為，俄國人眼中的中國人

形象三部曲，是從不瞭解中國而產生的

野蠻未開化的中國人，到驍勇善戰的紅

軍、勤奮的勞工，到擅於走私經商、非

法移民的黃色浪潮。

林開忠認為文化宗教差異及保障

馬來人的政治制度，導致在大馬國內兩

大族群的刻板印象，華人認為馬來人懶

惰、是未開化的、不文明的，馬來人認

為華人是外來者、寄居者、不禮貌民

族。

林祈昱認為，越南人眼中的「三

面」中國人，表面上是朋友，骨子裡面

是要保持距離、提防的，側面則是「一

個中國」至上。

飽受歧視的憤慨

理事長陳三井開場表示，本會宗

旨之一就是研究華僑問題，這是屬於學

術研究範疇，雖然本會會員之中，不乏

研究華僑問題學者，但學術研究必須和

學術界和大專院校交流，也就是說，和

學術界交流，才能擴大我們的視野，才

能夠深化我們的研究。我們講外國人眼

中的中國人形象，跟國家的強盛有密切

的關係。換句話說，國力強盛為形象之

本。清末民初國家衰敗，華僑或華工移

民到國外異地去奮鬥，那個時候真是滿

腹心酸，被人家歧視，被人家看不起，

有苦說不出。

在早期台灣，不斷跟幾個國家斷交

以後，台灣處境非常辛苦，也可以說是

滿腹心酸。陳三井以他當時遭遇事情，

說出國弱的心酸。1964年到法國念書，

那時台灣與法國剛斷交，數年以後學成

回國，舉家從馬賽港乘法國遊輪回台

灣，途經新加坡準備上岸，但新加坡官

員不准他們全家人上岸，其他遊客全都

上岸去了，只賸下他們全家留在船上，

而且警察每一個小時來查看在不在，這

種待遇極盡侮辱。

第二件事，有一年去西班牙，從

西班牙要回法國的邊境，也就是火車交

接邊關上，那時所有遊客都過了關口，

從西班牙火車換成法國火車，但是只有

他一個人被留下，等到所有遊客走完，

才處理他的簽證，所以這種心酸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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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國政府還是應該頒發勳章給中國

移民，要感謝中國移民對健全美國移民

法所做的貢獻。 
一位羅馬尼亞移民問：「為什麼你

們中國人幹什麼事情都那麼邪乎？不把

這件事幹死不甘休? 我讓他舉幾個例子，

他眉飛色舞地說：「你看，所有國家都

在食品裏放添加劑，包括美國。可是你

們中國人一開始放，就在所有食品裡面

放，放添加劑不夠力，後來直接放化學

藥物，讓人吃死才甘休。聽說你們國內

的食品，裡面全有毒藥。以後就直接吃

人還安全點。」

一位埃及移民說：「你們中國人幹

什麼都追求世界之最，蓋樓要蓋世界最

高的，生人要生世界最多的，下雨要能

下淹死人的雨，建高鐵要世界最快的，

而且是能追尾的。你們打兵乓球，要囊

括所有獎牌，不給別的國家留一塊，直

到讓奧運會不得不取消這一項；你們出

國要占最多的留學生，出口要占世界頭

位，你們怎麼就不能『中庸』點呢？」

看完以上的網路報導，好像黃河

般的中國人奔騰到那裡，那裡就會出現

「世界末日」的美景。其實也不盡然，

殊不見據媒體報導：中共的國家主席習

近平在墨西哥與當地華僑見面時曾表

示，在國際金融風暴中，中國能夠基本

解決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已經是對全

人類最偉大的貢獻。

習近平又說：「有些吃飽了沒事

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

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

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

的。」管他什麼「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人

形象」呢？（作者為本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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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分會會長麥錦鴻來訪

多倫多分會會長麥錦鴻（右1）、副會長金聲白（左2）102年6月13日來會拜訪，理

事長陳三井（右2）、秘書長劉本炎（左1）接待，雙方就多倫多分會年來會務活動

及四月雪梨的第四屆聯誼大會交換意見，麥、金兩位表達希望能繼法國分會承辦

2015年會後，舉辦2017年聯誼大會之意願。隨後共同以主人身分，接待歐洲華僑華

人台灣文化之旅訪問團一行39人。（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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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接觸經驗的累積。

中國人形象在俄人眼中的轉變

帝俄時期，中國形象變化在主導著

俄國國家發展的兩股力量─西化派及斯

拉夫派。西化派認為俄國必須要防止自

己淪落到像中國那樣的僵化停滯不前，

重蹈歐洲的覆轍，從宗教觀點來看，是

降低對基督的信仰而逐漸往中國化，所

以會從內在開始腐朽，喪失了固有信仰

與精神力量，進而競爭力降低，而淪落

到失敗者的地位。但也有更為激進者，

他們結合愛國主義者，認為俄國應有傳

播歐洲文化於亞洲之使命，征服中國，

教化中國，進而改變半野蠻的中國。

雖然西化派內有溫和者也有激進

者，但最終都和斯拉夫派結合，認為斯

拉夫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俄國是東方

的保護者，負有傳播基督教發展及併吞

中國的天命。

由於這種斯拉夫民族有教化東方

使命的彌賽亞主義的催化，所以在帝俄

時期的沙皇二世對遠東採取了積極的政

策。隨著俄國的東擴，中國已不是遙不

可及的國度，而是隔著黑龍江的毗鄰的

鄰居，甚至出兵佔領了滿州。當時俄軍

總司令在《戰後省思》書中提到，佔領

滿州對俄國非常不宜。

在這個時期俄國人眼中的中國人，

大致可歸類為野蠻、潛在的移民強盜、

淹沒俄國的黃色浪潮。隨著兩國邊界人

口失衡的擴大，在二十世紀初，俄國對

中國移民格外的恐懼。

蘇聯時期赫魯雪夫曾說，中國是俄

國的無產階級兄弟；史達林則認為，中

國可能是與敵人裡應外合的第五縱隊。

儘管如此，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生活

在蘇聯的中國人，給俄羅斯人的印象卻

相當正面，除被視為果敢、嚴肅與狂熱

的紅軍戰士外，還是勤勞、聽話的中國

工人，而這樣的正面形象還持續了近一

個世代。1950年代，蘇聯官方傳媒更大

力宣傳兩國永恆、牢不可破的友誼。

蘇聯解體後，1990年俄羅斯獨立，

和蘇聯建政時期一樣，大破大立，全面

否定過去，務實看待中國，因為中國與

俄羅斯有關世界上最長陸地邊界，即使

俄羅斯外交重心不在亞洲，但還是要維

持和中國的合作和睦關係，免簽證旅遊

為俄帶來無窮禍患因為很多中國人利用

免簽證管道，隨身行李挾帶大量貨品進

出兩國，形成旅遊貿易。

由於邊境貿易制度不完善，衍生

犯罪與非法移民問題，1993年，臆測非

法移民從數千人到五百萬人都有。故從

1994年，取消對中國人免簽證待遇。俄

羅斯雖力圖亡羊補牢，但中國人在俄羅

斯人眼中的形象，很快由勤奮、尋求致

富變成鑽營漏洞的非法移民，而且普遍

不為俄羅斯人所喜愛。

林開忠談大馬華人與馬來人

   林開忠首先就「刻板印象」下個

定義，他認為馬來西亞是個多元族群的

國家，不同族群之間存在著對彼此的

「刻板印象」，所謂「刻板印象」是我

族對他族的看法，在大馬，就是華人如

何看待馬來人？這不牽涉到歧視或偏

見，只是一種態度的反映。

2008年，他在馬來亞大學進行短

期訪問，曾對43位馬大學生進行訪談，

其中華人26位、馬來人有17位。訪談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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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向外人道也，比起現在我們和世界

一百多個國家免簽證，真是不可同日而

語。所以，我們除了自己爭氣外，國家

也要強大，否則，我們在國外永遠要看

人家的臉色，看人家的白眼。

今天學術座談由僑協常務理事黃

海龍主持，分別由國立政治大學林祈昱

博士、國立政治大學劉蕭翔教授、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林開忠教授分別發表〈好

兄長或是惡鄰居？論越南人眼中的中國

人〉、〈俄羅斯人眼中的中國人：過

去、現在及其後的形象〉、〈刻板印象

中的大馬華巫族群關係〉三篇論文。

黃海龍主持座談會

黃海龍，波士頓大學精算碩士，

任職僑委會數十年，長年駐外，國際視

野寬廣。他說，外國人看中國人或者中

國人看外國人都是很有趣的題目，西方

人或是亞洲鄰近周邊國家看中國人近幾

年來或多或少都有變化，西方工業革命

之前，處於農業時代，中國在漢唐文治

武功隆盛時，外國人景崇仰慕中國，奉

為上國。清朝康雍乾盛世，中國國力強

盛，外國人看中國人可用「望風披靡」

四字形容，其仰慕中華文化之情溢於言

表，但是當西方列強興起，清末衰敗，

被西方人稱為東方睡獅，睡獅渾噩，棄

百姓生命財產安全於不顧，百姓遭遇之

淒慘，由歷史檔案中清楚浮現，這就是

國力衰弱的明證。

今天三位學者談的主題，其中越

南、俄羅斯與中國接壤，歷史恩怨或多

或少影響他們看中國人，而馬來西亞則

是華人族群與當地土著巫族相處關係，

一是跨國界的印象，另一是國內異族的

印象，是非常有趣的題目。

劉蕭翔論俄人眼中的中國人

西方國家中，要屬俄羅斯與中國接

觸最早，俄羅斯人最早接觸的東方人應

是居住在西伯利亞的鮮卑人後裔，西伯

利亞的發音與鮮卑極為相近，根據俄國

學者說法，俄羅斯人係透過蒙古人知道

有中國的存在。俄人在1579年越過烏拉

山，1644年抵達黑龍江太平洋岸。與此

同時，中國也起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1644年，明崇禎17年，既是大清順治元

年，也是大順朝永昌元年，在中國土地

上，同時有明崇禎帝、清順治帝及闖王

李自成等三位皇帝並立。當時，明崇禎

帝是中國正朔，但是從地緣來看，俄人

在黑龍江遇見了剛入關建立大清帝國的

滿族人。

俄國人眼中的中國人形象，涉及

了集體認知。這就有必要先談俄國人的

世界觀，就像中國人以自我為中心的天

朝觀一樣，圍繞在中國周遭的民族均視

之為蠻夷戎狄。那麼，俄國人對自己怎

樣看世界的定位，與政權的嬗遞息息相

關，從俄羅斯帝國、蘇聯到俄羅斯聯

邦，這一連串的改變，影響了俄國人對

中國人的看法。

俄羅斯人對中國的初始認識，有直

接和間接，間接方面是他們對東方的認

識一部份是受到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影

響，像是盧梭、狄德羅看法，另一來自

和蒙古接觸。直接方面則是俄國派駐清

朝使節團和商隊獲得的情報。雖然俄國

累積對中國的直接觀察，但還是很明顯

地受到西歐世界的影響，傾向以西歐的

觀點看中國，而忽略了自己和中國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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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人文方面，中國文化深深影響越南

文化，在越南採取法語拚音前，沿用中

國漢字已千年，越南文化其實是中國文

化的縮影。地理方面，越南與廣西、雲

南接壤，十幾個少數民族跨界而居，邊

境對他們來說不具意義，重要的是族群

相連的地理分佈與歷史，表達一民族多

國分佈狀態，所以邊境是有形的，族群

分佈是無形的。

歷史方面，自古以來中國就是天

朝，周邊國家都要向中國稱臣納貢，越

南也不例外，不當中國的藩屬國中國就

會派兵起事，直到越南臣服於中國。因

此，中越兩國在千年歷史上發生過數次

大規模戰爭，最近一次就是1979年懲越

戰爭，中國軍隊深入越南領土數十公里

後，宣佈撤兵，中國軍隊雖然損失慘

重，但也給越南重大的悶棍，收斂其對

中國邊境騷擾的囂張氣焰。但最近南海

風雲又起，軍事衝突恐怕難免。

政治方面，皆是共產黨領導，兩國

以「長期穩定、面向未來、睦鄰友好、

全面合作」十六字方針及「好鄰居、好

朋友、好同志、好夥伴」的四好精神，

發展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經濟方面，越南依循中國發展模

式，與中國合作成立自由貿易區、經濟

合作區或保稅區或商務區，這些區域的

進展讓越南憂喜參半，擔心越南加速淪

為中國產品及二手老舊機械設備的傾銷

區，造成耗能及環境污染。但因中國商

品價廉，越南幾乎難以抵擋。

從以上五個因素的分析，越南對中

國的看法，可用既愛又恨來形容，歸納

出越南人眼中的「三面」中國。

「表面」上是好朋友，越南學官界

通常會塑造出兩國和諧共榮的氣氛，迴

避敏感的政治問題和領土爭議。

「骨子裡面」是保持距離，以維安

全，因為中國曾經軍事教訓越南，會對

中國保有戒心。中國所製造出來的東西

是全世界最便宜的，就算品質不穩定，

但仍擁有很強的競爭力。

「側面」上，台灣貨還不錯，但仍

舊是「中國台灣」。

結語

自從大陸富饒起來之後，大批陸客

湧入世界各地，台灣也不例外，他們帶

來錢潮的同時，也帶來了失序與髒亂。

2013年3月，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俄

▲左起：黃海龍、劉蕭翔、林開忠、陳三井、陳鴻瑜、黃宗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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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包含受訪者從小到大的族群間相互

的經驗及刻板印象。他先從稱呼說起，

族群的自我稱呼以及他族對我族的稱

呼，反映了族群自我界定，以及他族對

我族的觀感，這是探討刻板印象重要的

切入點。

在馬國，華人在書寫時自稱為唐

人，稱馬來人為番仔，直指馬來人是未

開化野蠻人，而對信仰伊斯蘭教華人，

貶抑稱為入番，或馬來仔，或豬仔，或

更難聽的割卵仔。也就是改宗穆斯林的

華人，基本上是被華人瞧不起的。

而馬來人看華人，認為華人是外來

者、寄居者，只有馬來人才擁有領土主

權，同時嘲諷華人是單眼皮、小眼睛。

因此，在憲法上極盡保護馬來人，犧牲

華人權益。

這些蔑視的稱呼，華人是以開化對

未開化、文明對野蠻的文化優越感來看

待馬來人；而馬來人則以土地的主人自

居，強調其政治上的特權，以排除作為

移民後裔的華人。

華人及馬來人的相互觀感

 林開忠舉例說，華人對馬來人的印

象是：華人說「小學時候有一個馬來同

學，他必須上宗教課，誦讀可蘭經。我

覺得他們禱告太多次了，一天要五次，

所以就有藉口不做事，導致他們的懶

散。」、「做報告時，會選擇與華人同

一組，以往的經驗告訴我，馬來人比較

懶惰，很少提出具有創意的點子，感覺

上馬來同學只是名義上的組員，實際上

卻是毫無貢獻的一群，所以如果有選擇

的話，我是不希望跟馬來同學同組，除

非是講師本身的要求或強制規定。」 

馬來人說「在我居住的地方，我常

聽馬來人埋怨華人鄰居很沒有禮貌，他

們在馬來人占多數的村子裡養狗。當時

我覺得華人真的很不懂什麼是禮貌，更

不懂得尊重他人，特別是左鄰右舍的感

受。」、「在班上有許多的華族同學。

依我的觀察，華族同學好像比馬來同學

聰明和用功。華族同學常在班上名列前

矛，這讓我覺得馬來人不比華人努力是

因為馬來人更重視追求得到關愛與關心

的幸福，多過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盡地去

讀很多的書；而華人爭拿第一名是為了

將來打算，希望將來能夠出人頭地。」 

這些刻板印象，究其因在於文化及

宗教信仰差異，與國家特別保障馬來人

特權制度影響所致。 

林祈昱談越南人眼中的中國人

林祈昱以人文、地理、歷史、政

治、經濟等因素分析越南人對中國人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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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一隅。



64 65

開大門 走大路
推動兩岸陽光體育校園足球合作

▓鄭少強

陳三井「開大門 走大路」

澳洲雪梨歸來，耳邊仍不時響起總

會陳三井理事長在全球分會第四屆聯誼

大會上，通過英國分會在2007年10月7
日在加拿大，參加支持馬、蕭行動的第

二屆全球分會聯誼會時，提出的四點建

議，並宣示「開大門，走大路，共同努

力，開展新局」。後來從新聞報導又看

到蕭萬長在海南博鰲會見習近平時，提

出「面對新局，共築願景，攜手亞太，

振興中華」16字方針，以及6月13日國共

兩黨會談時，習近平提出4點意見和吳伯

雄提出7點看法，這真是異曲同工，珠聯

璧合，讓我聯想到總會及各分會同仁。

理應回應吳伯雄，蕭萬長和陳三井，

理應在今後的會務工作中開大門，走大

路，努力拓展工作新局。

陽光體育 推廣校園足球

為此，英國分會和孫中山青少年基

金會欲擴大合作空間，奮力將已和中方

簽定的為期15年的「陽光體育—中英校

園足球合作項目」，按照計畫，分步驟

地加緊實施，以期促進兩岸四地大中華

地區的文化體育產業交流合作，推動中

國足球同業融入世界，為實現孫中山振

興中華的遺願而獻力。

「孫中山青少年基金會」經過10
多年探索開發的「中英校園足球合作項

目」，於2012年5月13日在倫敦與英格蘭

足球聯合會教育事務部，簽署為期15年

的合約。按照項目計畫，雙方將在中國

大陸和寶島臺灣各建立一座「中英校園

足球培訓中心」，通過培訓中心，提供

英格蘭足球課程和足球專業培訓，使兩

岸四地的學員、球員、教練、裁判及相

關的足球管理人員，對足球文化及運作

有更深入的瞭解和更全面的掌握。

在這兩座中心落成之前，先要在兩

岸四地中小學舉辦中英校園足球普及培

訓班，引進英格蘭校園足球教育理念和

課程及開展社區青少年足球發展經驗，

推廣校園足球運動，使大中華地區的青

少年及其家長認同和理解現代英格蘭足

球文化，激發他們對足球文化的愛好，

為兩岸足球培養後備優秀人才。

建立足球管理度制

與此同時，學習和採納英格蘭青

少年足球發展的管理制度和法規，為建

立《中國青少年足球管理指南》提供參

考，規範足球的校園教育和社區足球教

育，健全規章管理制度，帶動大中華地

區足球文化產業的健康發展，培育潛在

的青少年足球消費市場，為中華民族建

立一個以球會友的全球青少年足球產業

和文化交流的國際平臺，為促進兩岸的

青少年體育文化交流拓展新局，開創願

景。

2012年以來，經在上海、廣東和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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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時，英國BBC中文網報導了俄羅斯

人眼中的中國人五大印象，分別是「中

國人工作極為勤奮」、「中國向俄羅斯

遠東地區擴張」、「中國產品廉價，質

量低劣」、「中國人很愛祖國」、「中

國人極重禮節」。

我們常說人家的批評是一面鏡子，

身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他族的批評就

是我們最好的借鏡，也許會有那麼一

天，這些負面的批評逐漸減少了，那就

表示我們已經進步了。（作者為本會會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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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歸僑總會黎振強會長率團蒞會訪問

澳門歸僑總會黎振強會長率團一行

30人，6月9日來會拜訪，理事長陳三井

偕同常務理事黃東祥、黃河、黃海龍、

夏誠華、趙麗屏及秘書長劉本炎接待，

並出席本會端午節會員聯歡餐會，與

二百多位會員共渡佳節。

座談會上，陳三井說，澳門在16世
紀明朝末年，聚集了連多西方傳教士及

商人，在當時可以說是西方文化、宗教

及貨物進入中國的橋頭堡，那個時候澳

門地位勝於香港。國父孫中山在香港西

醫書院畢業後，便到澳門懸壺開業，行

醫濟世，是澳門第一位華人醫生。本會

創會理事長吳鐵城在抗戰期間主持中國

國民黨港澳總支部黨務工作，號召海外

華僑青年回國從軍，對抗日軍侵華，為

了紀念他，曾設立鐵城紀念中心，不知

是否還在？

黎振強表示，華僑協會總會有71年
歷史，澳門歸僑總會有45年，兩會都有

光榮傳統與歷史，共同目標都是在維護

僑胞合法權益、服務僑胞及凝聚僑眾。

1968年，東南亞國家排華，很多僑胞離

開僑居地，大家初來到澳門頗為陌生，

為了相互照應，因此成立了澳門歸僑總

會，數十年來，受到特區政府的支持。

至於所提到的吳鐵城紀念中心，他沒有

印象，還需待查。

最後，黎會長誠摯邀請陳三井組團

到澳門訪問，雙方多溝通、多交流。

訪問團顧問、中聯辦協調部余向軍

處長是第1次到台灣訪問，他說感到特

別興奮，起個大早到國父紀念館散步，

安靜與乾淨是他對台北的印象。與北

京、上海相較，硬體的高樓大廈台北是

永遠比不上的，但民眾素質與公共道德

是大陸要急起追趕的。

訪問團隨後出席端午節會員聯歡暨

慶生餐會，與全體會員共度端午佳節。

（編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