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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动态（东南亚） 

 

【区域动态】多学科视阈下海岛东南亚跨境劳工的历史与现状 

 

编者按：东南亚是劳工跨境流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其历史与现实为全球移民研究提供了丰

富的视角与案例，本期区域动态推介的两本专著分别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维度探讨了东南

亚跨地区劳工的起源与现状。《制造边缘：海岛东南亚如何成为大规模劳动力输出地》（The 

Making of a Periphery: How Island Southeast Asia Became A Mass Exporter of Labor）一书将数

据库与档案史料结合，叙述了海岛东南亚人口失衡下正式与非正式的人口贩运机制是如何

使得整个地区成为世界生产体系的边缘。《菲侨还乡：马尼拉、地产开发与跨国连通》（Migrant 

Returns: Manila, Development, and Transnational Connectivity）一书则关注当下的海岛地区，

阐述了跨境劳工对祖籍国的经济贡献与移民个体对阶层攀升的期冀。从人口流动的历史、形

成机制，到移民的回流、移民经济、移民作为个体的追求……上述研究展现了回应东南亚跨

国移民议题多元的理论与方法。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主办期刊《东南亚研究》（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于

2021年6月刊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荣休教授约翰·英格尔森（John Ingleson）关于荷兰

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乌尔贝·博斯马（Ulbe Bosma）所著《制造边缘：海岛东南亚

如何成为大规模劳动力输出地》（The Making of a Periphery: How Island Southeast Asia Became 

A Mass Exporter of Labor）的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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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跨越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前殖民、殖民和后

殖民时代。短短一篇书评远不足以公正地评价这样一部内涵广博、引人深思的比较历史作品。

它不仅会引起东南亚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也值得所有关注全球化和不平等历史的学人阅读。 

    乌尔贝·博斯马是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IISH）社会和劳工史学家中的一员，他们长期开展一项名为“全球劳工史（Global 

Labour History）”的研究项目。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他们开发了一个关于全世界劳工的纵

向统计数据库。《制造边缘》是博斯马的最新著作，他在书中利用全球劳工史的数据库补充

了既有的文献梳理和荷兰殖民档案史料。总的来说，博斯马对 18 和 19 世纪统计数据（尤其

是爪哇的数据）的局限性很敏感，但这些局限性——尤其是关于爪哇的人口增长和水稻生产

（数据的局限性）——必然意味着本书的部分结论仍不成熟（remain tentative）。 

    这项对海岛东南亚劳工迁移的比较研究将殖民时代的移民流动与前殖民时期形形色色

的奴隶制结构、以及依赖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ur）的殖民种植园系统联系起来。博斯马

认为，“在该地区被纳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奴隶制被重塑和强化了”（第 55 页）。本书

提出的核心问题已在其副标题中明确概括——“海岛东南亚如何成为大规模劳动力输出地”。

博斯马提出，“虽然传统上关于边缘化的辩论非常强调去工业化，但本书提出的论点是人口

密度和劳动力控制模式——尤其是种植园与小农耕作模式的对比——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

重点”（第 131 页）。 

    博斯马将后殖民时代的全球不平等追溯到其前殖民时代和殖民时期的根源。一个核心

论点是，东南亚真正的变化——它的“命运转折”或者说边缘化（peripheralisation）——并

不像许多学者所说，发生在十七世纪，而是两百年后的十九世纪。他写道，由于气候变化、

天花流行和频繁的军事冲突，1600 至 1750 年间是东南亚人口减少和经济收缩的时期。直到

十九世纪初，当荷兰和西班牙殖民政权开始广泛推行天花疫苗接种，爪哇和菲律宾北部的情

况才发生了变化。这带来了当时亚洲独一无二的人口增长，“与彼时中国相当可观的 0.7%

的人口增长率相比，是其两倍”（第 21 页）。到十九世纪中叶，这一人口增长造成了过剩

的劳动力，他们被迫从人口过剩的水稻种植区迁移到西方资本主义在东爪哇、西爪哇、吕宋

岛和米沙鄢群岛开辟的商品生产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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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马区分了东爪哇、西爪哇、吕宋岛及米沙鄢的劳工招募实践与十九世纪晚期在苏门

答腊丛林中开辟出的大型种植园中的不同做法。前者的劳工是通过已有的“恩庇-侍从”

（patron-client）体系招募的。比如在爪哇，人口过剩地区的人通过村长和当地官员掌控的网

络被招募为季节性劳工，同时他们也仍是村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然而，在人口稀少

的苏门答腊，外国所有的种植园并没有“恩庇-侍从”网络关系以获取廉价且顺从的劳工。

他们只能从外部获取劳动力，其最初是来自中国南方的契约劳工，到了 1890 年代，则主要

来自人口过剩的爪哇。博斯马指出，这种在“恩庇-侍从”系统之外招募爪哇劳工的实践是

苏门答腊特有的。从爪哇招募契约劳工的成本很高，种植园主在主要的港口城市设有招募机

构，雇佣承包商（contractors）围捕贫困村民，将他们送往苏门答腊。种植园以极低的工资

和极差的条件弥补高昂的招聘成本，并以臭名昭著的刑罚制度（penal sanctions regime）防止

他们的“资产”潜逃或在工作中躲懒。本书比较了从人口过剩的爪哇和菲律宾北部招募到西

方种植园中的人是如何被剥削，而在人口稀少的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东部群岛和菲律宾南

部地区同样生产出口作物的小农却过着不同的生活。出口作物的小农种植不仅没有对劳工

的殖民剥削，而且效率也更高。 

    博斯马认为，海岛东南亚的人口失衡持续塑造着移民和劳工贩运系统。在第六章和结论

部分，他讨论了当代劳动力招募体系与殖民时代招募系统的连续性，即组织有序、官方认可

的招募系统与非官方且通常是非法的人贩网络并行不悖。许许多多在马来西亚、香港或海湾

国家工作的印尼人和菲律宾人，其中包括非法劳工，往往就像是当代版本的契约劳工。对于

他们来说，这样的工作是他们及其家人重要的收入来源，尽管这收入很难足够支撑他们摆脱

剥削性的劳工市场。 

这是一部基于许多地方研究基础上的优秀的比较史。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海岛

东南亚过去三百多年发生的转型，还帮助我们理解它们的持续影响。 

 

（英文原文见 John Ingleson. (2021). [Review of The making of a periphery: How Island Southeast Asia 

became a mass exporter of labor, by Ulbe Bosm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52(2), 344346. https://doi.org/10.1017/S002246342100045X，编译转载已获作者授权） 

 

 

https://doi.org/10.1017/S00224634210004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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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研究》（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期刊于 2021 年 6 月刊登安珠·玛

丽·保罗（Anju Mary Paul）关于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教授埃里

克·皮铎（Eric J. Pido）所著《菲侨还乡：马尼拉、地产开发与跨国连通》（Migrant Returns: 

Manila, Development, and Transnational Connectivity）的书评。书评作者当时任教于耶鲁-新

加坡国立大学学院，现于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任访问教授。全文编译如下： 

 

    在菲律宾人的想象中，“还乡”曾主要是一种个体或个人化的经历。然而，自 2000 年

以来，“还乡”逐渐成为一个关键产业，菲律宾政府靠它获得外国直接投资。埃里克·皮铎

的《菲侨还乡》聚焦于参与这一回归过程的三组行为体：首先是菲律宾政府；第二是各种房

地产公司和经纪人，他们构成了连接美国（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州的戴利城，Daly City）和菲

律宾（尤其是马尼拉大都会及其周边）的跨境房地产行业；最后是菲律宾归侨本身。对于这

最后一组行为体，本书采用了多点民族志方法，追踪了一组菲律宾裔美国人回到菲律宾购买

房产、保护其在菲资产、在自己原先买下的土地上督造房屋、最终在这里退休养老的经历。 

    这个过程的一个关键维度是与返乡的实际行动一起发生的主观想象。皮铎写道，“返乡

的动力也来源于一种‘憧憬式劳动’（imaginative laboring）”（第 11 页）。自 1965 年以

来，对美国中产阶级富裕生活的想象一直吸引着高技能移民离开菲律宾。但皮铎展示了这样

的想象如何推动了移民返回菲律宾。这是由于侨居美国的菲律宾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无法享

受到他们初到美国时所想象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皮铎将这种人员和资本回流的上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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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金融危机及美国房地产的崩溃联系起来。受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影响的第一代菲裔

美国人开始看好在菲律宾投资房产，以此作为增加收入和扩大养老储蓄的替代手段。 

    《菲侨还乡》的题目实际上是一语双关，“还”（return）既指返回家乡的行动，也指特

定资产产生的利润回报。从前，菲律宾政府的工作重点曾是在“出口”其公民并获取他们的

汇款以支持国民经济。尽管国家机器在这种劳务中介功能中的作用仍是巨大的，但是皮铎让

我们注意到过去 20 年间在菲律宾发展起来的以移民为中心的新产业——移民还乡产业。它

鼓励菲律宾海外移民将大量资金投回菲律宾，表面上作为一种退休养老的备选项，但主要是

为了支撑菲律宾经济，因为很难从西方和东亚获取足够的外国直接投资。皮铎创造了一个有

用的术语“菲侨经济（balikbayan economy）”来指代“美国和菲律宾之间侨民劳动力和资本

的跨境流通”（第 12 页），并着重关注菲律宾海外资本流入菲律宾本土（尤其是马尼拉大

都会）房地产市场的情况。第二种资本流动类型对菲律宾的经济稳定日益重要，而对它的关

注和强调是本书的一个关键优势。 

    第一章聚焦于正在改变马尼拉大都会的菲侨经济。皮铎描绘了在国家首都地区涌现出

的高端建筑开发项目，这些项目以菲律宾归侨为目标人群，相比于大多数马尼拉居民居住的

贫民窟，如同另一个世界。他指出，即便已经“返回”祖国，这些归侨往往发现自己仍与本

国其他地方隔绝开来。第二章（《外国本地人》，“The Foreign Local”）延续了这一主题，重

点介绍了侨汇和将海外菲律宾侨汇制度化以支撑国民经济的历史及其作用。本章回顾了

1973 年开始的菲侨项目（balikbayan programme）的历史，该计划旨在吸引海外菲律宾人访

问或返回，还介绍了这些举措——包括特别的免税措施、购买土地的能力、以及退休养老投

资基金等——如何永久地改变了海外菲律宾人在本地人眼中的地位（第 55 页）。 

    第三章（《跨国房地产》，“Transnational Real Estate”）重点关注将在美国的菲律宾买家

与菲律宾政府和私营中介联系起来的“房地产资本跨国循环”。皮铎发展了罗安清（Anna 

Tsing）提出的“表象经济（economy of appearances）”（第 77 页）概念，这一概念指的是

基于经济增长的潜力进行引资宣传，而非已经现实存在的运行良好的（viable）经济。他指

出，菲律宾始终处在这一“潜力”状态，因为 1974 年对这个国家及其经济的描述在 2020 年

依然被用来吸引投资者。这一章是本书最有力的部分，展示了这种表象经济如何在跨国房地

产行业发挥作用。归侨想要实现想象中（但从未完全实现）的美国梦，最终在菲律宾夙愿得

偿。皮铎运用房地产宣传册和他参加众多营销宣传时对潜在买家的观察，展示出房地产行业

如何在这些愿景中获现：他们向愿意在马尼拉投资新建房产的归国菲侨销售他们将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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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安全、保障和幸福的表象”（第 100 页）。同时，皮铎记录了这些归国菲侨的疑虑

——从被无证中介欺骗，到更多的生活方式的担忧（比如蚊虫、污水、污染等等），毕竟这

些问题从未被彻底消除。回归和退休的幻景标志着焦虑和挣扎的结束，这也是本书的一个关

键主题。皮铎巧妙地呈现了这幻景是如何被菲律宾政府和行业中的私人行为体建构出来并

延续下去。 

    本书的第二部分偏重于那些已经回国的人的故事。第四章（《菲侨旅馆》，“The Balikbayan 

Hotel”）将菲侨视为游客，而非返家的游子。菲侨旅游业（Balikbayan tourism）本质上是矛

盾的，因为这些菲律宾人既不是彻底的外国人，也不是这里的新来者。他们在菲律宾仍有家

人，但同时被视为外国人；既是放弃了国籍的叛徒，也是白手起家、贴补家用的英雄。本章

试图展示海外菲律宾人如何在游人和归乡人的身份间流动，因为返回的过程往往横跨多年，

他们进行了许多作为游客返回菲律宾购买土地、监督建设或翻新工程的短期旅行。 

    第五章详述了归侨在房产中介宣传的大型开发项目之外自建住房的不稳定性。尽管尚

不清楚有多大比例的归侨在已有私产上建造房屋，而不是购买大型开发项目中的公寓，皮铎

强调了海外菲律宾人的挣扎，他们人在远方、试图用比房地产开放商预期更少的资源尝试自

建退休后的住房（第 145 页）。这些房子代表了归侨实现“现代性”最后的努力。但皮铎写

道，他们能够掌握的，是一种不稳定的、很大程度是表面的（performative）现代性。这些侨

民房产在外观上看起来有些凌乱随意（improvisational），因为它们往往人工手艺差、预算外

增项成本多（unexpected costs）、施工过程远程监督（监督不足）。第六章（《国内影响》，

“Domestic Affects”）在宏观层面对菲律宾退休养老行业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指出对腐败的

指控和金融管理不善等问题始终困扰着国家设立的退休人员投资基金。因此，人们担心即使

回了国，退休人员辛苦赚来的资金仍会被浪费掉。 

    本书的结尾略显突然，强调了菲律宾正在进行的结构重组，以整合旅游和退休养老两个

行业，通过为归侨退休人员以及来自韩国、中国和日本的投资者建设养老度假村，将该国变

为一个全球养老天堂。本书的结尾介绍了菲律宾养老产业的新元素，突出了韩国和日本投资

者扮演的角色，但仅是简单提及。 

    总的来说，本书有效地考察了移民研究中归国者（returnee）和退休者（retiree）的群体。

皮铎指出，许多菲侨继续在菲律宾和家人居住的美国之间来回穿梭，也有很多人一边享受退

休者的税收优惠一边继续工作。这些张力与菲侨在菲律宾既是外人又是家人所经历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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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共存。皮铎分析了菲律宾政府和跨国房产中介在利用并延续这一张力中的作用，这使得

《菲侨还乡》对菲律宾和侨民研究形成颇具价值的补充。 

 

（英文原文见 Anju Mary Paul. (2021). [Review of The Philippines. Migrant returns: Manila, development, 

and transnational connectivity, by Eric J. Pido].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52(2), 354357. https://doi.org/10.1017/S0022463421000345，编译转载已获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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