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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陽的地方就有中國人”，這句話形象地說

明了僑居海外的炎黃子孫人數之多、分佈之廣。縱觀

中國近現代革命史，華僑作為一支特殊的愛國力量，

扮演着極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說，海外僑胞是中國民

族民主革命不可忽視的動力之一。由孫中山領導的辛

亥革命，在中國乃至世界史上都佔有顯要地位。歷史

表明，華僑是這場革命強有力的支持者和參與者，不

管是建立革命組織、傳播革命思想、資助革命經費，

還是直接回國參戰、鞏固新政權，他們都付出了巨大

犧牲、作了卓越貢獻。孫中山曾多次讚揚說：“華僑

有功於革命”、“華僑是革命之母”。近年來，華僑

與辛亥革命關係一直是近現代史研究的熱點。2010 年

10 月 24 日，據對中國知網(包含中國學術期刊總庫、

中國博碩士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

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等)的檢索，題名為

“華僑”+“辛亥革命”的記錄有 69 條；據對中國國

家圖書館的檢索，題名為“華僑”+“辛亥革命”的

專著則有 6 部。可見，學界對華僑與辛亥革命的相關

問題，已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而關於華僑熱情投

身辛亥革命原因的研究尚不多見，通過以上方法，未

檢索到專文、專著研究該問題，只是零星涉及並散見

已有成果之中。本文擬以近代華僑愛國主義為主線，

從文化淵源、國情驟變、思想發展、主體覺醒等維度

對這一問題展開論析，以期有所裨益。 

 

 

一、文化視點：投身革命的思想文化淵源 
 

歷經千百年積澱的中華民族精神是近代華僑心向

祖國、支持辛亥革命的強大的精神動力。近代華僑有

着強烈的反清意識，並且最早接觸、接受西方資產階

級民主革命思想，他們雖身處異邦，卻蘊含着包含愛

國主義在內的中華民族一切精神特質。 

 
(一) 華僑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內在要求 

華僑是中華民族的一個海外支脈，民族屬性為中

華民族。《詩經》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千古

垂訓化作海外炎黃子孫生生不息的愛國主義(簡稱

“華僑愛國主義”)。列寧曾經說過：“愛國主義是由

於千百年來各自的祖國彼此隔離而形成的一種極其深

厚的感情。”1 這種對自己祖國的深厚感情，絕不是

偶然的，而是植根於一個國家或民族自身發展的堅實

的歷史基礎之中，有着深遠的歷史文化淵源。作為中

華民族精神核心要素的愛國主義，既是充當聚攏中華

兒女心靈的“黏合劑”，也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

展的基石，深深地紮根於海外炎黃子孫心中。“愛國

主義是一面光輝旗幟”2，牽引着無數愛國志士不斷踐

行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和“振興中華”的信

念，鼓舞着包括海外華僑在內的世代炎黃子孫，為實

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鬥爭。華僑不論何時出國，

寄居何處，愛國之心，拳拳可見。特別是在近代中國，

華僑愛國主義表現得尤為強烈，對於這一點，中外史

書，眾口一致。 

經過長期薰陶培養起來的愛國主義感情是真摯和

雋永的。華僑愛國主義不僅根源於“生吾育吾”的故

土鄉情，同時又是在漫長的蘸滿血淚的浪跡生涯中，

以及長期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惡劣環境中變得更

豐厚、堅實和持久。艱苦的歲月、坎坷的人生，既磨

礪了華僑吃苦耐勞、忍辱負重和堅韌不拔的品格和意

志，同時也逐漸鑄就了他們那顆眷戀故土、熱愛祖國

的赤誠之心。華僑不僅身體力行地為中國的民族民主

革命作積極貢獻，而且諄諄教誨子孫後代也要前仆後

繼，使對祖國命運的關注成為薪火相傳的中華民族文

化精髓。所以說，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能夠得到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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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僑的積極支持，與華僑愛國主義有着深刻的聯繫。 

 

(二) 華僑“反清復明”思想根深蒂固 

辛亥革命前，海外洪門在華僑中擁有相當大的勢

力。3 海外洪門原是天地會的一個支派，是一個具有

濃厚封建會黨色彩的反清組織。毫無疑問，加入洪門

的廣大華僑會員具有反清意識。不少華僑是在國內無

以為生才被迫出洋“淘金”，出洋後，早期的清政府

拒絕予以保護，隨後國力孱弱，又有心無力。當識破

滿清政府腐敗賣國的本質之後，他們的反清思想不斷

滋長。因此，以“反清”為宗旨的海外洪門受到僑眾

的認同，不斷發展壯大。據《東方雜誌》記載，辛亥

革命時期世界各地約有 630 多萬華僑4，“華僑列籍堂

(“致公堂”)內者，佔十分之八九”5，在東南亞華僑

中，情況也大體相同。洪門所宣揚的“反清復明”等

主張，客觀上啟發了華僑的革命意識，為後來他們走

上革命之路、支持辛亥革命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礎。 

傑出僑領孫中山本人，長期僑居海外生活學習，

系統接受了西方新式教育，這種人生經歷使其更易接

受並形成反封建的思想。一方面深受洪門反清思想的

啟蒙與薰陶，他創立的興中會的綱領“驅除韃虜，恢

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便帶有洪門“反清復明”思

想的歷史烙印；另一方面孫中山曾加入洪門，並受封

為“洪棍”(即元帥)，致力於改造洪門。例如在舊金

山與洪門致公堂大佬黃三德合作，全體美洲同盟會會

員入堂，重新修訂致公堂章程，以“驅逐韃虜，恢復

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作為黨的宗旨，因為致

公堂會員在美洲華僑中佔大多數，他們的加入，給革

命黨增添了不小的有生力量，此外，美洲致公堂屬下

的華僑雖不明革命宗旨，但經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數年

的宣傳、發動，紛紛轉向革命。孫中山通過洪門發動

華僑會員支持革命，不但保護了革命黨人的海外組織

及各種活動，而且還將僑眾樸素的反清意識引向關心

熱愛祖國、支持祖國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道路。 

 

(三) 近代西方文化思潮為華僑支持革命提供

強大精神動力 

“華僑熟悉西方事務” 6 ，其中西方資產階級民

主、革命理念和政治制度就是一個方面。近代華僑由

於生活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或這些國家的殖民地，是

中國人中，最早接觸、接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

人，容易接受反封建主張。特別是華僑中的知識分子、

領袖人物，更能把握時代的發展脈搏，洞察清王朝的

弊端，參政意識、民主觀念、革命性更強烈。加上華

僑精英的引領，僑眾更容易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全力

支持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胡漢民在南洋動員華僑

捐助和參加革命時就感歎道：“華僑對於革命是很熱

誠的。大概是受了外國人的壓迫，對於祖國的觀念比

較深切一點。華僑中有頭腦的人總是想把中國造成一

個體面的國家，那麼他們對外交際的時候也是光輝一

點。”7 因此，廣大愛國華僑在輿論及革命實踐中無

條件地支持辛亥革命，並且對中國封建宗法倫理思想

進行無情地批判，是與他們在國外受西方民主、革命

等文化價值觀念的薰陶分不開的。率先覺醒的華僑成

為革命的主要動力，他們“或輸財以充軍實，或奮袂

而殺國賊，其對革命之奮鬥，曆十餘年如一日。”8 廣

大華僑對於西方文化思潮的接受與認同，使他們轉而

支持並投身中國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 

 
 
二、國情視角：民族危亡局勢的激發 
 

江澤民曾經指出：“愛國主義是一個歷史範疇，

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具體內

容。”9 華僑愛國主義的內涵和外延隨着國情的發展

不斷延展變化，並打上鮮明的時代印記。新民主主義

革命時期，救亡圖存是中國近代社會的主旋律，這對

華僑有着直接的關聯和影響，它是華僑愛國主義的核

心內容，具體則表現為致力於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

義，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務，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

近代中國積貧積弱，處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革命前

夜，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社會危機和高漲的革命形

勢為華僑愛國主義加入了新的“催化劑”，促使無數

華僑追隨孫中山，走上了救亡建國之路。 

 

(一) 禦侮救亡成為喚起華僑愛國主義熱情的

主要動力 

最能激發華僑愛國主義的，還是祖國因遭到西方

入侵而面臨的危厄形勢。華僑“無論貧富，都在中國

發生對外戰爭時支持中國”。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

強憑藉船堅炮利，狼攫虎揉，對中國發動了數次侵略

戰爭，逼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通過不

平等條約，帝國主義逐漸控制了中國政治、經濟及其

他方面，使中國墜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無

數歷史事實證明，列強侵略是中華民族在近代歷史上

蒙受一切屈辱、遭受一切災難的總根源，這決定着帝

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成為近代中國革命首要解決

的問題，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成為近代華僑愛國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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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現。事實上，華僑在中國近代史中煥發出的愛

國主義精神，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是史無前例的。

廣大華僑面對中華民族慘遭蹂躪，眼看祖國河山遭到

瓜分，“位卑未敢忘憂國”，毅然舉起愛國主義大旗，

懷着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責任感，毫無畏懼地挺身而

出，擔負起抗擊外國侵略者的歷史重任，融入辛亥革

命的滾滾洪流。有學者認為，近代海外華僑社會的民

族覺醒並大規模參加祖國反帝反封建的救國運動，是

在 19 世紀末民族危機加深前提下開始的。10 為挽救

瀕臨危亡的中華民族，華僑愛國主義精神在近代得到

空前光大。 

 

(二) 推翻腐朽的晚清政權成為華僑支持革命

的又一現實要求 
鴉片戰爭開始，晚清王朝“體制內”的部分人，

在西方列強的淫威面前，惶然無措。為求苟安，惟有

委曲求全。雖然包括華僑在內的中國人民曾以各種形

式對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行了激烈的反抗，並在一定程

度上打擊了帝國主義囂張氣焰，但遺憾的是這些反抗

並沒有真正改變中國不斷遭受侵略和蒙羞的現狀，相

反，中國更加深陷外國的干涉和控制之下。同時，封

建統治者同華僑之間存有尖銳的階級矛盾，正如一些

華僑埋怨道：“我們害怕中國官吏的檢查，他們手下

員司的壓迫和自家族人和鄰居的虐待。在我們回國

時，我們會被誣控為夷人的暗探，為奴隸的購買者和

拐騙者。很多長年的積蓄被盜竊了。另一些人，家裏

房屋被拆毀，而且禁止他們重新建房；更有些人被迫

要償還偽造的借據，我們孤立無援……，四面八方被

賊人所包圍。”11 有親屬在國內的華僑，更是受到晚

清腐敗政府的敲詐和勒索，就像一位華僑史專家所說

的，“華僑的民族覺醒與近代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

主旋律完全吻合，是合乎時代潮流的覺悟。因此說，

這是偉大的民族覺醒。華僑之所以有這種覺醒，是因

為他們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他們關心祖國的命運，

並將祖國的命運與自己的命運聯繫在一起。而這種覺

醒只有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才能出現，沒有辛亥革

命的蕩滌洗禮，華僑思想深處的這種覺醒也就無從談

起，也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兩者是互為因果

的關係。”12 因此，包括華僑在內的中國人民逐漸認

識到近代中國之所以貧窮落後、屢遭列強侵凌，完全

是由中國封建制度及其腐朽統治造成的，要徹底改變

祖國貧困落後的現狀，尋求救國救民之路，必須推翻

封建專制，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三、思想視野：革命黨人的思想啟蒙 

 

華僑雖為“革命之母”，但並不是天然的革命

者。當時華僑社會普遍是“風氣未開，進行遲滯”。

華僑革命態度的轉變和對辛亥革命的支持，與孫中山

等人對改良思潮的批判是分不開的。此外，海外革命

媒體對廣大華僑進行深入細緻的宣傳、動員和革命理

論的啟迪，使其明白革命的宗旨和意義，在一定程度

上也起到思想啟蒙作用。 

 

(一) 華僑中康梁改良思潮的肅清 
華僑向來是愛國的，但因受到以康梁為首的保皇

黨改良思潮影響，起初對革命存有戒心，認為革命是

大逆不道的，因為“保皇會此後在流亡狀態下繼續它

的工作，大大地侵害了孫中山在海外華僑中所得到的

支持”13，造成“大多數華僑傾向康梁的保皇會，不

那麼贊助孫中山和其他革命者。”14 客觀地講，保皇

派所宣傳的一系列關於“救國”、“保種”等主張，

在激活、催化華僑愛國主義方面，曾經起到過積極的

作用，但隨着革命形勢的不斷高漲，改良主義的救國

方式必將退出歷史舞台，要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

必須採取暴力手段把“皇帝拉下馬來”。此外，保皇

派還極力反對革命，不可能主動放棄改良主張。因而，

要燃起華僑“革命的心”成為革命黨人的重要任務。 

將華僑視為基本革命力量的革命黨人，為使華僑

轉變政治立場，必須與保皇派進行論戰，揭露其真面

目，使華僑懂得“愛國就要救亡，救亡就得革命”的

道理。為此，革命黨人與保皇派進行了一場曠日持的、

氣勢磅礴的論戰，孫中山親自撰寫《敬告同鄉書》和

《駁保皇報書》兩篇文章，深刻揭露清政府和保皇派

的醜惡嘴臉，闡明中國非革命不可的道理，有力批駁

了保皇黨的荒謬言論，傳播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

想，從而使華僑“耳目為之一新”，認清改良主義已

不符合社會發展的潮流，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

是行不通的，這對華僑思想轉變起到正本清源的作

用，為華僑參加革命掃清了障礙。透過史料，不難發

現華僑由改良轉向革命的事例不勝枚舉，華僑革命風

氣漸開，“在革命前夕……移居海外的華僑則表現得

更激進。”15 可以說，原來支持保皇派的大多數華僑

紛紛倒向革命，並非少數個人的轉變，華僑由原來的

“忠君”、“保皇”，到推翻封建皇帝的專制統治，

這無疑是思想上的一個質的飛躍，這種可貴轉變，為

華僑轟轟烈烈地支持和參加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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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革命媒體是華僑接受革命思想的主渠道 
思想往往是行動的先導。為開啟民智，引導華僑

贊助革命、參加革命，充分發揚華僑愛國主義精神，

革命黨人在海外廣建革命組織的同時，還積極籌辦各

類媒體，鼓動華僑革命。“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

建國主張最終能得到多數華僑的認同和支持，不僅是

因為他具有若干天然的優勢，更重要的是他作出了巨

大努力，採用了富於現代性且適合華僑的動員和組織

方法。”16

革命宣傳的首要任務和基本方法就是積極著書、

創辦僑報。孫中山指出：“欲喚起國民及不為康梁所

惑，首須創立宣傳機關”17，他在《民報》的發刊詞

等文章中系統地闡述的三民主義和五權分立思想，尤

其是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為多數華僑所接受，喚醒了

廣大華僑民主和革命意識。同時，革命報刊是革命派

批判改良派的重要平台，據初步統計，當時亞、美、

歐、澳等幾大洲約有 80 多家華僑報刊先後捲入這場論

戰，真可謂唇槍舌劍，筆槍墨炮，硝煙彌漫。其次，

革命黨人在美洲和南洋各地建立書報社，宣傳革命，

特別是爭取華僑中下層對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如舊金

山的“金門少年學社”、古巴的“三民閱書報社”

等；南洋各地設立的書報社更多，如新加坡“公益書

報社”，馬來西亞“益智書報社”，緬甸“覺民書報

社”等。此外，除了革命黨人的宣傳之外，廣大愛國

僑領也認為“提倡革命，非借報館為喉舌不可”18，

並且加入革命宣傳隊伍，對僑眾進行思想啟蒙，從而

擴大了革命派在海外華僑中的影響。比如華僑出資創

辦的《圖南日報》(新加坡)、《中興日報》(新加坡)、《民

生日報》(檀香山)、《覺民報》(曼谷)、《光華日報》(檳
榔嶼)、《泗濱日報》(爪哇)等，其作用不可小覷。華僑

在接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學說的基礎上，廣泛接觸進

步媒體，加強自身的革命性。這不僅促進了海外僑胞

的覺醒，還將樸素、朦朧的愛國主義逐步引向革命愛

國主義的軌道，使華僑愛國主義得到進一步昇華，有

力地配合國內的革命活動。正如有些華僑所說：“沒

有孫中山先生到南洋宣傳革命，則數十萬華工，無從

認清祖國的危機，更無從參加革命。”19

 

 

四、主體維度：華僑自身利益和心理訴求 

 

中華民族受幾千年來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影

響，形成獨特的民族優越感，也孕育了鮮明的民族個

性和民族尊嚴。但鴉片戰爭後，中華民族被西方列強

視為“劣等民族”、“東亞病夫”，這種從未有過的

民族屈辱感強烈刺痛了包括海外僑胞在內的每個炎黃

子孫的心。近代華僑作為中華民族的海外成員，對祖

國的民族認同感尤為強烈，這是由於近代中國的命運

與海外華僑的命運有密不可分的聯繫決定的，是不以

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一種割不斷的情緣。國務院僑

辦主任李海峰指出：“歷史證明，華僑華人的命運永

遠與中國盛衰榮辱緊緊聯繫在一起”20，祖國作為華

僑的靠山和後盾，其強弱興衰直接關係着僑胞在海外

的利益和處境。 

 

(一) 近代華僑內心的屈辱 
鄧小平曾說：“凡是中華兒女，不管穿甚麼服裝，

不管是甚麼立場，起碼都有中華民族的自豪感。”21 
而近代華僑在海外從事各種體力勞動或經商、開發種

植園和礦區，為僑居國的開發和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

貢獻，但因身處異域，孤立無援，備受帝國主義殖民

主義的奴役與歧視，甚至連做人的尊嚴也遭到踐踏，

承受着寄人籬下的屈辱。如在古巴，華工一上岸，便

被剝光衣服，拉到奴隸市場上出售，任由買主們檢查、

挑選。進入種植園後被帶上腳鐐，每天勞動 16 個小時

以上，晚上睡覺還得把手腳綑上，以防逃跑。由於外

國資本家的殘酷剝削，華工的死亡率非常高，即使逃

脫了死亡，積累了一點財產，乃至成為資產者，但在

許多國家也避免不了受歧視的厄運。22 由此可見，因

為國家、民族的不幸遭遇，不論是被當作“豬仔”的

契約華工，還是漂泊海外的華僑資本家民族自尊心、

自信心都受到嚴重挫傷。為了修復受損的民族情感，

無數華僑毅然擔負起維護祖國尊嚴和自身人格的責

任。 

華僑在國外屢遭不平等不公正待遇乃至殘害，得

不到應有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必然將自身地位的謀

求、權益的維護與中國的強大聯繫在一起，強烈渴望

有一個強大國家保護他們，因為血淚斑斑的海外僑居

史使華僑深刻體會到“外人之所以欺我侮我者，皆我

國之不振有以致之”，“深知國家不強之可恥可

痛”。23 而腐敗無能的清王朝認為華僑在海外的種種

遭遇和屈辱只是咎由自取，甚至將華僑看作是背棄祖

宗的“天朝莠民”，僑胞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

護，許多華僑客死他鄉，遺恨九泉。雖然晚清出現過

像薛福成、黃遵憲這樣開明的外交官，曾因華僑的悲

慘遭遇奔走呼號，但因晚清政府自身難保，根本沒有

能力維護僑益。就像費正清在《劍橋晚清史》中所說

的：“華僑對西方帝國主義有所認識，但同樣至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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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滿人無能，不能保護他們免受香港、新加坡、河

內和舊金山的歧視政策之害”。24 近代華僑屈辱的遭

遇使其深感自身命運與祖國是否強盛息息相關。 

 

(二) 華僑內心呼喚革命 
中華的崛起是華僑永恆的期待。從心理角度分

析，一方面華僑資本家和華工普遍對帝國主義和國內

封建勢力懷有極大的憤懣；另一方面心靈深處企盼祖

國早日擺脫貧窮落後，作為海外赤子的堅強後盾，保

護其正當的、合法的權益。這種殷切期望，便是積蘊

在華僑心中的火種。正是在這種心理的驅使下，華僑

對革命抱以極大的熱忱，或慷慨解囊，或親赴疆場，

支持和參加辛亥革命，“海外華僑夢寐以求的是用建

立最現代化的政治與經濟組織的方法，恢復祖國的國

際威望。”25 此外，強大的祖國如果也得力於華僑的

貢獻的話，那無疑也有助於華僑他日“落葉歸根”及

其在國內親屬的地位的提高。而華僑的中國人意識也

是重要的一點。 

廣大華僑在僑居地仍是懷着“過客”的心理，華

僑與祖國在血緣和文化上的聯繫，使他們在政治上認

同於中國，這種中國歸屬感又由於在海外的挫折而加

強。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正反映了

華僑的願望，滿足了他們的對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心

理訴求，因此得到廣大華僑的熱烈擁護。新中國成立

後，董必武在談到華僑對辛亥革命巨大貢獻時曾指

出：“海外華僑是辛亥革命的強有力的支持者。這些

革命的華僑，有工商資本家，也有更多的工人和小工

商業者。他們在海外受盡了帝國主義反動派的骯髒

氣，迫切希望有一個繁榮富強的祖國。”26

同時，革命黨人在海外媒體上宣傳的革命理想和

信念也是與廣大華僑期望祖國強大的願望與要求是相

契合的，這對僑居海外、寄人籬下的廣大僑胞來說，

具有特殊的感染力和感召力，因而贏得了“僑心”。

而且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艱苦奮鬥、一心為革命的高風

亮節在華僑中樹立了崇高的威信，與當時一些假借革

命之名以營私、揮霍浪費華僑血汗錢的偽革命相比，

更容易打動華僑的心。所以當聽聞武昌起義勝利的喜

訊後，海外僑胞為之振奮，以各種方式表達內心欣喜

之情；當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成立的消

息傳到海外時，更是歡喜若狂，其中華僑的賀電“為

日盈尺”。 

國強則民富，一個獨立、強大的國家才能最大限

度地代表海外僑胞最根本、最廣泛的政治、經濟和文

化利益。海外華僑雖然與祖國相距遙遠，但他們的利

益與祖國的興衰榮辱息息相關。華僑之所以積極支持

革命，自身利益考量也是一個重要方面，尤其是其中

的華僑資本家。此外，辛亥革命之前華僑社會已具備

一定的經濟實力，為他們支持祖國的民族民主革命提

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和經濟基礎。 

從國際視野看，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一場新的

革命風暴正席捲亞洲。在資產階級領導下，朝鮮、菲

律賓、伊朗、土耳其等諸多亞洲國家爆發了有各階層

人民參加的群眾性民族民主革命。散居在亞洲各國的

華僑，必然受到僑居國革命風暴的影響，走上本國反

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而華僑支持辛亥革命也成為亞

洲覺醒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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