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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 述

黄炎子孙放异彩 雅棠 星暹日报 1986、1、2l○11

廖承志家族与中国侨务 文汇报 1986、1、21⑦

华裔科学家参与研究“挑战者”号爆炸原因 华侨日报 1986、1、30②

简介几位国际知名华裔人士 华侨日报 1986、 2、7① P4

华侨与空军的故事 张嘉中 星暹日报 1986、4、27⑥

华裔妇女名人集锦 星暹日报 1986、5、16○17

“玉颜不见空死处”：杨贵妃也是华侨？ 韩志鹏 星暹日报 1986、5、19⑩

华人亿万富翁挥军海外 英丽谯译 文汇报 1986、6、3 经济新闻版②

中国华侨史研究取得长足进步 星暹日报 1986、7、7○11

华侨、华人历史研讨会 巫乐华 星暹日报 1986、7、17○17

华侨历史源远流长：华侨的出国

巫乐华 星暹日报
1986、9、1⑩
1986、9、8○18

1986、9、15○19

海外新华人社会的形成取向 陈子园 华侨日报 1986、10、10⑦ P1

华人的根——华侨的故事 吴祯政 联合早报 1986、11、23 副刊④

研讨华侨历史的新转折 郑民 星暹日报 1986、12、7⑥

关于海外华人“向心力”的问题 翁绍裘 大公报 1986、12、27③

华人是问题最少的少数民族 杨行译述 星暹日报 1986、12、27○17

孙中山先生与客属侨胞 陈闻 星暹日报 1986、12、27○17

侨港厂商投资大陆活跃 江风 华侨日报 1987、1、1⑦ P1

五大洲华人分布现状 炎子 星暹日报 1987、1、1○39

华人与诺贝尔奖 石琪 联合晚报 1987、1、2○13

多少华人称“王”，世界各国逾卅人 郑传良 华侨日报 1987、1、6⑧ P2

华工开矿筑路开发金山 黄文湘 大公报 1987、2、11②

华裔学生何以智力超群 （法）凡埃
赛勒

联合早报 1987、4、8○15

华裔数学家陈省身 华侨日报 1987、6、26①P4

僧人昙静——泉州最早出国华侨 关钺 星暹日报 1987、6、28⑥

华裔经济力量迅速增长 黄文湘 大公报 1987、7、3②

福建侨多海外捐赠多，厦门小贩月交税二千
李达仁译 明报 1987、7、8○18

海峡两岸与海外华人纪念“七七”五十周年 李学明 华侨日报 1987、7、8① P2

作客草原的日子：记华侨华裔青年内蒙夏令
营

夏茵 大公报 1987、8、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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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礼佛：从壁画看华侨 逸典 星暹日报 1987、9、7○17

鹏飞万里：战前广帮领袖吴胜鹏的生平事迹
韩山元 明报

1987、9、5○15

1987、9、6⑧

观音与“神王”：华人的信仰民俗 韩山元 联合晚报 1987、9、14○11

神仙的家：华人宫庵堂知多少 李永乐 联合晚报 1987、9、19○15

手摸木桶好事来：华人喜丧事礼俗 区如柏 联合早报 1987、10、25 副刊⑦

眼泪泡出“过番歌”：反映早期华工遭遇的
歌谣

马风释注 联合早报 1987、11、8 副刊⑥

海外华裔在华投资成效显著 赵健 星暹日报 1987、12、28②

海外华人社会今年十大新闻 文汇报 1987、12、29②

爱国华侨吴锦堂 周简段 星暹日报 1988、1、10⑥

世界最伟大的华人建筑家：贝聿铭其人其事 联合晚报 1988、1、14○15

海外华人的情意结 夏侯桑 星暹日报 1988、2、16○26

登高一呼群山应：陈嘉庚与怡和轩 韩山元，李
永乐著

联合早报 1988、3、25○13

华人与黑人爱恨交缠 徐洛波 联合早报 1988、6、18○15

二、亚 洲

老挝华人现状 星暹日报 1985、12、17○17

有土著、有移民、有黑旗军遗裔的寮国移民 麦少宾 华侨日报 1986、5、13⑥P3

华人对开发越南的贡献 陈仲贤 华侨日报 1987、11、22①P2

东北部的越南难民 卡节沛·巫
律博著；汉

生译
星暹日报

1988、4、25⑤
1988、5、922

印支难民的症结 星暹日报 1987、7、16○13

印尼华人与政治 陈妙华 联合早报 1987、5、31②

华人对开放印尼的贡献 李学明 华侨日报 1987、8、21①P2

印尼华裔银行家李文正 陈仲贤 华侨日报 1987、12、22① P2

（印尼）建国五项原则与华裔 佘文锁 联合早报 1988、2、26○17

印尼华裔的诗歌 寒川 联合早报 1988、3、2○35

华马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记“华社与马来语
文”史料展

梦霞 联合早报 1987、4、19○34

大马华人政治上的困境
郭仁 联合早报

1987、4、20○14

1987、4、22○16

大马华裔人口下降的危机
梅国民 联合早报

1987、9、4○18

1987、9、5○18

大马华裔人口出生率锐减 联合晚报 1988、1、21○20

滇缅公路上的华侨机工 章萍萍 星暹日报 1986、11、24○23

东南亚华侨在大陆的投资 李学明 华侨日报 1985、12、25①P2

明朝前后华侨对菲贡献 马弥坚 华侨日报 1986、1、9③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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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大选中的华人 易锐民 文汇报 1986、2、17②

新形势下的菲籍华人 明报 1986、3、11①

马尼拉华人社会概况 唐汶 星暹日报 1986、3、11○14

菲华裔心目中的新政府 赖青萍 大公报 1986、3、12②

菲律宾华人的取向 徐明元 文汇报 1986、3、12②

风水轮流转：菲律宾华裔的“动向” 联合晚报 1986、4、4○16

马来、印尼“±生华侨”被称为“峇峇”之
起源与意义

梁野 华侨日报 1986、4、29⑥P3

菲华人地位提高 联合早报 1986、5、4○26

菲华社会情况点滴 蔡仰峰 星暹日报 1986、5、12○30

菲律宾的华人社会 孔真 联合早报 1986、5、14○19

峇峇与“中国生”华侨的异同 唐仁裔 华侨日报 1986、5、23②P3

土生华侨男的称峇峇、女的称娘惹——她们
的生活与习惯

唐仁裔 华侨日报
1986、6、27⑦P3
1986、6、27⑦P3

菲律宾华人社会问题 蔡仰峰 联合早报 1986、8、4○15

菲华社会的婚姻与政治 潘宜浩 联合早报 1986、10、29○19

菲碧瑶华人社会一瞥 江巍 星暹日报 1987、2、10⑨

一个菲籍华人大使 姚子 联合早报 1987、5、11○15

马尼拉华人区速写 姚子 联合早报 1987、12、6○20

菲律宾的华人社会，婚姻政治与世隔绝 华侨日报 1988、1、4① P4

菲华社会奢侈成风 姚子 联合早报 1988、2、20○13

菲华青少年文教蓬勃发展 星暹日报 1988、4、23⑥

菲律宾华埠掠影 星暹日报 1988、4、12○21

清迈侨教感谈 蓝青 星暹日报 1985、12、2○12

清迈华教在发展中 陈绍平 星暹日报 1985、12、21○23

泰华显要人士的社会估值 陈冀新译 星暹日报 1986、1、5⑥

评定泰国华人显要人士的标准
陈冀新译 星暹日报

1986、1、20○27

1986、1、25○17

曼谷华人欢度春节 钟新 文汇报 1986、2、12②

一九五○年代泰国华人领袖的类型
陈冀新译 星暹日报

1986、3、2⑥
1986、3、8○24

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泰国华人领袖在
各类社团中的情况

陈冀新译 星暹日报
1986、3、15○21

1986、3、22○17

泰国华人社会领袖的职责
陈冀新译 星暹日报

1986、4、5○19

1986、5、24○14

泰国华人领袖与华文教育的关系
陈冀新译 星暹日报

1986、5、10○14

1986、5、17○10

一九五○年至五二年年间泰国华人领袖 1986、5、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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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报和战争

陈冀新译 星暹日报

1986、6、7⑩
1986、6、14○14

1986、6、21○13

1986、6、28○14

1986、7、5○24

泰国的华人团体 星暹日报 1986、6、16○14

一九五二年泰国华人领袖公而忘私的工作：
随身证费事件和黄桥大火灾事件

陈冀新译 星暹日报

1986、7、12○14

1986、7、19○14

1986、7、26⑩
1986、8、9○13

1986、8、16○14

1986、8、23⑦
1986、8、30○17

昔年华人在泰国的帮会

楠木山人 星暹日报

1986、8、16○14

1986、8、23⑦
1986、8、30○17

1986、9、6○17

1986、9、13○14

1986、9、20○14

一九五○年代泰国华人领袖的行业或职业
陈冀新译 星暹日报

1986、8、30○17

1986、9、6○17

一九五○年代泰国华人社会领袖控制商业
的途径

陈冀新译 星暹日报

1986、9、13○14

1986、9、20○14

1986、9、27○18

1986、10、4○13

銮披汶第二度执政期间华泰显要人士的商
业结合

陈冀新译 星暹日报

1986、10、4○13

1986、10、12⑥
1986、10、25○24

1986、11、1○14

泰国华人与政治问题

卡节派·武
律博著；张
仲木译

星暹日报

1986、10、4○13

1986、10、12⑥
1986、10、25○24

1986、11、1○14

1986、11、8○17

1986、11、15⑩
1986、11、29⑥

泰国华人问题研究之起步 扬行 星暹日报 1986、10、18○17

孙中山先生与暹罗华侨 晴虹 星暹日报 1986、10、18○17

原先来自云南的泰北回民
陈冀新译 星暹日报

1986、11、8○17

1986、11、15⑩
1986、11、29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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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移居暹罗的潮州人 睛虹 星暹日报 1986、12、27○17

泰国政府对于华人之同化政府 卡节派·巫
律博著；张
仲木译

星暹日报
1987、1、10○13

1987、l、17⑥

聚居泰北的华人 陈天权 明报 1987、3、19○37

泰华侨社一项伟大计划：倡立介寿堂慈善医
院

张艺光 星暹日报 1987、5、16④

邓泽如非暹罗华侨 余言 星暹日报 1987、6、1⑩

华人何时来泰生根 汉生 星暹日报 1987、6、29○14

暹罗华校的起源考 陈思源 星暹日报 1987、7、、6○19

泰国华侨对近代泰汕贸易的贡献
王绵长 星暹日报

1987、12、7○11

1988、1、4○30

泰国潮州人众多的原因 王绵长 联合早报 1988、2、7○24

泰国的华人 西萨·旺立
颇隆著；闻

浩泽
星暹日报

1988、3、7○25

1988、4、4○17

旅暹闻侨史略 余辑 星暹日报 1988、4、4○17

泰国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葛治伦 星暹日报

1988、5、1⑥
1988、6、6○22

泰国著名银行家陈有汉 李学明 华侨日报 1988、6、1①P3

日本华侨社会的形成 星暹日报 1986、3、26○11

横滨中华街掠影 星暹日报 1986、4、22⑨

日本对华态度的变化：东南亚华人与日中关
系之一

联合早报 1986、4、19○16

日本的华人问题研究方向：东南亚华人与日
中关系之四

联合早报 1986、4、24○12

活泼的东京华侨俱乐部 邱剑虹 星暹日报 1988、1、26②

东京的华侨妇女会 王大薇 星暹日报 1988、4、1⑥

新加坡华人史的分期 赵善光 联合早报 1986、11、2○33

郑和与南洋华侨 星暹日报 1987、1、10⑩

李光前归属感的转移 崔贵强 联合早报 1987、4、19○34

会馆组织与南洋华人社会 陈璋 联合晚报 1987、5、31②

华人在马六甲建的回教堂 晓彤 联合早报 1987、6、14○32

旅居星洲华侨捐款、泉州乡下筑桥修路 夏茵 明报 1987、6、23○15

一纸下南洋：战争华人南来所持的护照 韩山元 联合晚报 1987、6、28○11

三、欧 州

英国华裔不忘寻根，积极筹建中文学校 吕明 明报 1985、12、29②

英国华人现状 （日）鸿山
俊雄

星暹日报 1986、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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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伦华人广播今日观 刘亚茅 明报 1986、4、16○25

英国华人的社会近况 炎子 星暹日报 1986、5、6○14

华人移民在英国 英雪 星暹日报 1986、8、26⑩

在英华人移民面对许多问题 灵英 联合早报 1986、9、3○17

北爱尔兰的华人社会 佚名 星暹日报 1986、10、21○14

英国华侨华人的“杂碎生涯” 李维庆 大公报 1987、5、3②

北爱的华人与妇女 李若梅 大公报 1987、9、21②

英国华侨年青一代多数不愿学习中文 华侨日报 1988、1、19②P、1

华人在伦敦遭白人歧视骚扰 王瑞香 联合早报 1988、3、3013

法国华裔女教授成之凡，典型中国女性扬名
巴黎

华侨日报 1986、1、23①P、4

法国华人清明祭祖记 黎炎 大公报 1986、5、1○19

法国华人社区发展史 敏捷 星暹日报 1986、5、27○14

法国的印支华人和十三区 钱楚屏 星暹日报 1986、12、16○17

法国舆论赞誉法国华人 叶敏 星暹日报 1987、5、26○19

巴黎的华人 炎子 联合晚报 1987、6、19○20

法国首位华裔国会议员 炎子 联合早报 1987、9、4○19

旅法华人首次开办地产公司 唐宏钧 大公报 1987、10、17③

巴黎华人斗争有成 星暹日报 1987、11、24①

旅法华人的经济事业在发展 唐宏钧 星暹日报 1988、1、5①

法国华人不再沉默 文录 星暹日报 1988、1、12⑩

成功容易却艰辛：访马赛华裔罗文中先生 刘海英、唐
宏钧合著

星暹日报 1988、1、14○17

荷兰华人的近况 何贵初 明报 1987、5、21○35

葡萄牙的华人 孔真 联合晚报 1987、6、13○16

欧洲华人社会现状 炎子 星暹日报 1986、9、23○14

欧洲华人走向团结互助之路 关愚谦 大公报 1987、6、25③

欧洲华人昔今 俞齐 星暹日报 1987、8、18○13

四、美 洲

加拿大华人阴盛阳衰 彭鹏 明报 1987、4、19○22

温哥华华埠入籍庆典散记 卢因 大公报 1987、5、16○18

加外长与华人的聚会 文钊 文汇报 1987、5、16②

华人投资者对加拿大的影响 马慧仪译 文汇报 1987、6、23 副刊②

温哥华唐人街 拾得 星暹日报 1987、6、30○13

加拿大华人不足 30 万 华侨日报 1988、1、4①P、4

美华裔会计师李坤育专题演讲：移民美国之
后遗症与解决方法

华侨日报 1985、12、11⑤P、1

美国华裔学术界的李瑞芳 星暹日报 1986、1、8○11

早期美国华侨的会馆组织 刘汉标 大公报 1986、1、16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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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17③

新一代华人在美国 狭傲 文汇报 1986、1、18○18

华裔移民在美国 文汇报 1986、2、14②

一个美洲华裔女性的传奇 文汇报 1986、2、28○18

华裔少女林晓珊获纽约拼字冠军 华侨日报 1986、3、10①P、4

美国华人今昔 叶洪 星暹日报 1986、3、18○14

新闻工作者宗毓华：最具知名度的美国华人 朱青 星暹日报 1986、4、9⑦

美国华人处境的改善 黄文湘 大公报 1986、5、16②

从一个农村少年白手起家事实来看华侨对
美国经济的贡献

华侨日报 1986、9、8⑤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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