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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０ 年越南南北割据对峙的局面形成之后，北方郑氏政权对华侨移民实

行抑制和同化政策，而南方阮氏政权采取较为灵活的政策，准许华侨移民开发南圻疆域，
鼓励海外贸易。 阮朝嘉隆帝继承了广南阮氏一脉对于华侨的优待政策，华侨商人愿意移
居越南，华南与越南之间的民间贸易得到发展。 然而明命帝时期，越南的华侨政策与嘉隆
帝时期有很大不同，明命政府希望看到清人的明乡化，促使“ 清人” 加入明乡社，防止明乡
人转化成“ 清人” ，华侨越南化的程度大大加深，其与中国的联系随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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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两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和人员往来十分频繁。 历史上，我国沿边、沿海居民

“ 下南洋” 谋生的数量不断增加，移居越南的华侨数量也不少。 １６００ 年至 １８４０ 年越南的华侨移民
具有多元特征，既有大规模的政治移民，又有小规模的经济移民；既有华南沿海区域从事大宗贸易
的海商，又有滇、桂、粤三省陆路边境的小商贩；既有被越南当局接纳的合法移民，又有被海盗等不
法分子贩卖的人口；既有移民组成的华侨社会，又有脱离社会的华侨僧人。 住在国接纳、管理这些
移民的政策是一项值得关注的课题。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陈荆和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论著，这些研究涉及到唐人街、明

乡社、华舶航运等诸多领域，为研究越南华侨问题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① 华侨在中越贸易、越
南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孙宏年以清代的中越宗藩关
系为研究对象，不仅关注官方的朝贡往来，还重视包括华侨在内的民间交往，对于 １６４４ 年至 １８８５

年越南政权的华侨政策也有较为全面的论述。② 尤建设探讨了 １７ 世纪后期至 １９ 世纪中期的后黎

朝、西山朝、阮朝的华侨华人政策，认为阮朝时期的华侨华人政策有例可循，有法可依，逐渐细化。③
蒋国学重点分析了南方阮氏政权的华侨政策，尤其是居住、行政管理、经济和文化政策，并与北方郑
氏政权的华侨政策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南方阮氏政权的华侨政策对于阮氏政权和华侨来说是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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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① ２０１７ 年出版的《 越南历史》 肯定了这一时期华侨在越南商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华
侨商人移民人数增加，在商业贸易领域的实力不断增强，越南政府制定各种政策管理华侨及其商
业。② 另外，崔秉旭、张磊屏、李庆新、邱普艳等人的研究视角聚焦明命皇帝统治下的越南南方、阮
朝中越两国的贸易与安全、明香与明乡社、印度支那三国的华侨社会，对越南政权的华侨政策都有
所涉及。③
对于越南政权的华侨政策，以上学者已经关注并加以研究，但是仍然存在进一步拓展深化的空
间。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如果能够对越南政权华侨政策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并且比较越南政权
华侨政策的异同点，就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

一、北方郑氏政权的华侨政策
１６００ 年，越南历史上出现北方郑氏与南方阮氏分裂割据的局面。 北方郑氏控制之下的领土与

中国陆路接壤，南方阮氏与中国仅有海路相通。 明末清初中国局势未稳，越南与南明政权维持着一
定的邦交关系。 清朝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之后，越南的后黎朝虽然对入主中原的清朝存有戒心
和鄙视之心，但还是定期向强大的清国朝贡。 后黎朝皇帝虽然在首都执政，但实际的控制权掌握在
郑氏手中，形成郑氏“ 挟天子以令诸侯” 的“ 黎皇郑主” 体制。 因为地理上的原因，郑氏更加重视对
边境的管理，不希望因为边境事件影响到与中国的关系。

清初平定内乱之后，随着清朝人口增加，一些人迫于生计移居他乡。 １７ 世纪中叶，不愿臣服清

朝的明朝臣民涌入越南北圻，其中一部分人往来于中国与北圻之间进行贸易。 清朝人口流动的潮
流在乾隆年间进入高涨时期，前往越南的移居者也逐渐增加，“ 但由于越南对中国的移民采取了抑
制政策，实际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④

后黎朝景治元年（１６６３） 八月，下令区别清人寓居者，“ 清人多侨寓民间，致风俗混杂，乃令各属

承司，察属内有清国客人寓居者，随宜区处，以别殊俗” ，⑤ 这一政策实际上就是令清人与越人分区
居住。 景兴二十五年（１７６４） ，越南北方又一次出台条例，禁止中国商人与当地人杂处，由于当时社
会动荡不安，很多人流亡，但是郑氏对中国商人的管制并没有放松，仅令其在云屯、万宁、乂安等地
居住，违者“ 押送出境” 。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 对其记载如下：

先是北商投来贩卖，止令于安广之云屯、万宁及乂安之芹海、会统、潮口居住，不得与
民杂处。 辰万宁民多流亡，或有乘虚占寓，及多于永代、潮口开张铺店，于是令镇官饬所在
押送出境，仍旧区别之。⑥
对于以上这条史料，张礼千曾在《 东方杂志》 发文指出，清初华人在云屯州、万宁州等地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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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数不少，越南政府出台禁止清国商人与越人杂居之命令，说明云屯港之重要性。① 这一禁令
使得华侨聚族而居，既有利于北方郑氏发展商业贸易，又便于管理华侨的经营活动。

正和十七年（１６９６ 年） ，北方郑氏明确区分入籍的清人与来商清人，对于前者其衣冠礼俗要“ 一

遵国俗” ，即宋、明衣冠礼俗；对于后者采取了限制措施，如不得擅入都城，越人不得效仿其语言和
服饰，这实际上是强迫“ 北人” 同化于越南。 其内容如下：

自清入帝中国，剃发短衣，一守满州故习，宋明衣冠礼俗为之荡然。 北商往来日久，国
人亦有效之者，乃严饬诸北人籍我国者，言语衣服一遵国俗。 诸北商来寓，无有知识人经
引，不得擅入都城，沿边之民亦不得效其声音、衣服，违者罪之。②
在这种政策下，北方郑氏的华侨商业受挫，一些华侨离开东京（ 即河内） 前往其他国家。 永盛
十三年（１７１７ 年） 十二月，北方郑氏重申，“ 定区别外国客商之制，听所在入籍受役、言语衣发，一遵
国例〔 俗〕 ，违者勒还” 。③ 直到 １７８８ 年北方郑氏的统治结束，同化和监督华侨的政策逐渐强化，华
侨为了生存必须遵守越南法律，适应越南习俗。 不过，“ 违者勒还” 等政策很难被有效执行，因为华
侨在北方郑氏的严密控制之下，在港口贸易、华侨矿业等领域为增加税收做出了贡献。

越南当地官员为扩大税收，允许清朝移民涌入越南开矿，以致有些矿厂“ 客人至以万计” ，但械

斗事件经常发生，“ 初，土产诸场及山林桂皮，并委本国化韦侬人开掘采取，近来场厂盛开，监当大
集外国客人采之，以广税课。 于是一厂客人至以万计，矿丁□户结聚成群。 其中名潮、韶人，犷悍好
斗，每争矿口，辄兴兵相攻，死者投诸堑，朝廷以化外视之。 惟要足税课，余无所问” 。④ 鉴于此弊
端，北方郑氏对华侨开矿的规模，采取限制政策，永盛十三年（ １７１７ 年） ，“ 各镇金银铜锡诸矿，多募
清人掘采，群聚日众，恐生他变，乃定例每矿多者三百人，次者二百，少者一百，毋得过数，于是场矿
始有限制” 。⑤ 实际上，华侨矿厂都超过了规定的数目，郑氏为了维护稳定和边境地区的安全，甚至

考虑关闭矿厂，驱逐华侨。 景兴二十八年（１７６７ 年） ，吴时仕认为，清人在越南开矿弊端有三，熟悉

其山川道路、损伤地脉、清人“著北人服”带银回国。 于是，郑氏命阮廷训、武绵、吴时仕等人率兵十七
奇队，抚剿“北客”，愿留在越南的清人必须留发变服，并入籍为民，才可以与化韦侬人一起采矿。⑥

总的来说，北方郑氏对华侨实行限制政策，是由于越南北方靠近中国，郑氏担心中国利用华侨
问题来控制越南。 对于入境华侨，北方郑氏持警戒态度并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使华侨更加归顺越
南。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北方郑氏限制华侨的政策仅适用于华商和政治人物，尤其是明朝残留部

队，对从事文化交流活动的侨僧没有任何限制，如 １７ 世纪拙公和尚到越南弘法时就受到厚待。⑦
在这种行政管理模式下，闽粤华侨向南方阮氏管辖的领地移居，北方的云屯等贸易港口的繁荣程度
也无法与南方的会安等港口相比。

二、南方阮氏政权的华侨政策
“ 横山一带，万代容身” ，阮潢以山水为屏障割据南方，从一个地方割据政权逐步发展成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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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广南国” ，足以与北方郑氏分庭抗礼。 南方阮氏与中国之间虽然没有政治联系，但是经济关系
并未受此影响，阮氏与中国之间的海上贸易非常密切。

明亡之后，许多人相率流亡海外，越南毗邻中国，所以明人逃亡越南的特别多。 对于这一批明
人，南方阮氏采取了不同于北方郑氏的接收政策。 南方阮氏的疆土因距中国较远，又非中国之藩
属，与明朝、清朝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南方阮氏对明人采取宽容的接纳态度，不仅设法收容安插，
还给予居住、商业、交通各种方便，务使他们安居乐业。 华侨甚至可以在政府部门任职，如管理船只
事务的该艚一职，大多由华侨充任。 根据陈荆和的研究，其对华侨最大的恩典就是准许他们设立特
殊之村社，即“ 明香社” 。① 借用明人之人力和物力，南方阮氏一方面可以抵抗北方郑氏，另一方面
可以促进南疆之开拓及建设，使华侨成为建设广南的新力量。

１６７９ 年，原明朝龙门总兵杨彦迪，高、雷、廉诸州总兵陈上川不愿降服清朝，率兵三千归附阮

氏。 杨彦迪等人作为“ 政治性移民” 被阮主接纳，是华侨集体移居越南人数最多的一次。 满人统治
中国以后，所有中国人必须剃发易服，来越居住者亦以“ 清装” 为常服，“ 清装华侨” 被越南人称为
“ 清人” ，在某一时期操业与居住颇受限制。 而“ 明香华侨” 穿着明朝衣服，坚持“ 义不帝清” 的祖
训，得到越人的尊敬。② 这不仅与明移民的气节有关，也与越南人对明文化的偏好有关。

阮氏允许华侨在会安等地聚族而居，保留中国人的习俗和生活方式，这对从事贸易的华侨是莫

大的鼓励。 １６４２ 年会安华侨的人数是 ０．４ 万至 ０．５ 万人，一百余年后的 １７５０ 年，人数增至 １ 万人。
华侨人数的增长与阮王的政策有关。 １７４４ 年是第八代阮主阮福濶继位之年，这是阮主割据南方以
来，首次称王。 阮福濶整顿政制、奖励商业、改铸钱币、大兴土木，逢此鼎盛之际，华商及华舶必定大
幅增加。③

南方阮氏在危难中生存，希望发展与清朝的封贡关系，得到清朝的认可。 显宗十一年（ １７０２

年） 五月，阮福淍派遣大汕和尚访越时的随从广东人黄辰、兴彻两人携带国书和贡品（ 琦楠五斤四
两、生金一斤十三两五钱、象牙两支重三百五十斤、花藤五十枝） ，搭乘暹罗贡船前往广东求封。 但
是“ 清帝问其臣，皆曰广南国雄视一方，占城、真腊皆为所并，后必大也。 惟安南犹有黎在，未可别
封，事遂寝” ，④可见，康熙帝以越南有黎氏朝廷“ 世修职贡” ，予以拒绝。 此事是阮氏第一次向清朝
求封，对阮氏的对外政策影响很大，阮氏受挫之后更加重视发展海外贸易以及向南开拓疆域。 虽然
此后阮氏屡次致书华南地方大员，北方黎郑集团的学者黎贵惇，早已闻言阮福淍“ 有通天朝，馈两
广总督官银五万两，求封贡” ，⑤但阮氏的华侨政策和向南拓土的政策不会改变。

南方阮氏实行开明政策对待华侨，允许华侨开垦荒地，禁止“ 汉民” 即越人占据番民土地，显然

实行的是鼓励华侨垦荒的政策。 阮世祖十二年（ １７９１ 年） ，“ 禁汉民争占番民田土，巴忒、茶荣二府
土广人稀，汉民多杂处其地而开垦之。 帝以汉夷有限，岂可利其所有，因敕凡从前何处耕作成田，仍
留管业，余悉付 之 番 民， 今 而 后 不 得 征 占， 惟 流 寓 唐 人， 非 汉 民 比， 其 荒 闲 之 地 有 报 官 垦 治 者，
许之” 。⑥

南方阮氏还使用明香人的度量衡，制定铸钱例，允许华侨铸币。 阮世祖十七年（１７９６ 年） 十二

月，制定清人、西洋人商船购买象牙、犀角、豆蔻、砂仁税例，“ 该艚务官据明香秤斤报价，每价买百
①

陈荆和：《 关于“ 明乡” 的几个问题》 ，第 １４７ 页。

③

Ｃｈｉｎｇｈｏ Ａ． Ｃｈｅｎ，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ｌ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Ｈｏｉ⁃Ａｎ （ Ｆａｉｆｏ） ，” ｉｎ Ｊｒ． Ｊｏｈｎ Ｅ． Ｗｉｌｌｓ （ ｅｄ．） ， Ｅｃｌｉｐｓｅｄ Ｅｎｔｒｅｐｏ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ａｉｗａｎ

②

蛰蛮：《 华侨名称与在越史略（ 下） 》 ，载越南《 远东日报》１９６７ 年 ５ 月 ３ 日第 ７ 版。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１５００－１８００， Ａｓｈｇａｔ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０２， ｐ．３０２；陈荆和：《 十七、八世纪之会安唐人街及其商业》 ，第 ２８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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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登桂等：《 大南实录》 前编卷七，东京有邻堂，１９６１ 年，第 １０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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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８２

黎贵惇：《 抚边杂录》 卷五，西贡特责文化国务卿府，１９７２ 年，第 １７４ｂ—１７５ａ 页。

越南政权华侨政策的演变（１６００—１８４０ 年）

缗，折收税钱五缗” 。 阮世祖十九年（１７９８ 年） ，“ 凡白铅百斤，铸成钱三十五缗，钱一缗秤重一斤十
四两为限，命知图家盖文孝阮成轸等，募唐人铸之” 。①

阮氏在“ 中兴” 过程中，得到华侨郑怀德、李才、集亭、何喜文等人的支持，所以给予华侨特别的

优待，很多华侨从政。 １９ 世纪后期越南国内的西山之乱，也使得当权者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持。 阮
氏朝廷中有很多影响力很大的外国人，包括华侨、日本人和西方传教士。 不过，虽然华侨从政显示
出社会地位的提高，但是从政的华侨人数远不及经商的华侨，华侨在阮氏政权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经济方面，为阮氏供应民用商品和军需装备。 阮世祖十年（１７８９ 年） ，允许华侨用铁、黑铅和硫磺交
换大米以后，②华侨的经济角色更加突出：
准定清商船嗣有载来铁、钢、黑铅、硫黄四者，官买之，仍以多寡分等第，酌免港税，并
听载米回国有差。 凡四者载得十万斤为一等，免其港税，再听载米三十万斤。 载得六万斤
为二等，听载米二十二万斤。 载得四万斤，听载米十五万斤。 不及数者，每百斤听载米三
百斤，港税各征如例。 自是商者乐于输买而兵用裕如矣。③
这种刺激贸易并酌情免税的政策受到华侨的欢迎，阮氏也因此得到大批物资来装备军队。 因
为北方、南方的华侨政策不同，移居越南北方、南方的华侨境遇不同，北方郑氏专权下的后黎朝，华
侨的商业活动，远不及广南。
近期出版的《 越南历史》 认为，北方与南方政权管理之下的华侨商人的共同特点是，北郑南阮
对于华侨商人扩大其商业活动持支持态度，成为华侨商人的“ 后盾” 。④ 这种说法显然言过其实，笼
统地概括越南政权对少数族裔的“ 柔远” 。 实际上，北方郑氏与南方阮氏政权华侨政策的共同点是
维护自身统治。

三、阮朝嘉隆时期的华侨政策
１８０２ 年，阮朝平定国内战乱、统一越南之后，嘉隆皇帝成为越南历史上第一个同时统治湄公河
与红河三角洲的帝王。 曾经帮助嘉隆皇帝的法国士兵逐渐撤离，一个模仿中国的正统体制建立起
来。 嘉隆三年（１８０４ 年） ，清朝册封嘉隆为“ 越南国王” ，中越朝贡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１９ 世纪

初期，中越陆地和海洋边境秩序相对稳定，为经济贸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嘉隆帝统一山河之后，为追念华侨在恢复故国过程中的功绩，准许华侨按照语言习惯的不同，
划分帮制，推举帮长，并由帮长负责传达公文、收税和协调纠纷。 西山时期，西山军于 １７８２ 年在嘉
定对华侨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兵民商贾约一万人遭到诛戮，制造“ 投尸满江” 的惨案。 嘉隆帝
招抚流民，开发南越，制定贸易条例，奖励华侨来嘉定贸易，许多华侨聚集在此，渐渐恢复元气。
嘉隆七年（１８０８ 年） 三月，嘉隆皇帝准许清人高宏德、黄桂清等在清华开银矿厂，岁输银一百
两。 嘉隆十年（１８１１ 年） ，允许清商林旭三、李京等人开采边和、罗奔铁矿。 清商因此设立铁厂，招

募土人、清人，岁输铁税每人五十斤。 嘉隆十五年（ １８１６ 年） ，准许清商开采兴化呈烂红铜矿并纳
税。⑤ 对于华侨矿业，阮朝统一越南后，加强了对矿山的控制和管理，撤销了黎朝的“ 监当官” 制度，
避免“ 监当官” 的中间剥削，规定所有矿商直接向中央提出申请并缴纳矿税，这种办法叫“ 领征制” ，
①

张登桂等：《 大南实录》 正编第一纪，卷十，第 ３７５、４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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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征者成为国家的税户，其中不少是华商。①
嘉隆九年（１８１０ 年） 五月，放开对铁木的禁令，允许中国商人从事铁木生意，只不过要双倍征
税。 《 大南实录》 云：
定清商贩买铁木税向例，清人来商铁木禁不得买卖。 有广东船长赖占和船泊乂安，会
海口恳请贩买铁木，镇臣以闻，乃命弛禁，而倍征其税。 例定清商买本国货顶，如犀角、象
牙之类征税二十分之一，至是定铁木税十征其一。②
嘉隆帝利用华侨制造陶器，传播制陶技术于越南，嘉隆九年（１８１０ 年） ，命广东帮长何达和雇用
广东瓦匠三人，在隆寿岗锻造琉璃瓦，青、黄、绿等颜色都有，使工匠“ 学制如式” 。③
嘉隆帝还允许清商铸造铅钱，并用铅钱兑换铜钱，嘉隆十一年（１８１２ 年） ，“ 北城有清人陈显周、
周永吉者，自请采买白铅铸钱，以铅钱百三十缗换领官铜钱百缗，城臣以奏。 帝允其请，令于城外西
龙门设宝泉局” 。④
阮朝初期，越南政权委任华侨管理税收等事务，如嘉隆二年（１８０３ 年） 十二月，任命清人征收商
舶税，“ 以清人郑猷为北城该府艚监，收商舶税” ，⑤管理北方对外贸易，尤其是华商贸易。 嘉隆十四
年（１８１５ 年） ，皇帝还任命明香人收取清人的房屋税，“ 以明香人潘嘉成为北城该铺，监清人屋税，岁
输银一千五百两” 。⑥
阮朝政权对于华侨从事海路贸易和陆路贸易分别征收关税。 嘉隆四年（１８０５ 年） 制定的“ 永为
例” 的政策，从陆路买卖犀角、象牙等货物需要缴 ２．５％的税。 而嘉隆九年（１８１０ 年） ，对华侨从海路
贩卖犀角、象牙之类货物征收的关税是 ５％。⑦ 可见，海路贸易税收是陆路贸易的两倍，政府可以从
海路贸易获得更多的税收，又可以抑制海路贸易的过快增长。 由于中越之间海上贸易十分活跃，阮
朝对每一种商品都规定有详细的税例，嘉隆十一年的“ 清船例” 规定“ 砂仁每百斤一贯，花锦每百斤
八勺，苏木每百斤四勺三十文……铜器每百斤二贯五勺，生漆每百斤八勺，铁子每百斤八勺，弊铜每
百斤一贯四勺” ，这样可以照例执行，防止“ 妄行要索” 。⑧
嘉隆帝对清商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以违法盗珠的曾仕亮为例，本应没收其所得，但是嘉隆帝
却对其从轻发落。 嘉隆十五年（１８１６ 年） 正月，“ 福建船长曾仕亮商于嘉定，匿大珍珠六枚，以避征
税，刑部奏法当入官。 帝以远商误犯，杖释之，而还其珠” 。⑨ 实际上，珍珠是很珍贵的，本国人也禁
止采取，“ 安南国海边产明珠，亦出蚌中，国王禁民采取。 每岁于八月中秋夕看月色晴朗，则其年多


珠，或值阴晦，则此岁珠少，珠色莹白微红，亦海珠中上品” 。
由于嘉隆帝对华侨采取比较优待的政策，数千华侨涌入越南，华侨的经济力量逐渐壮大。 至
１９ 世纪前半期越南华侨的数量约为 １０ 万人，其中河内华侨的数量是 ２ 万—３ 万人。 河内与西方国
家的贸易几乎停止，而与中国的贸易却不断增长。 华侨通过各种手段把大米、盐和丝绸通过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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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和河内———广州的线路运往中国。①

不过，嘉隆皇帝时期的华侨政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宽容和鼓励，其政策也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

提下适时调整，包括制定必要的管理规则。 嘉隆九年（１８１０ 年） ，嘉隆帝加强了对华侨进出清河、会
安的管理，“ 命清河、会安二铺讥查清商，凡清人来商，以三四月还国，愿留及他往贩鬻，地保出结所
在官给凭，擅去留者坐以罪” 。② 对于私越关津者，《 皇越律例》 规定，“ 凡无文引私度关津者，杖八

十，若关不由门，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越度缘边关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出外境者绞，
守把之人知而故纵者同罪” 。③ 可见，越南对边境走私的惩罚也很严厉，阮朝政府加强对华侨陆路
贸易的管理。 嘉隆帝作为封建帝王，希望通过加强管理，让华侨有序经商，维护其王朝的稳定和繁
荣。 嘉隆皇帝的继任者明命皇帝，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政策。

四、阮朝明命时期的华侨政策
明命帝非常重视与中国之间的官方交往，定期派遣使者前往清朝“ 纳贡” 。 在宗藩关系体系之

下，中越两国本质上是平等的国家关系，清政府尊重越南的主权，不干涉越南的内政。 明命帝对本
国海陆交通限制较多，强化对边境的控制，这与清政府的政策类似。 无论是清政府，还是阮朝政府，
都并非轻视通商之利，而是唯恐内外势力勾结，滋生事端，影响其封建统治。

明命帝时期，越南的华侨政策与嘉隆帝时期有很大不同。 明命八年（ １８２７ 年） ，明命帝把“ 北

客” 、“ 明香” 等称谓统一起来，改称“ 明乡” ，“ 诏所在讥查唐客，即北客住寓者，亦谓明乡，系有商贩
往来，须领章迹凭批” 、“ 北客旧号明香，均改著明乡正字面” 。④ “ 明香” 人归化为“ 明乡” 人，这种称
谓上的一字之差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含义。 明乡人维系“ 明朝香火” 的“ 中华性” 政治色彩衰减，进
一步融入越南本土社会。
以往华侨在越缴纳各种税收，历来因居住地的不同而分别征收。 承天、广南、富安每人岁输

银 ２ 两，平定、广义每人岁输布 ２ 匹与钱 １ 缗 ２ 陌，嘉定属城每人纳庸缗钱 １ 缗 ５ 陌，永清、河仙、
龙川、坚江每人 １ 缗 ５ 陌。 从明命七年（１８２６ 年） 开始对明香人所应纳税作统一规定，南至嘉定，
北至北城，“ 凡在明香籍者，均定为岁输人各银二两，民丁老疾半之，庸役并免” 。 对于从闽、粤、琼

等地来越的清人，根据其籍贯由帮长管理，“ 有产业者，请征如例，至于穷雇常年查其已有镃基者，
征之” 。⑤ 明命十一年（１８３０ 年） ，对华侨所需要缴纳的税收制定了更加明确的条例，寓居清人要全
额纳税，已经入籍但是穷困的华侨折半纳税，但是三年之后需全额纳税，即税银每人二两。⑥ 对来
寓清人的税收，按照明乡人的标准征收，即每人二两白银，明命十九年（１８３８ 年），“ 定清人徭税，照依
诸省明乡之例，何系居住已满三年以上者，照无物力每名全年受纳税银一两，俟满三年再照有有物力
全征” 。⑦

华侨除了要交税，其经商活动还需要登记，必须在帮长那里承担各种义务。 明命十年（ １８２９

年） 十月，“ 凡清船初来者，所在照点目册，催问之，有愿留者，必有明乡及帮长保结登籍受差，使之
①

Ｎｇｕｙｅｎ Ｔｈｕａ Ｈ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ａｎｏｉ ｉｎ ｔｈｅ １７ｔｈ， １８ｔｈ ａｎｄ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Ｈａｎｏ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ｕｂ．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２， ｐ．１３９，

②

张登桂等：《 大南实录》 正编第一纪，卷四十，第 ８１４—８１５ 页。

④

潘叔直：《 国史遗编》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１９６５ 年，第 ７２、１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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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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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文诚总裁：《 皇越律例》 卷十一·兵律关津，顺化 １８１３ 年版，第 １ａ 页。
张登桂等：《 大南实录》 正编第二纪，卷四十，第 １９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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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管摄，余悉放回，则留居者有限，既省聚食之费，而顽弄之风亦可革矣” 。⑧

关于华侨与当地妇女通婚的问题，明命帝禁止偷载妇女、与当地人所生的子女回中国，明命十

年（１８２９ 年） 十月规定，“ 凡清人投寓我国，受廛为氓，已登帮籍者，方得与民婚娶，若偶来游商并禁

弗与” 。① 不入帮籍就不能在当地婚娶，这一措施显然会加速清人融入当地社会。 对于华侨入境，
也采取限制政策，明命十五年（ １８３４ 年） ，“ 嘉定有清船二艘来商，搭客多至八九百” ，明命帝谕曰，
此后有物力者才允许搭乘商船前来，若载运游棍、无赖来越，船户受罚船货入官。② 在明命帝华侨
政策的管理之下，华侨的越南化程度大大加深。
明命帝不仅禁止华侨贩卖大米，还下令糖户禁止卖糖给华侨，只允许民间的小额交易，明命十

六年（１８３５ 年） ，“ 私买沙糖原禁清商，至如民间日用些小买卖，数百十斤而下，在所不禁” ，③ 其实用
主义的贸易取向很明显。 明命帝的政策显然是为了消除华侨在嘉定经济中的影响力，以及在整个
越南经济中的影响力。
在限制华侨在越南商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同时，越南人参与商业贸易的活动逐渐增加。 嘉定当
地的越人擅长用帆船运输大米，运米船从嘉定出发驶往越南中部和北部，以平衡供给和需求，这项活
动一般由政府负责完成，但同时也委托给私人船主。 嘉定非法的大米和鸦片贸易，当地的越南人都参
与其中。 大米是获利甚丰的商品，从 １９ 世纪开始，嘉定的大米运输主要被当地越人控制，越人从中获
利很大，④而这与 １８ 世纪嘉定商业被控制在华侨手中相比，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由于明命帝打击华侨贸易，中越贸易受到很大影响。 对于陆路贸易的下降，明命十一年（１８３０

年） 十二月的史料记载，“ 数年来，陆路多梗，商贾不行” ，⑤河内官员甚至请示皇帝停止征收水路的船
税。 由于华侨贸易受到限制，一些华侨铤而走险从事走私贸易，如华侨商人可以用其妻妾的名字登记
船只，明命十八年（１８３７ 年），“嘉定布政黄炯请安摺，言属辖代役船、征船多以妇人之名著入牌照” 。⑥
资金较少的华侨也利用“ 代役征船” 的行商进行贸易，假借公船行商，希图减税或者盗买大米，如明
命年间的潘辉记、韩芳彝等人即是，不过他们都被查获并治罪。⑦
不过，虽然明命帝对华侨采取种种限制政策，越南政权也深知华侨的经济活动对改善民生、增

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性。 由于华侨帆船贸易实力的强大，明命六年（ １８２５ 年） ，越南规定清船来到越
南经商，按照嘉定港税例减少十分之二征收，明命十年（ １８２９ 年） 之后税率再减少十分之一。 在经
济状况良好的年份，越南会暂时解禁某些商品的对外输出，吸引华侨商民驾船来越贸易。 明命十五
年（１８３４ 年） ，因为官买沙糖有余，“ 加恩听与清商贩易，至来年仍依前禁” ，⑧ 也就是说，糖户纳税完
毕之后可以向清商兑卖沙糖。

鸦片战争之前，明命帝已经深知清朝国力的衰落，认为“ 清船长枪、鸟枪多不堪用者，今可制给

精好，使咸知我国兵器之利” ，鸦片战争之后，明命帝又感叹道“ 清人懦弱，我知之矣” ，⑨但是阮朝没
有中断与清朝的正常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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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政权华侨政策的演变（１６００—１８４０ 年）

结

论

通过研究分析 １６００ 年至 １８４０ 年越南政权的华侨政策，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规律性的认识。 第

一，越南华侨作为移民群体，在异国他乡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住在国华侨政策的影响很大，越南政权
华侨政策的发展趋势是促使华侨本土化。 与北方郑氏对华侨实行的同化政策不同，南方阮氏采取
鼓励贸易的政策，准许华侨移民开发南圻疆域。 阮朝嘉隆时期采取优待华侨的政策，华侨的社会地
位较高，但是明命时期，越南政府希望看到清人的明乡化，促使“ 清人” 加入明乡社，防止明乡人转
化成“ 清人” 。 在越南封建政权华侨政策的主导下，华侨进一步融入越南社会。

第二，受到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以及考虑自身统治的需要，１６００ 年至 １８４０ 年的越南华侨政

策呈现出另一特点：从北郑南阮时代相对稳定的“ 一代一策” ，转变到阮朝时期的“ 一帝一策” 。 无

论是北方郑氏政权还是南方阮氏政权，虽然历经几代人的统治，其华侨政策都保持一定的连续性。
但是到了阮朝时期，经过嘉隆帝的励精图治，明命帝时期阮朝的统治实力增强，其华侨政策出现较
大变化，对华侨既严格管理又有效利用。
第三，无论政权如何更迭，越南政权华侨政策的目的，都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背井离乡的华

侨移民在中国统治者看来是“ 弃民”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于入越华侨全然不顾，北方郑氏政
权和中国明清政权都需要稳定的边疆，不希望出现动乱或者匪患，以巩固自身统治。 因此北方郑氏
政权无论采取同化或者限制入境的华侨政策，都不会出现群体事件，也因此不会引起明清政权的不
满。 从 １６００ 年至 １８４０ 年，无论北方郑氏、南方阮氏还是阮朝政权，都利用华侨善于营商的特点，服
务越南的经济和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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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俊涛，助理研究员，浙江工业大学越南研究中心，杭州，３１０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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