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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高权 性 别 男 

 

出生日期 1992.04.06 职 称 助理教授 

学  历 博士研究生 学 位 博士 

学科分类 社会文化地理学 

研究方向 移民与东南亚华人研究；宗教地理；地缘政治 

工作单位 
中山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

学院 
职  务 助理教授 

通讯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中山大

学东校园地理科学与规划学

院 C401C 
邮  编 510000 

手  机 16771581657 邮  箱 gaoq59@mail.sysu.edu.cn 

在国内外学术团体任

职情况 

《热带地理》青年编委；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Asia Pacific Viewpoint, 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and Policy 等 SSCI 期刊审稿人. 

主要学历（从大学填写，6 项以内） 

起止年月 学校院（系） 专  业 学  位 

2016.09-2020.09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地理系 
人文地理

学 
哲学博士 

2011.09-2015.06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

（师范） 
理学学士 

    

    

    

    

主要工作经历（10 项以内） 

起止年月 工 作 单 位 职务 

2021.10 至今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助理教授 

2020.09-2021.09 新加坡管理大学 研究员 

研究方向与成果（对以往科研工作及成果进行简要介绍，建议 800 字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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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于参与国家级项目情况、论文发表情况、申报专利及应用情况、获奖情况 

 
申请人高权近年来主要从事社会文化地理学、海外华人与地缘政治的研究，并热衷于将社会

文化地理研究与中国当前转型中所面临新的宏大实际问题和战略需求相结合，实现学术与社会的

有效对话。近年来申请人发表中英文论著 32 篇，其中 SSCI 期刊论文 19 篇（汤普森 Q1 期刊论

文 10 篇，第一作者 SSCI 论文 13 篇，通讯作者 SSCI 论文 3 篇）；在《地理学报》《地理研究》

《旅游学刊》等国内权威和核心刊物发表论文 10 篇（CNKI 引用超 300 次）。其中，以第一作

者在地理学顶级期刊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影响因子 27，在 84 本地理学 SSCI 期刊中

排名第 1）、地理学顶级期刊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中国研究顶级期

刊 The China Quarterly、移民研究顶级期刊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以及城市研究

权威期刊 Habitat International 发表文章，在青年社会文化地理学者中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主

要学术成果和研究创新可以概括为一下三个方面： 
 
 （1）从移民与地方的互动角度研究不同移民群体的社会文化嵌入性。申请人博士阶段研究

重点关注深圳劳工移民群体的经济生产活动与社会文化实践的互动关系，分析了农民工群体如何

通过阶级身份、宗教信仰、性别角色等社会化实践以响应和协商深圳的“劳动政体”（labour 
regime）。其中，研究发现农民工宗教信仰与深圳工业经济系统的研究指出，宗教仰对缓和农民

工与工厂的劳资关系以及促进农民工的地方融入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并提出了引导宗教与社

会主义相适应的可能路径。相关研究已经发表在 The China Quarterly，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和 Geoforum 等权威期刊发表，对推动中国劳工移民的文化地理学研究起到了

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外，申请人近期开始从劳工移民研究拓展到粤港澳大湾区多样化的国际移民

群体，包括海外华人、外籍技术移民和菲佣等国际移民，探讨国际移民在中国多样化的地方融入

和地方嵌入模式，相关研究成果已经投稿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等期

刊。 
（2）从文化地理学视角剖析东南亚海外华人社团的社会文化网络及其地缘政治影响，为国

家“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社会文化分析注解。申请人重点关注东南亚华人基于宗族、宗教和关系搭

建的社会网络如何塑造和影响中国与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关系。申请人认为地缘政治研究与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都应该重视中国与东道主国家制度和文化的差异，并关注非国家行动者如何在日

常生活和文化实践的尺度影响全球化在地方社会中的“嵌入”。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地理学顶

级期刊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以及人文地理权威期刊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E。发表

在 DHG 的文章以新加坡为例子，分析儒家文化特别是华人社团在新加坡社会治理和地缘战略以

及参与“儒家经济圈”中的作用。该文章为理解中国崛起与海外华人的关系和互动提供了重要的反

思，也提出了基于儒家社群主义为核心的“亚洲共同价值观”的构想，为打破西方“国家主义”意识

形态为核心的地缘价值观提供了参考。 
（3）从“情感”的角度研究城市空间和地方重构，搭建了中国“情感地理学”研究框架，为促

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了“情感路径”。地理学和城市规划长期被“理性”和“功用主 
义”和“市场逻辑”所支配，导致地理学缺乏对人情感的关注。申请人在 Habitat International、 Area、
Health & Place 以及《地理研究》《人文地理》发表的系列研究，将“情感”引入城市更新、地方

性重构和城市健康空间的营造等问题。其中发表在 Habitat International 的文章基于广州猎德村改

造的案例，首次在国际地理学界提出“情感权利”（right to emotion）的概念，提倡将情感作为城

市居民“城市权利”重要的维度，并提出了将人与地方的情感纳入到城市公共政策的考量的模型，

对建设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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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8 篇以内） 

序号 论著名称 出版收录 年卷期页 

1 
Quan Gao, Justin Tse & Orlando Woods.  
What and Whose Confucianism? Sinophone 
communities and dialogical geopolitics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IF=27, JCR Q1) 

 2021, 11(2): 
244–247 

2 

Quan Gao, Woods Orlando & Lily Kong. 
Squeezed out by the market, seeking 
strength in the network: Makeshift temples 
and the spatio-affective logics of survival in 
Singapor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JCR Q1；中科院

一区 TOP） 
 

https://doi.org/
10.1111/tran.1

2583  

 

3 

Quan Gao. Reconstituting the neoliberal 
subjectivity of migrants: Christian 
theo-ethics and migrant workers in 
Shenzhen, China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IF=5.34  
JCR Q1) 

 2021, 
47(12): 2725- 

2744 

4 
Quan Gao, Duo Yin & Hong Zhu. Urban 
regeneration and emotional politics of place 
in Liede Village, Guangzhou,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IF=5.205, JCR Q1)  

2020,103, 
102199 

5 

Quan Gao. The aspiration for moral 
manhood: religion, class, and migrant 
workers’ negotiation of masculinities in 
Shenzhen, China. 

 Geoforum 
(IF=3.926, JCR Q1) 

2019, 106, 
287-296 

6 

Quan Gao, Woods Orlando & Lily Kong.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Death: Chinese 
Religion and the Affective Tensions of 
Secularised Burial Rituals in Singapor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E: Nature 
and Space 
(IF=3.758, JCR Q2) 

2021, DOI: 
10.1177/2514
848621106847
5  

7 

Quan Gao, Junxi Qian. Migrant workers in 
an era of religious revival: industrial 
capitalism, labour and Christianity in 
Shenzhen 

The China 
Quarterly 

(IF=3.581, JCR Q1)  

2019, 24(1): 
62-86 

 8 

 Quan Gao, Duo Yin, Hong Zhu & 
Xiaoliang Chen. Lived religion under 
neoliberal transition: work/leisure and 
migrant workers in Shenzhen, China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IF=2.88, JCR Q2) 

2019, 22 (8): 
1122-1142 

专利（专利只填写已获授权的发明，8 件以内） 

序号 专利申报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状态 

1     

主要获奖励情况（不超过 3 项） 

获奖时间 获奖项目名称 奖项名称 
奖励等级

（排名） 
授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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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后世俗女性主义的反思：

深圳女性民工基督徒的

能动性研究 

2019 年中

国地理学

会文化地

理学年会

优秀展示

奖 

1 
中国地理学会

文化地理委员

会 

2016 博士全额奖学金 
英国研究

卓越奖学

金 
1 

英国纽卡斯尔

大学 

如获资助，拟独立开展的研究项目（项目简介 10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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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粤港澳大湾区外籍技术移民的社会文化嵌入性 

（1）研究背景 

知识化和全球化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国家或区域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人才的竞争。特别

是在全球经济发展同质化和内卷趋势下，对外籍技术移民和高端技术人才的吸纳已成为了国家保

持永续发展动力优势的重要因素。因此，近年来地理学和移民研究对技术移民的关注持续高涨，

如何吸纳技术移民以及推动技术移民与东道国的良性社会文化整合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各国政府

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 9 月 27 日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国要“深

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如何让外籍技术移民和

知识型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并能与地方的文化与制度环境相适应，既是我国实现人才

强国战略的重点难点，也是本课题的现实立足点。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海外人才的引入力度，出台各项政策改善外国人才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然

而，技术移民与东道国的整合不只是宏观尺度上制度和政策设计的问题，还是外籍技术移民与地

方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的互动与协商过程。 地理学和移民研究从宏观的政治经济结构和微观的社

会文化实践两个角度都探讨了技术移民与东道国的整合问题，但对技术移民与地方互动中“经

济-文化”的互嵌关系以及技术移民如何嵌入到地方文化和制度系统仍缺乏深入思考。特别是学

术界对中国技术移民的研究大多数仍停留在法律和政策层面，深入的实证研究严重不足。以往的

研究主要把技术移民的经济行为和社会文化实践看作两个独立的问题探讨，缺乏运用嵌入性的思

维全面考察移民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因此，本课题从“嵌入性”的理论出发，立足经济与社会文

化相互塑造的视角，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外籍技术移民与地方的社会文化互动与整合，正是回应了

这一重点难点问题。 

 

（2）国内外研究综述 
地理学和移民研究对技术移民的关注可以概括为两大流派： （一）人口地理学、经济地理

学和移民经济学构成的“政治经济流派”关注技术移民的迁移格局、动力机制、制度安排以及社

会经济影响。这一流派从不同的经典移民研究理论模型出发，比如历史-结构主义理论（或世界

等级体系理论）[1]、双重劳动市场理论[2]和移民社会资本理论[3]等，从不同的尺度探讨影响技术

移民流动和迁移的宏观结构性因素和中观的政治经济过程。（二）“社会文化流派”（以社会文

化地理学和文化人类学对技术移民的研究为代表） 主要关注技术移民与特定地方、空间和社会

情景的互动与协商，特别是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分析技术移民的跨国实践、社会网络、文化身份和

社会融入等问题[4]。学者通常用社会融入（social integration）[5]、社会并入（social incorporation） 
[6]等概念探讨技术移民对东道国社会、制度和文化的融入过程以及在微观尺度身份认同和情感的

再生产过程。  
然而，现有技术移民的研究仍有两大研究不足。第一，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南-北”和“北-

北”国家之间的技术移民，而“北-南”和“南-南”国家之间技术移民的迁移流动模式和人地互

动模式仍未引起国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第二，现有研究把技术移民仅仅看作经济主体或文化主

体，缺乏反思作为移民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建构等社会文化过程本身会产生怎样的经济外部性，

即外籍移民的经济行为如何嵌入到地方的文化与制度环境和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本研究正式从

“嵌入性”的视角进一步推动对技术移民在宏观和微观、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 
嵌入性”（embeddedness）是社会科学中分析经济行为与制度和社会文化之间相互塑造关系

的一个核心理论。嵌入性的概念由波兰尼（Polanyi） [7]提出，经由 Granovetter 和 Uzzi 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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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丰富和发展，并被地理学家重新定义为理解企业或个体与地方互动的一种重要社会-空间关系

与模式[8-9]。Polanyi 认为“人类经济活动通常都隐藏于人类的社会关系当中”，即所有经济生活

和经济行为都是嵌入于社会关系、社会规范和社会建制（social institutions）之中[7]。地理学对嵌

入性思想的运用强调全球化和地方化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嵌入性的空间逻辑，认为经济活动嵌入不

同空间、地方和尺度的社会网络、文化和制度环境之中[10-11]。全球化带来的人口、资本和知识跨

国流动性的快速增长让人们重新思考不同国家和种族的文化差异性对人类社会经济行为的影响。

事实上，对嵌入性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激发和推动了经济地理学“文化与制度转向”。Yeung 认为

地理学家应该关注经济行动者的行为如何因为身份认同、阶级、性别和种族而在空间上发生分化，

重视话语（discourse）与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过程对物质空间和经济空间的反作用[12]。

然而地理学对“嵌入性”思想的运用主要集中于企业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较少关注移民和个体行

动者的嵌入行为和策略。特别是作为经济行动者的技术移民，他们的知识生产、创新活动和日常

生活实践是如何嵌入到地方的社会文化系统？什么因素影响着技术移民的社会文化嵌入？中国

特色的制度环境、人才和移民政策与社会文化系统必然会衍生出与西方话语体系不同的技术移民

的地方嵌入类型、模式和动因，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有利于批判性地对话西方移民理论，构建中国

特色的技术移民研究体系。 
 
（3）研究内容 

1）外籍技术移民的类型和特征研究：项目通过抽样调查和问卷等方法总体上把握外籍技术

移民的职业、收入状况、国籍、流动和迁移历史、家庭关系和法律身份等人口统计学信息。 在
把握外籍技术移民群体内部多样性的基础上，课题拟从技术类型、流动方向、族裔、迁移单位、 
法律身份和文明区与文化亲近性六个方面对外籍技术移民进行初步分类，并探讨不同类型外籍技

术移民的特征。 
2）外籍技术移民社会文化嵌入性的时空过程研究：①时间过程：了解外籍技术移民迁移、

生活和工作的历史和生命历程，探究技术移民嵌入地方过程中与文化和制度的“冲突-协商（-调
和）”的时间过程，把握技术移民地方嵌入中的重要时间节点和阶段。② 空间过程：分析外籍

技术移民对空间（例如居住生活、工作和休闲空间）的感知、想象、利用和协商过程。③“社会

文化-经济”互嵌过程：作为“老外”的技术移民如何在身份认同、价值观、情感和自我实现等

方面与地方形成稳定的文化嵌入性？技术移民的生产性活动（学术研究、技术研发和企业管理等）

如何嵌入到地方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国家和地方的制度环境（例如人才政策、创新氛围、社

会管治政策、企业和高校体制等）如何塑造、影响和制约他们的生产、创造和管理活动？ 
3）外籍技术移民地方嵌入模式研究：探讨在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四个城市不同的人-

地关系影响下，不同类型的外籍技术移民在嵌入方式上呈现怎样的特征，以及会形成怎样的不同

的社会文化嵌入模式。 
4）外籍技术移地方嵌入的影响机制分析：首先，从结构性上分析影响技术移民地方嵌入的

宏观和中观结构性因素。全球经济重组和“一路一带”倡议和国家的人才政策等如何塑造技术移

民的流动与嵌入？在中观层次，大学和企业等机构内部的体制如何塑造移民的嵌入？在这种结构

下，技术移民个体有怎样的能动性？他们如何通过经济和文化的策略对地方的结构进行协商？ 
 
（4）关键科学问题 

1）如何揭示粤港澳大湾区不同类型的外籍技术移民社会文化嵌入的时空过程及其差异性？  

2）外籍技术移民在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四个城市不同的人-地互动方式下会形成怎样的

不同社会文化嵌入模式？ 

3）从结构-能动性的关系看，影响外籍技术技术移民社会文化嵌入的核心机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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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Wallenstein, I.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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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该研究项目的独特、独有或创新性（建议 300 字） 

 
项目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推动“文化与制度转向”下技术移民的地理学研究： 

研究对象创新：地理学和移民研究对技术移民探讨主要集中于“南-北”和“北-北”技术移

民，而对“北-南”和“南-南”流动模式和地方嵌入模式缺乏深入分析。在“一带一路”倡议和

“南南合作”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必然衍生出与西方话语体系不同的技术

移民类型和人地互动模式，因此对中国外籍技术移民的研究有利于批判性地对话西方移民理论，

为技术移民研究贡献“中国知识”。 

研究理论创新：本课题在批判性分析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地理学嵌入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地

方嵌入的理论框架，认为地方嵌入是理解技术移民与东道国人地互动的一个核心过程，为理解技

术移民与东道国的人地互动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简述该研究项目的意义或潜在意义，对学科产生的推动作用和可能对经济社会创造的价值或做

出的贡献（建议 3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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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意义：地理学和移民研究重点关注了技术移民的政治经济影响和社会文化实践，但对技

术移民与地方互动中经济-文化的互嵌关系以及技术移民如何嵌入到地方文化和制度系统仍缺乏

深入思考。特别是鲜有研究关注中国外籍技术移民的嵌入性问题。在地理学“文化与制度转向”

下，从嵌入性的视角探讨移民与地方的互动正成为技术移民研究的新兴研究范式。因此，本课题

立足“嵌入性”的视角，旨在加深对技术移民与地方互动过程中文化与经济相互塑造关系的理解。

这一理论视角有利于推动“文化和制度转向”研究范式下技术移民的地理学研究。 

 

实践意义：在知识经济的发展模式下，人才是综合国立竞争的核心战略资源。如何吸纳技术

移民并让其与东道国实现良性的互动和整合是人文地理学和移民研究关注的学术前沿话题，也是

我国实施才强国战略和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重点和难点。在社会经济价值上，本

项目有利于理解粤港澳大湾区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对外籍移民社会文化嵌

入的影响，从而因地制宜地为我国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人才和创新高地的战略布局提供政策

参考。 

 

简述该研究项目的实施方案（建议 300 字左右） 

研究方法：（1）综合质性研究方法：项目将初步计划对不同案例地的不同类型外籍技术移

民、高校和企业的管理者、当地政府官员等进行深度访谈。 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每个案例

地各自选 20-30 名外籍技术移民进行深度访谈，了解外籍技术移民社会文化嵌入的过程和策略。

（2）问卷调查法：研究将从访谈对象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入手，计划发放问卷 800 份。在所

收集的问卷数据基础上，利用 AMOS 结构方程软件和 SPSS 分析软件进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

（3）空间模拟和定性 GIS 方法：定性 GIS 的优势在于可以将访谈和文本数据空间可视化，将外

籍技术移民的个人叙事和情感表达与特定的空间背景进行关联。具体操作为：在研究对象的允许

下，选取其中约 20 人进行为 1 天的跟踪访谈和 7 天的 GIS 追踪，然后将访谈数据和时空行为数

据导入 Arc GIS 进行空间分析。总的来说，利用定性 GIS 对不同类型群体技术移民、不同空间尺

度的行为模式、情感表现方式、社会互动模式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探讨外籍技术移民地方嵌入

中的情感表达与空间策略。 
研究计划：项目计划于 2023-2024 年对粤港澳大湾区外籍技术移民进行深入田野调查，计

划调查和深度访谈外籍技术移民 80-100 人，在此期间同时对国内外技术移民研究进行梳理，建

立技术移民社会文化嵌入性研究框架；2023-2025 年，撰写学术论文和组织移民研究相关会议；

同时进行第二次田野调查。2025-2026 年间，撰写论文和政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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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获得资助，请说明资金的主要用途 

 

总预算 30 万元 
 
（1）材料费 2 万： 打印或复印访谈资料与问卷、复印档案资料、年鉴资料，按 0.4 万元计； 由
于研究需要让技术移民佩戴 GPS 定位仪以观察其日常生活轨迹， 需要付给调研对象被试费， 约
80（份）× 200（人） =1.6 万元，合计 2 万； 
 
（2）差旅和调研费 15 万： 差旅费约 9 万元。进行各种田野调查的费用（包括参与项目的学生

进行的与本项目有关的论文的调研费用）。主要用于广州、深圳、澳门和香港四个城市的调研费

用；会议费约 3 万元。参加人文地理学年会、文化地理学研修班等会议和培训，进行会议汇报与

讨论交流，吸收相关专家意见。国际合作与交流费约 3 万元。为了解国际前沿，搭建学术交流网

络，积极进行国际合作，派遣老师或学生出国访学交流。合计 15 万。 
 
（3）劳务费约 9 万元：聘请研究生、本科生参与项目各项研究工作，包括项目的实地调研、 数
据收集、 整理和分析（包括质性访谈与定性问卷等） 等工作。 按硕士研究生 800 元/月，本科

生 500 元/月。 聘请硕士生三年劳务费为 800（元）× 5（人）× 5（个月）× 3（年）=6 万元； 聘
请本科生三年劳务费为 500（元）× 5（人）× 4（个月）× 3（年） =3 万元。 
 
（4）出版/文献/信息传播费 4 万： 其中论文版面费 8（篇）× 0.5（万元） =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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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人对推荐表上述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审查，对其客观性和真实性负责。 

 
被推荐人签名：高权 

 
                                 2022 年 7 月 18  日 

 

 

 

工 
作 
单 
位 
意 
见 

 
 

 
同意高权老师申请中国地理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 

 
单位盖章： 

 
                             2022  年 7  月 18  日 

 

推 
荐 
机 
构 

（人） 
意 
见 

 
 

 

 

高权同志是近年归国优秀文化地理青年者，成果丰富，学术创新能力强，在

情感地理学等方面有开创之力，特推荐。 

 

 

 

 
 

签章：朱竑 
 

                          2022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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