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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安山❋

摘　 要:

中国人移民拉丁美洲经历了 5 次高潮。 本文通过分析华侨华人社会在

经济、 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活动, 提出了以下结论: 多元社会组织愈多, 华

侨华人社会的融入度愈高; 华侨华人在一个国家精英阶层所占的比重往往

与其融入程度成正比; 社会融合是政治认同的基础; 华侨华人实现政治认

同和参政才是真正融合于当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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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当代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情况缺乏系统

研究①。 本文通过对现有资料和研究成果的梳理, 并对侨乡进行实地考察,

力图对拉美华侨华人史和他们的经济状况、 社会生活及政治认同与政治参

与进行研究。 笔者希望通过本文丰富对华侨华人生存状况的研究, 认识他

们在应付经济压力、 面对文化差异、 适应生存环境和融入当地社会方面的

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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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山, 多伦多大学哲学博士,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
非洲研究、 华侨华人。 此文是在国务院侨办项目 2007 ~ 2008 年课题研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洪聿、 李宇敏、 邱力戈、 陈洁和宫若涵等同学在资料收集和翻译制表方面提供了协助, 在此

表示感谢。
近期研究参见高伟浓 《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移民史、 社团与文化活动远眺》,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 关于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的研究状况, 参见 Li Anshan, “A Historiographical Survey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Walton Look Lai, ed． , Essays
on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the Caribbean, University of West Indies, 2006, pp． 192 -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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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的历史考察

拉美华侨华人历史及其分期主要受四种因素影响: 中国国内局势、 华侨华

人所在家乡情况 (当地政策的鼓励程度、 移民历史传统和分布因素)、 目标国

的局势 (国家的移民政策以及偶然性因素)、 世界经济特别是国际劳动分工。

中国人何时抵达拉美尚无确切答案①。 英国人孟西斯在近作中举出他在墨西

哥、 危地马拉、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和秘鲁等地找到有关中国人早于哥伦布远

航美洲的证据②。 然而, 西班牙史料表明, 中国人在 1560 年已出现在西班牙

美洲。 他们通过 “马尼拉大帆船” 抵达美洲。 “马尼拉华人” 主要指从东南亚

乘马尼拉大帆船来到美洲的华侨华人③。 17 世纪的墨西哥城, 华人理发匠已对

当地西班牙理发匠构成威胁, 引起西班牙人的请愿抗议④。 这一时期的华工贩

运称为 “猪仔” 贩运, 与后来的 “苦力” 贩运不同⑤。 在大批契约华工引进

之前, 抵达拉美的华侨华人人数甚少, 在人口统计学上意义甚微。 因此, 我们

可将 19 世纪以前称为华侨华人移民拉美的 “前奏” 期。

拉美华侨华人从移民到定居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并伴有 5 次移民潮

(1847 ~ 1874 年、 1890 ~ 1930 年、 1949 ~ 1950 年代、 1960 ~ 1970 年代、 1970

年代末以来)。

1． 第一阶段 (1800 ~ 1874)

第一次移民潮即 “苦力贸易” 阶段, 其间有数十万中国人抵达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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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春辉、 杨生茂主编 《美洲华侨华人史》, 东方出版社, 1990, 第 3 ~ 16 页; 罗荣渠:
《美洲史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第 131 ~ 257 页。
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Perennial, 2004.
Evelyn Hu-DeHart, “ Integration and Exclusion: The Chinese in Multiracial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an Chee-Beng, ed． ,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Routledge, 2013, p． 91.
Rev． Jay S． Stowell, “A Remarkable Chinese Colony in Mexico”, The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February 1924, pp． 110 - 113; Homer H． Dubs & Robert S． Smith, “ Chinese in Mexico City in
1635”,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 (1941 - 1942), pp． 387 - 389.
关于 “猪仔” 贩运与 “苦力” 贩运的区别, 参见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

国官文书选辑》 “序言”, 中华书局, 1985, 第 6 页。 关于 “苦力” 一词的来源, 参见 Robert
Lee Irick, “ Ch’ing Policy towards the Coolie Trade, 1947 - 1878 ”,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71, pp． 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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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 1846 年,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奴隶贸易的谴责, 欧洲列强逐渐将

注意力转到华人身上。 英、 葡等国的特许公司利用契约劳工制将华人引入殖民

地, 其方法是将招募的华工先在澳门等地集中, 再运往殖民地, 以躲避清政府

的禁令, 如英属特里尼达的招募计划 (1805)、 葡萄牙人将种茶华工运往巴西

的行动 (1810)、 英属圭亚那 “向中国寻求自由劳工” 的报告书 (1811)。

1800 ~ 1850 年, 约 42000 名华侨华人抵达古巴、 秘鲁和西印度群岛, 尚不包

括运往墨西哥和巴西的华侨华人①。 1845 ~ 1874 年是苦力贸易甚为猖獗的 30

年, “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参加了这一血腥贸易”②。 1847 年 6 月 3 日悬挂

着西班牙国旗的英商朱利塔公司的双桅船奥奎多号载着从厦门装船的 212 名契

约劳工驶进哈瓦拉港, 开始了将契约华工大批引进拉美的时期。 契约华工制实

为一种 “近乎奴隶制的强迫制度”③。

华工被运往拉美各地, 成为大庄园、 种植园和矿场的劳力④。 多少契约华

工来到拉美各地尚无定论, 大致有以下说法: 多于 25 万 (Arnold J． Meagher)、 32

万 (陈泽宪)、 50 万 (李春辉、 杨生荗)。 第一批以契约华工为主的华侨华人移民

主要在拉美从事种植和务农。 他们因为无法与当地人沟通, 生存状况十分艰难。 契

约期满后, 他们或续签合同, 或流落城镇, 或当自由工, 或沿街推销商品, 正是在

他们中产生了最早的华商。 秘鲁第一批华工曼努埃尔·德拉克鲁斯获得自由后, 10

年内就成为当地富商, 后来颇有名气的永发、 郑记、 邓记、 宝隆、 保安、 和安乐、

正合、 和昌、 益昌和永安昌等商号都是华人在 19 世纪末创办的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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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泽宪: 《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 《历史研究》 1963 年第 1 期。
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国官文书选辑》 “序言”, 第 8 页。
Arnold J． Meagher, The Coolie Trade the Traffic in Chinese to Latin America, 1847 - 1874, Xlibris
Corporation, 2008, p． 30.
Arnold J． Meagher, The Coolie Trade the Traffic in Chinese to Latin America, 1847 - 1874; 还可参见

吴凤斌 《契约华工史》,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8, 第 242 ~ 308、 346 ~ 366 页; 李春辉、 杨生

茂主编 《美洲华侨华人史》, 第 475 ~ 565 页。
杨超洋: 《秘鲁华侨华人事迹回顾》, 《历史与发展: 纪念华人抵达秘鲁 150 周年》, 第 119 页。
Evelyn Hu-DeHart, “Chinese Coolie Labor in Cuba and Peru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ree Labor or
Neoslavery?” Journal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2: 2 (1992), pp． 149 - 181． 关于秘鲁华人社区

的最新研究, 参见 Isabelle Lausent-Herrera, “New Immigtants, a New Community?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Peru in Complete Transformation”, Tan Chee-Beng, ed． ,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pp． 375 -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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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阶段 (1874 ~ 1970 年代)

这一阶段大致经历了三次华侨华人的移民潮, 即 1890 ~ 1930 年、 1949 ~

1950 年代、 1960 ~ 1970 年代。 1874 年废除契约华工制后, 一些华工选择在当

地定居。 这批早期定居者不熟悉当地语言, 多从事种植、 餐饮、 商业和洗衣

业, 以生存为目标。 1882 年美国宣布的排华法案对拉美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华

侨华人有的退往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 准备移民美国的华侨华人只好先在墨

西哥安顿下来, 墨西哥排华浪潮随之而起①。 由于拉美尚处于发展初期, 需要

移民, 各国的苛例多颁布于世界经济危机之时, 华侨华人得以定居并逐渐适应。

1890 ~ 1930 年是拉美第二次华人移民潮, 也是华侨华人创业期。 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 拉美向交战双方提供原料和农牧产品, 迫切需要劳动力, 多数

国家放松了对华侨华人入境的限制。 牙买加华侨在 1891 年只有 482 人, 1921

年已有 3896 人, 到 1943 年达 12394 人②。 1922 年, 古巴华侨达 6 万 ~ 7 万人,

工商业达到鼎盛期, 有杂货店 500 ~ 600 家, 餐馆兼旅馆 700 家, 洗衣店 400

家, 生果店约 600 家。 1924 年墨西哥华侨约 3 万人, 古巴和西印度群岛有华

侨 85000 人, 秘鲁及南美达到 55000 人③。 1900 ~ 1933 年, 2600 名华侨华人移

民智利。 1926 年塔拉帕卡区的地方档案表明, 当地共有 350 家华侨华人经营

的店铺, 269 家为杂货铺, 32 家为牛肉铺④。 这批华侨华人移民多是根据拉美

国家制定的移民配额制度而获准移民的, 怀着创业发财的梦想、 带着投资的心

理来到新大陆, 其经营理念和策略与 19 世纪的移民相比有较大差别, 从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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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lip A． Dennis, “ The Anti-Chinese Campaigns in Sonora, Mexico,” Ethnohistory, 26: 1
(1979), pp． 65 - 80; Leo M． D． Jaques Dambourges, “The Chinese Massacre in Torreon (Coahuila)
in 1911,” Arizona and the West, 16 (Autumn 1974), pp． 233 - 246; Evelyn Hu-DeHart, “Racism
and Anti-Chinese Prosecution in Sonona, Mexico, 1876 - 1932,” Amerasia Journal, 9: 2 ( Fall /
Winter 1982), pp． 1 - 27; Jaques Dambourges, “The Anti-Chinese Legislative and Press Campaign in
Sonora, Mexico, 1916 - 1921,” Immigrant and Minorities, 5 (July 1986), pp． 167 - 180． Leo M．
D． Jaques Dambourges． “ The Anti-Chinese Campaign in Sonora, Mexico, 1900 - 1931 ”,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1974.
Li Anshan, “Survival,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Jamaica ( 1854 - 1962 )”, in Andrew Wilson, ed． , The Chinese in the Caribbean, Markus
Wierner, 2004, p． 57.
《足迹踏遍天涯之华侨》, 《南大与华侨》 1934 年第 3 期。
周麟: 《子孙在智利》, 《侨协杂志》 2006 年第 98 期。



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的生存、适应与融合

经营起步, 迅速打入企业界并闯进拉美国家的主流社会。 虽然这种 “闯入”

还十分有限, 但他们逐渐改变了拉美社会对华侨华人的看法, 为华侨华人进入

主流社会打下基础。

1929 ~ 1933 年的经济危机使拉美各国经济受到影响, 失业人口剧增, 排

华舆论或浪潮不时出现。 当时, 巴拿马、 墨西哥、 古巴、 尼加拉瓜、 厄瓜多

尔、 危地马拉、 阿根廷、 萨尔瓦多、 智利、 多米尼加、 荷属苏里南、 秘鲁等国

先后颁布限制华侨华人入境的措施。 1925 年, 智利要求华侨华人移民须先存

入 180 美元保证金, 1929 年起增至 300 美金, 还要求华侨华人移民申请者提

供消毒证明等超过 10 项证明文件。 墨西哥政府于 1930 年颁布的新移民法共设

161 条款, 涉及移民各方面。 尼加拉瓜 1930 年颁布移民法, 禁止华人、 阿拉

伯人和土耳其人移民该国。 苏里南政府 1921 年规定华侨入境要有财产保证,

1935 年又规定华侨入境保证金为 500 盾。 危地马拉 1933 年的居留条例规定,

黄种人需交 500 美元。 1933 年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市下令华侨华人每人

缴纳营业税 300 余科郎, 限 48 小时内缴齐, 否则限期出境。

这些歧视法令说明了两个问题。 其一, 大量华侨华人移民已引起当地政府

的注意。 其二, 华侨华人在各行业的扩展已引发当地人的抱怨。 各国相继颁布

行业限制性法令。 1946 年尼加拉瓜颁布移民补充法, 禁止新移民从事商业,

只可从事工矿业、 农林业、 畜牧业以及教育、 宗教工作。 一般华侨华人店铺或

企业多雇用亲属朋友。 为解决失业问题, 有的政府强行规定华侨华人企业店铺

雇用当地人比例, 如墨西哥规定的 80% (即需雇用 80% 的本地人), 古巴

(1920 年)、 尼加拉瓜 (1931 年) 和巴拿马 (1933 年) 的 75% 。 墨西哥严命

华侨华人停止使用通过合法手续租用的地产, 地主不得向华侨华人出租房地

产, 否则将受到罚款或没收地产的惩罚①。 歧视性法令无疑给当地华侨华人经

济带来困难, 但也促使华侨华人提高自身竞争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欧洲

宗主国因忙于战争, 使拉美各国有机会发展民族工业。 华侨华人也趁机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复苏为华侨华人移民提供了机会, 第三次移民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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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辟尘: 《各国待遇华侨苛例概要》, 商务印书馆, 1933, 第 3 ~ 16 页; 周南京主编 《华侨华

人百科全书·历史卷》, 华侨出版社, 2002, 第 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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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在巴西, 1949 年后从中国大陆、 香港和台湾来的移民中有的将机器设备和技

术资金带到巴西, 在当地开办纺织业、 塑胶加工业、 植物油提炼业、 面粉业、 化工

等; 有的在政府农业政策的吸引下, 相继在巴西从事农业生产, 并将中国蔬菜引进

巴西。 这批新移民从各方面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①。 1949 年来到乌拉圭的华侨

华人是当地华侨华人的重要部分, 有的学者甚至给他们专门起名为 “49 年

者”②。 智利华侨华人虽不多, 但 1958 年已有 154 家杂货店、 77 家肉铺和 26 家

其他商店, 包括服装、 电器等。 直至 1950 年代, 尚无华侨华人从事自由职业③。

在秘鲁, 除杂货店和商铺外, 华侨华人在制鞋、 家具、 养鸡、 种茶和捕鱼等方面

大显身手。 1949 年, 经商者占华侨华人总数的 60%, 务农者占 25%, 务工者约

10%, 华侨华人商店达 588 家。 秘鲁北部的农场 90%以上均为华侨华人所开。 中部

也有华侨华人农场, 他们办了不少企业, 如布匹厂、 麻绳厂、 蜡烛厂、 皮革厂、 碾

米厂等。 兴起于 1940 年代的秘鲁养殖业多与华侨华人有关, 到 60 ~70 年代蓬勃发

展, 由黄世化和苏理分别经营的养鸡场在华侨华人中较为突出④。

1949 年以前的中国内忧外患, 战乱不断。 先有清末革命党和保皇党的互

相争斗, 华侨华人社区的分裂加剧。 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下, 拉美华侨中的积

极分子结社办报, 进行反清革命活动, 尤以古巴、 秘鲁、 墨西哥等地为最⑤。

抗战期间, 拉美华侨华人积极参与救亡运动。 1937 ~ 1945 年, 拉美华侨捐助

815． 6 万美元, 其中捐助较多的有古巴 (240 万美元) 和墨西哥 (200 万美

元)⑥。 秘鲁华侨积极组织抗日活动, 在张志仁、 潘胜元和甘达棻三位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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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侨: 《巴西华侨热烈发展中文教育》, 《四海之友月刊》 1978 年第 42 期; 汪少伦: 《旅居巴

西谈移民》, 《夏声》 1965 年第 2 期。
Daniel Bao, “ No Hay Sangre Fresca Aqui: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ontevideo, Uruguay”,
(n． p． , n． d． ), p． 13.
周麟: 《炎黄子孙在智利》, 《侨协杂志》 2006 年第 98 期。
杨超洋: 《秘鲁华侨华人事迹回顾》, 《历史与发展: 纪念华人抵达秘鲁 150 周年》, 第 119 页。
还可参见杨安尧 《秘鲁华侨华人经济的变化与发展》, 《八桂侨史》 1994 年第 1 期。
蒋永敬编 《华侨开国革命史料》, 台北正中书局, 1977, 第 193 ~ 295 页。 黄鼎之: 《驻古巴中

国国民党党务概览》, 1935 年 10 月, 三民印务局印本。 黄鼎之: 《古巴的三民阅书报社》,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华侨与辛亥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第 312 ~ 330 页。
徐世澄: 《华人与拉丁美洲》, 庄炎林: 《世界华人精英传略·南美洲与加拿大卷》, 百花洲文

艺出版社, 1994, 第 3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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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秘华侨抗日救国总会的领导下, 成立抗日筹饷会, 并在各地设立分会, 领导

侨胞爱国筹款。 在抗战期间, 秘鲁华侨华人共筹款 1500 万秘元 (折合 150 万

美元), 支援国内的抗战①。 多数拉美华侨仍将中国看作自己的祖国, 希望有

朝一日荣归故里, 告老还乡。

1949 ~ 1970 年代可称为 “定居融合” 期。 新中国的成立对拉美华侨华人

产生了不同影响。 一些华侨向往新生活, 从海外回到中国; 另一些人因害怕共

产党移民拉美。 拉美华侨华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仅 12． 7 万人, 1960 年

代末增至 16． 5 万人②。 以巴西为例, 从 “黄豆大王” 变为石化巨擘的林训明

先生 1950 年从台湾飞抵巴西; 著名侨领、 多次获得巴西荣誉十字勋章的东方

企业集团创始人毕务国先生 1954 年从香港来到巴西创业; 中国纺织业巨子、

著名民族资本家唐晔如先生 1949 年迁居香港, 次年移民巴西③。 1949 年以后,

海峡两岸分治加剧了华侨华人的分裂。 一些拉美国家的国民党分部积极活动,

对亲大陆的华侨华人进行排挤打击。 各种政治势力纷纷借这一形势争取选票。

绝大多数华侨华人选择在拉美当地定居, 开始融入主流社会。 此外, 1949 年

以后中国内地的政治运动频繁, 侨务政策缺乏稳定性, 华侨华人原先希望赚一

笔钱后归国的梦想难以实现。 他们与家乡的联系逐渐减少, 落地生根成为常

态。 更为重要的因素是, 华裔已经融入当地社会, 不再将自己看作 “中国人”

或 “华人”, 因此带动华侨华人社区的融合。

华侨华人发展较快的另一标志是各国华侨华人聚集区唐人街或社团进一步

巩固。 例如, 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省的墨西利亚市, 华侨华人占绝大多数。 古

巴首都哈瓦那的桑哈街一带形成了具有华侨华人风格的食品店、 杂货店、 商

店、 酒楼、 餐馆和游乐场。 秘鲁利马的华侨商铺集中在加邦街、 瓦利亚加街和

巴鲁罗街, 旅秘华侨主要社团中华通惠总局④、 八大会馆等也设在这里。 牙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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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历史与发展: 纪念华人抵达秘鲁 150 周年》, 《华人抵秘 150 周年纪念特刊》 2002 年第 42 期,
第 123 页。
李春辉、 杨生茂主编 《美洲华侨华人史》, 第 612 页; 徐世澄: 《华人与拉丁美洲》, 第 319
页。
庄炎林: 《世界华人精英传略·南美洲与加拿大卷》, 第 1 ~ 72 页。
中华通惠总局是秘鲁华人在 1886 年为响应当时的清廷首任驻秘公使郑藻如关于组建华侨社团

的号召成立, 光绪皇帝特赐御笔题写 “通商惠工” 字匾以示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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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中华会所的五个下属组织也在这一时期内奠定基础并运转正常。

1960 ~ 1970 年代是第四次移民潮。 此次移民潮主要来自台湾地区。 虽然

台湾当时尚未全部开禁, 但已有频繁的流动, 这些移民多有外国生活经验, 也

有各种职业技能, 投资行业广泛, 如杂货、 零售批发、 进出口贸易、 制衣、 农

业及水果种植等, 大大促进了拉美经济发展。 既有从事捕鱼业的渔民, 也有由

台湾派往拉美国家从事援助农业任务期满后留下来的。 有的是受过良好教育但

并不富裕, 移民拉美希望为子女寻求更好的生活。 有的富裕家庭移民拉美是为

孩子移民北美作准备。 当然, 他们移民的一个重要推力是对政治的担忧: 蒋介

石已近暮年, 其继承问题不可预测①。 1960 ~ 1970 年代, 巴西经营进出口的华

侨华人约 30 家, 餐馆 800 家, 杂货 5000 余家, 农场 50 余家, 蘑菇业 40 ~ 50

家。 因种植黄豆而成名的林训明先生通过榨豆油出口外销, 得到政府奖励, 被

称为巴西出口创汇第一的实业家②。 在秘鲁, 华侨华人主要从事杂货业的局面

开始改变, 出现了档次高的中餐馆。 1960 年以前, 华人仅开设一家高级餐馆

即国华酒家。 1962 年开办的太平洋酒家在装饰和规模上都超过国华酒家。

1964 年国华酒家开办的东方园林式分店新国华酒家设有千个以上座位; 1966

年出现的龙凤酒家及随后开办的金冠酒家、 月宫酒家和光明酒家都是装饰豪华

的高档酒家。 很多重要的政治社会庆典多在中餐馆举行。 华侨华人在其他行业

也渐露头角③。 华侨华人移民带动了各种新型工业及加工制造业的兴起。 这些

工厂包括面粉、 纺织、 成衣、 花边、 皮革、 塑胶化工等行业。 这些工厂都是台

湾移民自带机器、 技术和资金开拓出来的。 在农业技术加工业方面, 有黄豆种

植、 蘑菇、 薄荷草以及各种炼油外销业务, 推动了拉美的外贸业务。

3． 第三阶段 (1970 年代末至今)

大陆改革开放、 台湾对外观光解禁以及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缓慢, 这三个因

素为华侨华人移民拉美提供了新机会。 1978 年, 邓小平建议恢复侨务机构,

专门办理涉侨事务。 这带来了侨务工作的飞跃。 以广东为例, 1980 年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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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Daniel Bao, “ No Hay Sangre Fresca Aqui: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ontevideo, Uruguay”,
(n． p． , n． d． ), pp． 19 - 20.
小侨: 《巴西华侨热烈发展中文教育》, 《四海之友月刊》 1978 年第 42 期。
秘鲁中华通惠总局: 《秘鲁中华通惠总局与秘鲁华人 1886 ~ 1986》, 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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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的华侨只有 3 万人次, 港澳同胞 503 万人次, 1996 年入境的华侨为 12 万

人次, 港澳同胞达 3697 万人次; 1985 ~ 1996 年, 广东因私出国人数增加 12

倍①。 台湾从 1970 年开始经济起飞后, 既具备了成功发展的经验, 也有了相

对丰裕的资金。 过上了小康生活的台湾居民开始热衷旅游, 台湾也顺势开放了

出国观光, 并同时开放了商务考察。 这样, 从 70 年代末以来掀起了第 5 次移

民潮。

从华侨华人较多的几个拉美国家看, 委内瑞拉有华侨华人 16 万 ~ 17 万,

占总人口的 0． 7% , 其中 1980 年代之后到达者及其子女占九成以上②。 在巴

西, 1970 年代初华侨华人不足 5 万人, 到 1990 年代初已达 12 万人, 目前已达

25 万。 巴西中华商会会长施华民先生 1997 年开始拓展巴西市场, 设立了两家

进出口公司③。 在秘鲁、 阿根廷、 智利、 哥斯达黎加、 巴拿马等国, 华侨也迅

速增加。 1994 ~ 1996 年智利 700 ~ 800 位来自台湾的华侨华人中, 90%在 1980

年以后移民智利④。 这些移民或来自台湾, 或是从中南半岛再移民。 陈国雄先

生是这批移民的代表之一, 1978 年被中华征信所列入 “台湾 300 位年轻企业

家名录”, 1980 年被列入 “台湾企业家名录”。 1983 年, 他在秘鲁创立

NISSAN S． R． L． ; 1985 年又创立霓虹电气工业公司, 并跻身金融业。 1993 年,

他与宁夏、 首钢合资成立中外合资宁夏、 首钢、 霓虹股份有限公司。

1970 年代末以来, 拉美经济低迷不振, 一些国家政治不稳定或经济政策

趋于激进, 引发中产阶级不满, 逐渐开始了拉美的移民潮, 说英语的以北美为

目标国, 说西班牙语的以西班牙或欧洲为目的地。 进入 21 世纪以来, 这一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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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侨办: 《邓小平侨务思想与广东省侨务工作》,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编 《邓小平侨务思想

座谈会论文集》, 1998, 第 56 ~ 57 页。 关于 “文化大革命” 后的侨务法规, 可参见毛起雄、
林晓东编著 《中国侨务法律法规概述》,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4, 第四章。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 《委内瑞拉、 德国、 西班牙侨情近况》, 《侨情》 2007 年第 18 期。
施华民生于福建晋江市, 1978 年到香港定居, 80 年代开始创业, 如今是新丽宝集团公司的总

裁。 谢铃生: 《 华人社团: 巴西中华总商会》, http: / / chinese． people． com． cn / GB / 42476 /
56994 / 56996 / 4598522． html。 此外, 由巴中文化友好协会会长李海安先生主编, 巴中文化友好

协会及 《南美侨报》 于 2005 年联合发行的 《中国移民巴西 190 周年纪念特刊》, 对巴西华人

的移民史和发展情况作了详尽介绍。 除收录了 26 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移民的故事外, 还有 19
世纪中国移民巴西追踪、 20 世纪中国 4 次移民潮概况、 圣保罗华侨华人经营行业简介、 巴西

华人侨团 / 社团一览表等史料性文章及许多珍贵的照片。
周麟: 《炎黄子孙在智利》, 《侨协杂志》 2006 年第 9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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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有增无减。 拉美人移民美国和西班牙, 除了这两国的生活水平高于自己国家

外, 还与这两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及其移民政策有关, 两国不时实行 “大赦”, 使

非法移民得到合法身份。 以西班牙为例, 2005 年大赦使 2005 年之前进入该国的

非法移民受惠, 自 1996 年以来超过 100 万外国人取得西班牙公民身份。

拉美移民问题导致的经济社会问题已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 自 1999 年在

利马举行第一届 “南美移民、 一体化与发展会议” 以来, 拉美国家先后在布

宜诺斯艾利斯 (2000 年)、 圣地亚哥 (2001 年)、 基多 (2002 年)、 蒙得维的

亚 (2003 年) 等地举办关于移民的会议①。 2006 年在乌拉圭举行的拉美国家

峰会集中讨论 “移民与共同发展” 这一议题②。 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

会的报告指出, 墨西哥、 加勒比共同体和哥伦比亚的移民数量均超过 100 万

人, 阿根廷、 巴西等 9 国均超过 50 万人。 一些加勒比国家有 20%的居民在国

外, 移民比例最高的拉美国家是萨尔瓦多 (14． 5% ), 其后依次是: 尼加拉瓜

(9． 6% )、 墨西哥 (9． 4% )、 多米尼加共和国 (9． 3% )、 古巴 (8． 7% )、 乌

拉圭 (8． 3% )。 拉美地区移民数量从 2000 年的 2100 万人增加到 2005 年的

2500 万人, 占世界移民总数的 13% ③。

这股移民潮对华侨华人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 一方面, 这些移民中

包括不少华侨华人或华裔, 他们希望通过再移民求得更好的生活。 相当多的牙

买加和特立尼达—多巴哥的华侨华人移民美国或加拿大④。 例如, 牙买加著名

华人、 《占美加华人年鉴》 的作者李谭仁的儿子李子通及家人移民加拿大; 侨

领郑丁发的后人已定居英国。 加拿大首富李也是来自牙买加的混血华裔。 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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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Report: Fourth Sou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Migration, IOM, November 2003, Geneva.
“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ECLAC, Conducted through the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Demographic Centre ( CELADE): Population Division of ECLAC in Follow-up to the High-Level
Dialogue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December 2006． 关于拉丁美洲移民的案例

分析, 可参见 Adela Pellegrino, “ Skilled Labour Migration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Study on
Argintina and Urugua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aper 58, Genev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fice。
United Nations ECLAC,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ummary and Conclusions, Montevideo, Uruguay, March 20 - 24, 2006.
Walton Look Lai, ed． , Essays on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the Caribbean, St． Augustine, 2006,
pp． 327 - 368; Andrew Wilson, ed． , The Chinese in the Caribbean, Markus Wierner, 2004,
pp． 145 - 190． 还可参见伍若冰 《年轻华人不爱待在牙买加》, 金羊网, 访问时间: 2005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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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因为再移民而大大减少。 近半数的华侨华人在 1976 年以后离开苏里

南, 1980 年的军事政变和 1982 年的军人政权导致不少华侨华人再移民他国①。

特立尼达—多巴哥的华侨华人人数从 1970 年起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1960 ~

1970 年代约 8000 人, 1980 年为 5000 人, 1990 年为 4300 人, 2000 年只剩

3800 人②。

由于拉美成为移民输出地, 拉美内部对劳动力的需求又引发了新的华侨华

人移民热。 拉美在 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初有华侨华人约 20 万人, 1986 年

这一数字已达 32 万余人, 到 1990 年代后期, 拉美华侨华人已达 40 多万人。

目前已达约 50 万。 巴西 1970 年代初华侨华人不足 5 万人, 90 年代初已达 12

万人, 目前多达 25 万人。 委内瑞拉的华侨华人从数千人一下增长到数万人,

目前已达 16 万③。 巴拿马在 1970 ~ 1980 年代军人执政后期也出现了移民潮, 2

万多中国人进入巴拿马。 他们中有的人是持合法证件入境的, 也有一些人是持

假证件或购买签证非法入境的④。 阿根廷华侨在 1950 年代仅 300 多人, 70 年

代末增至 7000 人, 80 年代中期增至 1． 5 万人, 90 年代初增至约 3． 5 万人,

2007 年达 6 万人⑤。 近 30 年来, 拉美已成为华侨移民的理想地之一。 这股移

民大潮还在继续。 目前, 巴西的华侨华人数最多, 已达 25 万, 其次是厄瓜多

尔和委内瑞拉, 均已达 16 万。 秘鲁的华侨华人是另一种情况, 该国的华裔人

数为拉美地区第一 (见表 1)。

在拉美内部的再移民也是华侨华人动向的一个方面。 智利天主教大学历史

学博士周麟先生认为: 到中美洲的华侨华人, 是以巴拿马为中心辐射出去的;

南美洲的华侨华人, 主要是以秘鲁为中心辐射出去的; 加勒比海的华侨华人,

是以古巴为中心辐射出去的⑥。 如果就早期移民而言, 这一结论言之成理。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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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L． Man A． Hing, “Chinese Migration to Suriname”, in Walton Look Lai, ed． , Essays on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the Caribbean, p． 160.
Walton Look Lai, “ The Trinidad Experience”, in Walton Look Lai, ed． , Essays on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the Caribbean, p． 71.
关于委内瑞拉的最新研究, 参见高伟浓 《委内瑞拉华侨史略》, 学林书局, 2011。
管彦忠: 《中国人移居巴拿马的历史进程》, 《拉丁美洲研究》 2002 年第 2 期。
徐世澄: 《华人与拉丁美洲》, 第 321 页; 中国新闻社世界华商发展报告课题组: 《2007 年世界

华商发展报告》, http: / / news． xinhuanet． com / overseas / 2008 - 01 / 16 / content_ 7430830_ 4． htm。
周麟: 《再探哥斯达黎加的华人现况》, 《侨协杂志》 2005 年第 9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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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近年来中国移民在拉美国家快速增长是一种普遍现象, 有的中国学者认为

中国人移民拉美的发展空间很大①。 随着华侨华人特别是华裔逐渐融入拉美社

会, 华侨华人普遍从商的局面也开始改变。 有的华裔不愿意继承父业, 开始投

身律师、 医生、 教师、 金融等精英行业, 有的开始投身政界。 他们的社会地位

得以提高, 并开始在当地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表 1　 拉丁美洲华侨华人人口统计表

单位: 人

国家 1940 年代 1950 年代 1960 年代 1995 年 1998 年 2000 年 2003 年 2007 年

阿根廷 263 200 余 275 26000 30000 1． 2 万 6 万多 6 万

阿鲁巴岛 600 600

巴巴多斯 60 120 150

巴哈马 300 300 310

巴拉圭 10 余 15 9050 9000 8000

巴拿马 13000 2000 7960 10000 12000 4 万 13 万 12 万

巴西 2000 700 11630 12 万 13 万 3 万多 146190 25 万

秘鲁 23577 10915 30000 50 万 ~ 100 万∗∗ 100 万∗∗ 130 万∗∗

伯利兹 3000 5000 1000 7000

玻利维亚 78 20 余 63 1023 12000 1700

多米尼加 634 600 余 1200 7000 18000 13500 16700

多米尼克 40

厄瓜多尔 3155 885 4304 15000 18000 1． 6 万 10 万 16． 5 万

法属圭亚那 3000

哥伦比亚 917 1630 4500 15000 1． 5 万 4500

哥斯达黎加 2000 700 3000
5 万 ~
6 万

63000 6 万
5 万 ~
6 万

6 万

古巴 24000 1． 7 万多 31039 5000 6000 6000 约 7000

格林纳达 10 余

圭亚那 3648 4074 6000 6500 6500

海地 209 40 204 4 200 0

安的列斯群岛 3110 5500 2000

洪都拉斯 630 400 余 817 1200 800 1200 约 2000

墨西哥 9500 1100 5085 2 万 2 万 2 万 6 万

061

① 杨安尧: 《略谈拉丁美洲的移民环境》, 《八桂侨刊》 200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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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1940 年代 1950 年代 1960 年代 1995 年 1998 年 2000 年 2003 年 2007 年

尼加拉瓜 2500 1400 3000 400 630 750 2200
萨尔瓦多 480 170 余 515 1800 1800 1800 1800
苏里南 5700 15000 40000 1 万 4 万

圣文森特 20

特立尼达—多

巴哥
3100 6000 余 12000 6000 9000 8000 1 万

危地马拉 3500 670 5751 12000 13000 1． 5 万 2 万

委内瑞拉 1742 1200 余 2000 16000 15000 9． 5 万 12 万 16 万

乌拉圭 135 60 余 151 250 500 少于 300 250

牙买加 13000 124018 20947 20000 22500 2． 5 万 2 万多

智利 1034 1239 2950 13000 4300 4300 4000 2 万多

　 　 ∗此数将华裔算在一起。
资料来源: 各项数据分别来自李春辉、 杨生荗 《美洲华侨华人史》, 东方出版社, 1990; 陈匡民:

《美洲华侨通鉴》, 纽约, 1950; 台湾 “侨委会” 编 《华侨经济年鉴》 (1995、 1998、 2003); 周南京: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历史卷)》; 《2007 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二　 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的分布状况与经济生活

（一）拉美华侨华人：来源地与分布区域

　 　 中国人移民海外多采取以一带多的 “链条” 方式, 即先是一人闯天下,

来到国外熟悉情况后开始将亲属带出来; 然后从家庭到家族, 从个人到村庄,

再到县市①。 从来源地看, 拉美的早期华侨华人以广东和福建人为多。 例如,

从 《古巴华工呈词节录》 和 《古巴华工口供录》 中的华工籍贯看, 他们几乎

全部来自广东和福建各县市。 早期的牙买加华侨以广东东莞、 宝安和惠阳三地

的移民为主②。 墨西哥的早期移民多来自广东的台山、 新会、 中山以及福建,

161

①

②

很多学 者 都 提 到 过 这 一 点。 Frank Pieke, Pal Nyiri, Mette Thuno, Anhtonella Ceccagno,
Transnational Chinese: Fujianese Migrants in Europ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Li Anshan, “Survival,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Jamaica (1854 - 1962)”, in Andrew Wilson, ed． , The Chinese in the Caribbean, Table 3． 1,
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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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华侨华人多来自浙江以及东南沿海省份。 近年来华侨华人移民增长较快

的有巴西 (20 万 ~ 25 万)、 巴拿马 (12 万)、 委内瑞拉 (16 万)、 阿根廷 (6

万)、 哥斯达黎加 (6 万)、 苏里南 (4 万) 等国 (见表 2)。 这些国家的华侨

华人的一个共同点是以新移民为主, 本土化相对较差。 华侨华人新移民的特点

是来源广泛, 或有亲戚朋友, 或有一定文化或资金, 从业和投资方向多样化。

从移民的来源地来看, 拉美国家的华侨华人新移民大致可分为 3 种: 大陆人、

台湾人和香港人。 这些新移民与当地的华人华裔构成了拉美华侨华人的总体。

近年来, 随着交流和移民流动的相对自由, 拉美国家的华侨华人移民仍以

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 (如委内瑞拉的华侨绝大部分来自恩平) 和福建的

为多。 秘鲁的新移民仍以广东和福建为多①。 江苏、 浙江、 上海、 东北地区及

内陆省份的移民也大大增加。 来自大陆的移民还有另一个特点, 他们多为投亲

靠友, 这在巴西、 阿根廷、 巴拿马、 委内瑞拉等几个近年来华侨人口增加迅速

的国家非常明显。 以委内瑞拉为例, 华人企业家冯明惠先生开创的冯氏家族集

团经营商场、 塑料和其他行业, 管理者均为恩平的亲戚。 台湾人主要讲闽南

话, 他们多为家庭移民②。 香港人多讲广东话。 他们有资金, 具备国际经验,

活动能力强, 且具一技之长, 从事技术行业的较多。 华裔已基本同化, 融于当

地社会。 他们说西班牙语或英语, 多为专业人士或精英阶层, 为当地公民。 虽

然其祖辈还保留着中华文化的一些特质, 但他们对中国的观念已经淡漠。 尽管

他们在当地有时被看作华人, 但他们与中国的联系并不多。

拉美华侨华人的分布集中在三种地方: 便捷的首都或城市、 偏僻的乡村和

有利于再移民的国家地区。 这种选择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直接相关。 相当多的

华侨华人居于首都和主要城镇, 如利马、 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 巴拿马城和科

隆、 哈瓦那、 金斯敦、 布宜诺斯艾利斯、 墨西哥城和墨西利亚、 加拉加斯等。

每个拉美国家的华侨华人几乎都有自己的居住区。 拉美国家多为近海国家, 海

261

①

②

Isabelle Lausent-Herrera, “New Immigtants, a New Community?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Peru in
Complete Transformation ”, Tan Chee-Beng, ed． ,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Figure 23． 1, p． 387.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中华会馆的院子里, 甚至有一个称为 “恩平墟” 的集市。 参见高伟

浓 《委内瑞拉华侨史略》, 第 86 ~ 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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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线很长, 沿海多是交通便利、 商业繁荣的城市, 这些也是华侨华人聚集的地

方。 这些地区的发展机会多, 资源渠道多, 信息需求多, 加上华侨华人先辈多

处于首都、 大城市或交通枢纽, 这给后来者提供了落户首都和都市的机会。

偏僻落后地区也是华侨华人创业的好地方, 原因是限制少、 成本低、 竞争

者少。 由于拉美国家多适宜种植农产品, 华侨华人创业者成为开辟穷乡僻壤和

森林地区的先遣队。 法国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伊莎贝·劳森特曾以秘鲁山区和

林区的亚裔移民为题进行过详细的实地调查。 她认为: 华侨华人在这些地区对

“新商业的开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华侨华人在农业开发、 在发现山区和低

地林区自然资源和产品的价值, 以及在东部城市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

的”①。 在移民早期, 秘鲁华人关瑞义最早从偏僻树林里开始种植园创业。 秘

鲁的早期企业家邬子才、 帕布罗·雷、 瓦乔的龙先生等都是在偏僻的乡村从事

种植业起家。

表 2　 拉丁美洲主要国家华侨华人来源地与分布地一览表

国家 目前人数 主要来源地 主要分布地

阿根廷 6 万 台湾、福建、江苏、浙江、香港 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周边省份

巴拿马 12 万 广东(四邑及花县) 巴拿马城、科隆、圣地亚哥、达维德

巴西
20 万 ~ 25
万

广东(四邑)、浙江(青田、温
州)、江苏、北京、台湾

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巴西利亚、阿雷格里

港、库里提巴、维多利亚、纳塔尔、米纳斯吉

拉斯

秘鲁 130 万∗ 广东 利马、奇克拉约、卡亚俄港

多米尼加 1． 67 万 广东(恩平、开平) 圣多明哥

厄瓜多尔 16． 5 万∗

广东 (中山、台山、潮汕、广
州郊 区 )、 福 建 ( 福 清、 连

江)、上海、山东、辽宁

瓜亚基尔、克维多、基多

法属圭亚那 3000
广东、江苏、浙江(青田)、上
海

卡宴

哥斯达黎加 6 万 广东(恩平)、台湾 圣荷西、利蒙、蓬塔雷纳斯、瓜纳卡斯特

古巴 7000
广东 (台山、新会、恩平、开
平、南海、中山)、福建

哈瓦那、圣地亚哥、卡马圭

361

① 伊莎贝·劳森特: 《秘鲁亚马逊地区和山区的中国移民》, 中华通惠总局: 《秘鲁中华通惠总局

与秘鲁华人 1886 ~ 1986》, 第 73 ~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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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目前人数 主要来源地 主要分布地

墨西哥 6 万
广东(台山、新会、中山)、福
建

下加利福尼亚州、墨西卡利、蒂华纳、恩塞纳

达、墨西哥城、华雷斯城、塔帕丘拉、奇瓦瓦、韦
拉克鲁斯

苏里南 4 万 广东、浙江(温州) 帕拉马里博

委内瑞拉 16 万 广东(恩平)
加拉加斯、马拉开波、巴基斯梅托、拉克鲁斯

港、巴伦西亚

牙买加 2 万多 广东 金斯敦、圣安德鲁

智利 2 万多
台湾、香港、广东、福建、东北

地区
圣地亚哥、塔拉帕卡、安托法加斯塔

　 　 ∗华裔包括在内。
资料来源: 有关拉美华侨华人的各种书籍、 论文和调查报告以及网络资料。

拉美的当代农业也有华侨华人的丰功伟绩。 秘鲁华人戴宗汉被政府授予农

业功臣勋章。 他定居乡村, 开乡辟壤, 将家乡广东的农业技术引进秘鲁, 传授给

当地农民, 将荒漠变为产粮区, 创办水稻中心。 在巴西圣保罗近郊散居着数千家

从事农业的华侨华人, 华侨华人还将角仔店开到穷乡僻壤①。 巴西华人林训明先

生的事业起家之地圣路莎为偏僻小镇, 非常落后, 生活清苦。 他与当地豆农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还创办种鸡饲养场和种猪饲养场, 为当地农民谋福利, 最后

成为黄豆大王。 厄瓜多尔的 “香蕉王” 塞贡多·王也是从全国经济、 贸易和金融

中心瓜亚基尔市转到相对偏僻的洛斯里奥省, 借助 200 公顷土地发展起自己的香蕉

业。 这种因地制宜的种植园存在于拉美各国, 成为华侨华人经济的一个特色。

华侨华人也定居在有利于再移民的国家或地区, 主要包括巴拿马、 乌拉圭

和墨西哥②。 巴拿马和墨西哥一直是外国人移民美国的中转站。 巴拿马政府对

中转移民问题心照不宣, 这种内外勾结的情况多次被媒体揭露。 从 1990 年起,

巴拿马报纸不断揭露走私移民的非法交易丑闻。 当时的移民局局长、 华裔郑道

461

①

②

圣保罗的苏少平就角仔店的历史在 《南美文艺》 《巴西侨报》 和 《美洲华报副刊》 上写过不

少文章。
高伟浓等人将拉美国家概括为中国新移民的移民 “驿站”。 参见高伟浓等著 《国际移民环境下

的中国新移民》,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3, 第 320 ~ 3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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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指出: “在最近 5 年里贩运中国移民为被推翻的诺列加政权创造了 2 亿美元

的收入。” 1985 ~ 1989 年, 共有 20537 名中国人进入巴拿马, 其中 75%的人持

假护照和身份证离开了巴拿马①。 墨西哥的西北部和北部省份也是希望移民美

国的中国人的主要定居点。 此外, 移民乌拉圭等国的中国人的主要目的是为自

己或其子女移民美国、 加拿大和英国作准备②。 这种对定居点的选择与拉美华

侨华人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二）拉美华侨华人经济：三大新特征

从传统意义上说, 拉美华侨华人主要经营超市、 餐馆业和杂货店。 目前拉

美华侨华人经济有以下三个特征: 华侨华人企业集团逐渐形成, 新移民经济发

展迅猛, 一些华侨华人企业成功转型。

第一, 一批华侨华人企业家在定居国通过艰辛努力已具有雄厚实力, 成为

有影响力的企业集团。 例如, 墨西哥的李氏集团、 秘鲁的黄氏集团和委内瑞拉

的冯氏集团。 中南美洲大型超级市场协会主席、 墨西哥华商李华文实力雄厚,

其家族拥有 120 家超级市场、 6 个物流中心、 1 个年出栏量 65000 头牛的养殖

场、 占地 15 公顷的温室种植园和 4500 公顷的耕地。 李氏家族企业已发展成经

营超级市场、 农产品、 肉类加工、 水产品进出口等多行业的跨国集团③。 秘鲁

黄氏家族是超市业中的佼佼者。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黄氏集团在各地已有 15

家大型高级超市连锁店 “WONG” (超市王), 5 家面向低收入阶层的超市

“Metro” (米得罗)。 2006 年, 黄氏家族又将经营目标瞄准了贫困阶层的消费

群体, 诞生了第一家 “Ecco” 仓储店。 每年秘鲁国庆日, 黄氏集团的花车大

游行和晚上的烟花表演成了利马市最具吸引力的节目④。 委内瑞拉马拉开波市

著名华侨实业家冯明惠先生开创的冯氏家族集团经营当地最大的华侨百货商场

和两间生产塑料袋的塑料厂, 同时还进军房地产、 建筑及进出口贸易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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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管彦忠: 《中国人移居巴拿马的历史进程》, 《拉丁美洲研究》 2002 年第 2 期。
Daniel Bao, “ No Hay Sangre Fresca Aqui: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ontevideo, Uruguay”,
(n． d． , n． p． ), p． 19.
郑伟枢: 《从李氏家族看墨西哥华侨华人的生存和发展》, 吕伟雄主编 《海外华人社会新透

视》, 岭南美术出版社, 第 158 页。
中国新闻社世界华商发展报告课题组: 《2007 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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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已开始在中国投资①。 秘鲁的娱乐业巨子沈根源先生、 采用集团式多样

化经营方法的杨学勤先生也属于这类成功的华人企业家。

第二, 华侨华人新移民发展迅猛。 新移民主要经营餐饮、 批发和超市等行

业, 自 1990 年代以来, 新移民华商在中南美拓展迅速, 中餐业仍是华侨华人

谋生的重要行业。 秘鲁有 4000 多家中餐馆, 其中利马就有 3000 多家, 占当地

餐饮业的 30% 。 根据秘鲁的人口统计, 华侨华人独立就业者 1993 年为

14． 7% , 2007 年为 32． 7% , 增长速度惊人②。 智利的圣地亚哥有近 600 家中餐

馆, 其营业额占餐饮业的 23% 。 只有数千华侨华人的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

尔巴也有 200 多家中餐馆。 中餐馆之所以受当地人欢迎, 除了烹饪技术和口味

外, 还有价格低廉、 服务周到等原因, 因此中餐已深深地融入了当地日常生活

之中。 杂货业的持续发展也是华侨华人经济的特点, 近年来向小型超市的方向

发展。 在委内瑞拉, 华侨华人开办的小超市、 小百货店已超过 5000 家, 16 万

华侨华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靠此谋生。 在哥斯达黎加的利蒙和蓬达雷纳斯, 华

侨华人分别拥有 60%和 80%的商铺产权。 2001 年危机之前, 阿根廷华侨华人

超市的市场占有率还不到 1% , 2006 年其市场份额已经达到 7% 。 以前遍布各

居民区的中小型超市主要由阿根廷人以家庭经营为主, 如今基本由华侨华人掌

握; 在食品和饮料方面, 华侨华人超市的总销售额已占到全国总销售额的

30%左右。 为了平抑物价, 阿根廷政府多次与家乐福等零售业大户谈判, 希望

它们采取限价政策, 但未能成功。 2006 年 10 月, 华侨华人超市公会与阿根廷

政府签署协议, 最先执行主要商品降价限价政策。 这一举动迫使其他大型零售

集团不得不与阿根廷政府签订类似协议。 华侨华人超市的举动既受到民众欢

迎, 也得到政府鼓励。 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特意向广大华侨表示感谢, 并鼓励

华侨华人业主在这个领域继续发展③。 与以华侨华人族群为主要对象的北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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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访问团: 《我们看好中国市场》, 广东侨网, 2003 年

11 月 27 日, http: / / gocn． southcn． com / ztbd / zt_ wg / zt_ wg_ bd / 200311270016． htm。
Isabelle Lausent-Herrera, “New Immigtants, a New Community?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Peru in
Complete Transformation ”, Tan Chee-Beng, ed． ,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p． 383.
中国新闻社世界华商发展报告课题组: 《2007 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http: / / news． xinhuanet．
com / overseas / 2008 - 01 / 16 / content_ 7430830_ 4．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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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华人商铺不同, 南美的华侨华人超市、 商店面向的是当地居民, 成为影响当

地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

由于拉美特别是中南美的一些小国的轻工制造业落后, 大多数日用品靠进

口, 新移民从中国进口轻工商品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 加上上述行业投资小、

成本低、 收效快, 杂货店、 超市成为海外华侨华人创业的主要方式。 委内瑞拉

卡拉沃沃州华侨华人杂货同业商会主席冯永贤可以说是这类新移民的典型。 他

祖籍广东省恩平市牛江镇, 1989 年移民委内瑞拉。 1991 年, 冯永贤在亲友的

扶持下开始在卡拉沃沃州巴伦西亚经营一间超市。 由于经营得当, 生意红火,

很快便上了轨道。 经过短短几年的艰苦拼搏, 事业大获成功。 现已发展到两间

颇具规模的超市和一间建材店, 成了华侨华人商界的佼佼者①。

第三, 具有开拓精神、 长远眼光和适时应变的华侨华人企业家成功转

型。 从 20 世纪末开始, 一些华侨华人企业家开始看好机会, 转变投资方向。

巴西华人林训明先生是一个典型。 他原来以黄豆及榨油业闻名巴西企业界,

1970 年代中期, 他的巴西植物油公司年营业额超过 2 亿美元。 1975 年, 公

司被评为巴西出口额最大的民营企业, 获巴西总统颁发的奖状。 随后, 林训

明开始涉足其他行业, 相继对罐头业、 石化加工业、 运输、 保险、 证券经

纪、 旅游、 农牧林等行业进行投资, 所属企业多达 10 余家。 他凭着对市场

的敏感和洞察力, 不惜出手在聚丙烯工业公司拥有的 33% 的股份, 于 1993

年正式退出该公司, 以集中力量于石化加工事业。 林氏家族现涉足饮料包装

的产销、 石化加工和植林等多种行业②。 秘鲁的沈根源先生从 20 世纪 60 ~ 70

年代起以代理塑胶制品名扬商界。 1980 年代, 他由商业转向工业, 先后建立

了地毯厂和塑胶厂。 他的塑胶厂为秘鲁著名塑胶厂之一, 厂房面积达上万平方

米。 1990 年代初, 他发现娱乐成了新时尚, 转而投资娱乐界, 将他拥有的龙

凤酒家改为综合型娱乐场所。 除碧宫娱乐场外, 还有舞场、 卡拉 OK 厅和餐

厅。 他在娱乐界的业务日益扩展, 目前在利马同业中纳税最多, 成为娱乐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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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激浪: 《委内瑞拉华商后起之秀冯永贤: 临危受命护侨爱乡》, 委内瑞拉 《委华报》, 引自中新

网, 2006 年 11 月 16 日, http: / / www． china． com． cn / overseas / txt / 2006 - 11 / 16 / content _
7367516． htm。
庄炎林主编 《世界华人精英传略·南美洲与加拿大卷》, 第 37 ~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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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领①。 有远见的华侨华人企业家认识到: 只有审时度势, 把握经济发展的规

律, 及时调整投资策略, 企业才能做大做强。

（三）拉美华侨华人经济：行业分布与发展趋势

目前, 拉美华侨华人从事的职业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 首先是商业, 包括

进口、 出口、 批发、 零售等。 由于这一行业的资金要求不高, 同时存在着较强

的供求关系, 特别是一些条件较艰苦的地区需要商品供应, 华侨华人在历史上

即以此为生, 如鱼得水。 拉美一些国家地形复杂, 居住在林区、 山区和农村地

区的印第安人缺乏各方面的商品, 华侨华人的商店或流动商贩为他们提供了所

需的商品和服务。 中国改革开放后, 各种轻工业产品的销路逐渐打开, 以价廉

物美而在国际市场称雄, 这为拉美的华侨华人经商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服务业是拉美华侨华人所从事的另一个大众性行业, 包括餐馆、 洗衣等与

服务有关的行业。 中华饮食之所以在拉美流行有以下三个原因。 中餐以特色著

称, 难以为其他人模仿或占领, 竞争性较强。 此行业的档次可高可低, 可为富

裕阶级和贫穷者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 成本相对较低也是原因之一。 以委内瑞

拉为例, 全国有中餐馆 1000 余家, 既为当地提供了美食服务, 又为其他行业

提供了就业机会。 洪都拉斯仅有华侨华人数千人, 但在特古西加尔巴就有中餐

馆 200 余家。 在中南美洲其他华侨华人新移民增长较快的国家, 中餐馆也发展

很快。

知识技术行业是华侨华人从事的另一个行业, 包括政府行政部门以及医

生、 律师、 会计、 保险、 教师、 工程师等职业和科研技术等相关职业。 在拉丁

美洲, 华裔的融合程度相对较高。 由于华侨华人家庭历来注重教育, 华裔在接

受高等教育后从事各种知识技术行业的增多, 有的成为医生, 有的服务于科研

院所, 还有的在政府部门工作。 这些精英可谓遍布各个行业, 如巴西知名华裔

地质学家刘占江, 曾服务于巴西国家空军 20 多年的华裔教授项夏雨等, 因将

自然植物色素用于食品工业和在纤维染色上的独特研究而多次获奖的秘鲁化学

协会前任主席奥尔佳·陈 (Olga Lock Sing de Ugaz) 以及第三代土生华人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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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历史与发展: 纪念华人抵达秘鲁 150 周年》, 第 162 ~ 1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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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秘鲁劳动银行总经理张歧山 (Max Chion) 等都是华人知识精英的典型。

这些杰出精英还将在下文提及。

制造业、 建筑业与资源行业是目前华侨华人涉猎较多的另一领域。 拉美国

家的制造业比较发达。 以巴西为例, 除矿藏丰富、 矿业十分发达外, 棉纺工业

也相当突出。 其他如炼钢业、 汽车制造、 石油化工、 水泥、 制药、 塑胶、 食

品、 电器、 造船、 制陶、 轮胎、 造纸、 玻璃以及重型机械都发展很快。 华侨华

人长期以来经营一些成本较低的日常用品制造业, 如委内瑞拉的华侨华人在当

地经营铅笔厂、 塑料厂、 食品加工厂, 墨西哥的华侨华人经营制衣、 制鞋和玩

具厂等。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华侨华人逐渐投资一些重要的制造业, 如巴

西林训明的石化工业、 秘鲁沈根源的塑胶企业等。 此外, 中国雇员到国外打工

也推动了华侨华人的移民。 中国企业也在快速向拉美推进, 轻工业产品的出口

带来轻工企业的出口, 一些在当地得到原料的企业开始在拉美建厂。 建筑业与

资源相关产业是华侨华人经营的另一方面。 建筑业是中国承包业向国外迅速扩

展的行业。 中国在多个拉美国家均有承建项目。 这一行业也带动了华侨华人从

事房地产行业。

中国近年来实施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的发展战略, 对拉美资源产业投资加

快。 这些投资既加速了拉美的发展, 也促进了当地华侨华人的经济, 同时也为

中国人移民拉美提供了机会。 2007 年, 中国与拉美的贸易额达 1026 亿美元,

其中出口 515 亿美元, 进口 510 亿美元①。 2007 年中国与加勒比地区的贸易额

再创新高, 达 52． 5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9． 3% , 这也是双方年贸易额首次突破

50 亿美元。 其中中国出口 37． 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5． 1% ; 进口 14． 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1． 5% 。 2007 年, 中国与加勒比地区 9 个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额超

过 1 亿美元, 最高的为古巴, 达 22． 8 亿美元②。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和加勒比国家在贸易、 投资、 农渔业、 旅游、 运输、 金

融、 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已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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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07 年 1 ~12 月进出口商品国家 (地区) 总值表》, 商务部网站, http: / / zhs． mofcom． gov． cn /
aarticle / Nocategory / 200802 / 20080205374215． html。
《中国与加勒比地区贸易首次突破 50 亿美元》, 商务部网站, http: / / mds． mofcom． gov． cn /
aarticle / zcfb / 200803 / 20080305407201．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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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2007 年 9 月召开的第二届合作论坛围绕 “深化经贸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

的主题展开了各种相关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公司加快了在拉美国家的经

济扩展。 2007 年 8 月 15 日, 中国铝业公司正式公布于 8 月 1 日完成了对加拿

大秘鲁铜业公司 91%股份的收购, 为公司铜业务板块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

基础, 同时意味着中国与拉美在矿业方面的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 同时, 由于

经济的发展及移民的增多, 中国人到拉美的游客也在逐年增多。 以墨西哥为

例, 该国接待中国游客的数量在逐年上升, 2007 年接待中国游客的数量比

2006 年增加 45． 3% , 2008 年第一季度又同比增加 28． 6% 。 为加强中国与拉美

之间的联系, 墨西哥航空于 2008 年宣布正式开通上海—墨西哥城新航线, 从

而实现了中国到拉美的首次直航。 毫无疑问, 这些积极因素将有利于华侨华人

在拉美的发展。 然而, 一个移民社团的真正发展单靠经济是不行的, 必须通过

社会融合和政治参与才能真正立足于当地社会。

三　 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的社会关系与社区生活

（一）拉美华侨华人：融合与社会关系

　 　 华侨华人在拉美的社会生活也经历了长期的演变。 然而, 他们在各个国家

的融合情况并不一样。 早在 16 世纪中叶, 一些在西班牙航船上做工的华侨华

人来到墨西哥, 在 16 世纪末即有唐人街存在①。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仁

波 (Robert Chao Romero) 博士在他最近出版的研究成果 《南美华人移民史》

中指出, 早在 17 世纪, 已有 4000 多华侨华人来到墨西哥经商, 这批华侨华人

的后裔, 有不少人后来移民美国。 墨西哥的华侨华人 (特别是在墨西卡利等

地) 基本已经与当地社会融合。 从 1990 年代以来, 一批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开

始抵达墨西哥。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 (特别是来自福建的移民) 是为了移民美

国而借道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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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omer H． Dubs & Robert S． Smith, “Chinese in Mexico City in 1635”,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
(1941 - 1942), pp． 387 -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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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勒比和西印度群岛地区, 最早抵达的华侨华人是契约劳工。 他们目睹

了这一地区的历史变迁, 亲自参与了种植园劳动, 有的参加了当地的独立战

争。 他们的后裔有的成为政府首脑, 有的成为政府部长或著名政要, 还有的成

为了举足轻重的金融家或企业家。 华侨华人及其后裔在当地获得的认同度相当

高。 然而, 从 1970 年代起, 加勒比地区经济发展缓慢, 大多数华侨华人移民

美国、 加拿大或欧洲, 目前剩下的多为年迈的华侨华人。 近年来, 由于中国国

力增强, 一些新移民开始抵达这一地区。 新移民的一个共同点是融合的程度相

当低。

中南美洲的华侨华人以秘鲁华侨华人的融合度最高。 他们与当地居民相处

和谐, 并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与尊重。 究其原因, 主要有普遍的异族通婚、 宗

教同化、 饮食融入、 民族认同和华侨华人个体的成功。 女性华人的缺少导致华

侨华人与当地妇女大规模通婚。 种种社会需要, 如拉近与庄园主的关系, 可以

拜 “圣徒关公”, 要结婚必须信教, 教父体制使信教者得利, 教育体制下的完

全同化等, 这些利益关系致使秘鲁华侨华人的 90% 信奉天主教。 遍布大街小

巷的 Chifa① 标志着华侨华人饮食文化融入秘鲁社会。 秘鲁社会的相对宽容且

缺乏种族歧视的传统使华侨华人的认同加速。 华侨华人自身发展成功导致华侨

华人进入秘鲁社会之中②。 1986 年, 利马政府为纪念中华通惠总局成立 100 周

年, 通过表彰中华通惠总局的决议, 市长巴兰德斯亲自给通惠总局颁发荣誉证

书。 为了纪念秘鲁华侨华人抵秘 150 周年, 秘鲁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纪念银币,

邮政总局发行纪念邮票, 这些都是华侨华人融入社会并为秘鲁国民认同的体

现。 这种情况在南美国家较为突出③。

华侨华人对拉美国家的文化教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出现了不少名人, 如

巴拿马国家文化局长潘清, 先后于 1942、 1956、 1959、 1982 年获得国家文学

奖的巴拿马著名诗人卡洛斯·弗朗西斯科·张马林, 巴拿马著名医生朱煜全,

委内瑞拉国立工艺大学教授沈纯强、 加拉加斯西蒙·玻利瓦尔大学人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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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据说 “Chifa” 是粤语 “吃饭” 的变音。 参见昌孝 《闲话秘鲁侨情》, 《侨务月报》 1970 年 8
月 16 日。
参见周艳 《华人成功融入秘鲁社会的原因》,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06。
《历史与发展: 纪念华人抵达秘鲁 150 周年》, 第 120、 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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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托·李·卡里略, 秘鲁哲学家佩德罗·S． 宋岭, 秘鲁圣马科斯大学考古

学和人种学博物馆馆长罗莎·冯·皮内达, 西班牙皇家西班牙语研究院通讯院

士和美国西班牙语研究院院士、 现任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昆士学院教授陈汉基

(欧亨尼奥·陈—罗德里格斯), 古巴和拉美杰出的华裔画家维尔弗雷多·林,

秘鲁画家何塞·谭·马约尔加和西梅翁·朱·刘, 古巴诗人雷希诺·厄等, 特

立尼达—多巴哥、 苏里南、 牙买加、 圭亚那和法属西印度群岛也出现了众多的

华侨华人文化艺术人才①。

华侨华人要在海外生存、 发展并融入各自社会, 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存在着诸多社会关系, 家庭关系是海外华侨华人生存的一种主要社会关系。 拉

美华侨华人也是一样。 从传统意义上看, 他们多以家族为活动半径, 维持固有

的家庭纽带。 然而, 随着老一辈华侨华人相继退出历史舞台, 华裔逐渐融入当

地社会, 家庭关系的纽带有逐渐松散的趋势。 社会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华

侨华人与家乡的联系, 这表现在各个方面。 从经济上看, 这种联系或是通过侨

汇来表达自己对亲人的挂念, 或是通过将家族成员带到所在国来表达一种亲

情, 或是通过投资家乡来利用现存的社会资本, 或是通过在家乡慈善捐款来表

达一种感情。 从文化上看, 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创办华文报刊的形式 (如墨西

哥的 《青年月刊》、 秘鲁的 《公言报》、 古巴的 《光华报》 和委内瑞拉的 《侨

鸣》 等) 来保持, 也可通过创办华文学校来体现, 还有以组建家乡宗亲会社

的方式来表达。 当然, 还有更为直接的方式, 即通过接待家乡来访的各种代表

团和亲属以及组团访问中国来体现这种社会关系。

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华侨华人与当地社会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直接涉及他

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拉美社会和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以肤色为特征而形

成社会分层。 这种特点给华侨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带来了双重影响。 一方面, 他

们往往被占统治地位的白人看作 “有色人种”, 长期处在受歧视的地位。 另一

方面, 一些华侨华人通过婚姻获得当地人的认同, 直接融入当地社会。 当然,

还有更多的华侨华人则是通过更为艰难曲折的过程融入当地。 随着华侨华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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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Walton Look Lai, ed． , Essays on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the Caribbean, St． Augustine, 2006． 本书

中所收集的论文涉及了牙买加、 古巴、 特立尼达—多巴哥、 圭亚那、 苏里南、 法属西印度群

岛等地的华人, 包括这些国家和地区华人从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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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社会的适应和华裔与当地社会的融合, 拉美各国华侨华人社会组织也呈现

出新的情况。 其一, 除传统的中华会馆和姓氏社团外, 华裔参与的社会组织呈

多样化, 如行业组织、 文体组织、 娱乐组织等, 在相当多的情况下, 这些组织

并非以华侨华人为主体。 其二, 组织不再以地域为标志, 开始接纳除家乡外的

其他地区 (包括所在国) 的成员参加。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多元社会组

织愈多, 华侨华人社会的融入度愈高。

（二）拉美华侨华人：融合的相关途径

我们可以大致将华侨华人逐渐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分为三步: 生存、 适应

和融合。 华侨华人通过一些什么途径来融入当地社会呢? 换言之, 有哪些因素

直接影响到华侨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呢? 我们认为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 5 种相关

途径: 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 与异族通婚以融入社会、 华裔成为融合的桥

梁、 国家政策的引导及华侨华人的积极措施。
1． 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

在早期的争取生存阶段, 华侨华人对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活并不感兴趣。 他

们不懂当地语言风俗, 很难与当地民众打交道, 只能蜷缩在自己的社区里, 活

动半径极小。 当然, 艰难困苦的求生存过程也不容许他们有太多的闲暇来关注

他人的社会生活以及考虑适应与融入的问题。 然而, 这种孤独的生活引起了当

地教会的注意。 实际上, 早在契约华工的后期, 即有一些华工皈依了基督

教①。 由于宗教信仰的普世性、 宗教机构的覆盖面、 宗教功能的广延性以及拉

美国家的宗教特点 (绝大多数国民信奉天主教或基督教), 宗教成为华侨华人

融入当地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 可以这样说, 对于大多数华侨华人而言, 信奉

宗教 (特别是与他们的文化并不相同的宗教) 并非如欧洲人那样自然, 而是

一种被动的过程。 他们信奉当地宗教的最初目的并非是为了融入, 但成为教徒

所带来的认同、 生活的便利和扩大的社会活动半径则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华侨

华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需要依靠, 教会往往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生活依托。

在牙买加 1951 年出版的名人录所列举的 27 位华人中, 13 人是罗马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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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rnold J． Meagher, The Coolie Trade the Traffic in Chinese to Latin America, 1847 - 1874, p．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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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是基督教圣公会教徒。① 华侨华人又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 而在拉美社会,

教会是推动和发展教育的重要机构。 以巴西为例, 联合浸信会、 基督教会和天

主教会都设有中文班, 既方便了华侨华人子女学习中文, 又便于传教②。

我们注意到很多华侨华人的中文姓名采取拉丁化拼法, 有的甚至直接将姓

名改为西方姓名, 还有的是一种奇怪的结合。 这也是华侨华人为了适应注册、

经商和社会联系的一种自我适应措施。 早在古巴十年战争时期, 华工和合同期

满的华侨华人积极参与古巴人民为独立进行的战争。 为此, 古巴人民曾立旅古

华侨纪念碑以表彰参战华侨华人。 独立后, 相当多的华侨华人将自己的名字改

为当地名字, 如胡安·迪亚斯、 皮奥·卡布雷拉等③。 1937 年, 英国国王乔治

六世登基, 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的几名华人领袖曾上书表示效忠, 他们的姓名

分别为 S． A． Huggins, F． Marfoe, S． Lee Lum, C． Allum④。 如果不加说明, 我

们很难将这些姓名与华人相联系。 秘鲁的华人也有不少采用西文姓名, 如

早期的华人 E． Milrano Leon, Gavino Sarazar, Vicente Carcia, 早期华人企业

家 Pablo Ley, 华人传教士 Jose del Carmen Veliz 神甫和曾被任命为罗马教皇

特使的华人神甫 Jose Markalariva。 中南美洲的华人姓氏中多有 “阿” ( A)

字 (如 Acon, Ajoy, Apuy), 有的学者认为, “阿” 后面的音可能就是华人

原来的名字, 但加个 “阿” 字表示亲昵, 后即转译为外文作为他们在当地

的姓氏⑤。

这种通过采纳定居国的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办法来赢得定居国的认可是

一种比较被动的融入, 因为这是以放弃自我身份为代价的, 必须通过某种自我

牺牲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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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Clifton Neita, Who’s Who Jimaica, British West Indies, 1951, Kingston, 1951.
小侨: 《巴西华侨热烈发展中文教育》, 《四海之友月刊》 1978 年第 42 期。
Arnold J． Meagher, The Coolie Trade the Traffic in Chinese to Latin America, 1847 - 1874, pp． 299 -
300.
Walton Look Lai, The Chinese in the West Indies, 1806 - 1995: A Documentary History, The Press
University of West Indies, Kingston, 1998, pp． 261 - 262.
周麟: 《再探哥斯达黎加的华人现况》, 《侨协杂志》 2005 年第 94 期。 也有学者研究了英属殖

民地的情况, 参见 Yoshiko Shibata, “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Chinese in the Anglophone
Caribbean a Focus on Jamaica”, Tan Chee-Beng, ed． ,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pp． 364 -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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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异族通婚的作用

从契约华工到自由移民, 华侨华人移民的男女比例存在极大的不平衡。 我

们可以从人口学的角度关注两个事实。 其一, 截至 1940 年代, 相当多的华侨

华人仍是从国内直接移民到拉美。 根据莫顿·弗雷德对加勒比地区的研究, 在

1940 年代, 牙买加和特立尼达—多巴哥两地, 出生在中国的华侨华人占 40%

以上。 在牙买加的 6879 名华侨华人 (1943 年) 中, 有 2552 人出生在中国内

地, 另有 266 人来自香港; 在特里尼达—多巴哥的 5599 名华侨华人 (1946

年) 中, 2346 人出生在中国内地, 另有 35 人来自香港。 其二, 女性在移民拉

美的华侨华人中比例极小。 根据墨西哥政府的人口统计资料, 1900 年、 1910

年、 1921 年、 1927 年和 1930 年的华侨华人总数与华侨华人女性的比例从未超

过 13% ①。 这一问题在秘鲁利马华侨华人中更为突出。 女性最多时也只占华侨

华人总数的 5． 2% ②。 男女比例失调最为严重的是古巴。 根据历年的人口调查

数据, 女性占华侨华人总数比例最低时只有 0． 16% (1877 年), 最高时也只

有 4． 09% ③ (1953 年)。

在男女比例如此失衡的情况下, 最直接的方式是异族通婚, 即华侨华人男

子与当地女子结婚成家。 这是华侨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第二种途径。 异族通婚

首先是生存需要, 即生理上的需要和传宗接代的需要。 在早期移民阶段, 异族

通婚的夫妻中有的是自由恋爱而结合, 有的则是通过买卖来解决问题。 混血家

庭的子孙同时保留着父母双方的遗传基因。 “异族通婚, 对于消除种族藩篱,

凝聚多方力量以达到社会的平和, 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特别在多种族的社会里

更值得提倡。”④ 秘鲁早期著名的华侨华人企业家谢宝山于 1884 年来到秘鲁。

1918 年, 他的公司资产已达 100 万美元。 他很快融入秘鲁社会, 与秘鲁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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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Mexican Censuses for 1910, 1921, 1930, etc． 胡其瑜: 《散居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华

人———以墨西哥和秘鲁为例》, 《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所, 1992, 第 615 ~ 616 页。
《历史与发展: 纪念华人抵达秘鲁 150 周年》, 《华人抵秘 150 周年纪念特刊》, 2002, 第 48
页。
José Baltar Rodriguez, Los Chinos de Cuba: Apuntes Etnográficos ( Habana: Fundación Fernando
Ortiz, 1997), p． 90.
《历史与发展: 纪念华人抵达秘鲁 150 周年》, 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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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比拉·拉斯特雷结婚, 并收养了妻子的侄子和侄女。 他的侄女萨拉后来又

与谢宝山最重要的股东张志仁结婚。 此二人都是异族通婚的典型。

异族通婚的第二个需要是为了避免歧视, 即社会需要。 可以说, 定居国的

某些歧视政策促进了华侨华人与当地妇女的通婚, 这一点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1941 年, 巴拿马总统阿努尔福·阿里亚斯第一次执政时期, 巴拿马政府颁布

了新宪法。 这部宪法有强烈的排外色彩, 明确禁止华侨华人移民。 在宪法第二

章关于外国国籍的第 23 条规定: “对外国移民通过法律进行控制。 禁止下列

移民: 非本民族语言的操卡斯特利亚语 (即西班牙语) 的黑种人、 黄种人、

印度族人、 小亚细亚人和北非的移民。” 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 官员们肆意妄

为, 发生了许多滥用职权侵犯侨民利益的事件, 如没收中国侨民的财产。 这种

形势迫使许多中国侨民与巴拿马妇女通婚, 然后将商店的所有权改到她们的名

下, 以免经济上再受损失。 这一异族通婚的过程对巴拿马华裔后代的成长起到

重要影响①。 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同样存在。 异族通婚的直接结果是混

血华裔的出现。 早期秘鲁华侨华人企业家谢宝山的后代、 牙买加的李逢生、 加

拿大首富、 牙买加著名企业家麦凯兆尔·李等都是混血家庭的典型②。 古巴著

名艺术家林飞龙 (Wilfredo Lam) 就是中国父亲与古巴母亲的后代③。

3． 华裔的桥梁作用

第三种促使华侨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途径是华裔的出现。 即使父母双方都

是中国移民, 但过了几代特别是在与中国家乡隔离较长时间后, 华裔几乎是在

一种相对单一的文化环境中成长: 华文学校和中文报刊的逐渐消失, 说中文除

家里以外没有其他的社会环境, 对中华文化的接触只有通过中华会馆的建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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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管彦忠: 《中国人移居巴拿马的历史进程》, 《拉丁美洲研究》 2002 年第 2 期。
关于牙买加华人的适应与融合, 参见 Li Anshan, “Survival,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Jamaica (1854 - 1962)”, in Andrew Wilson, ed． , The
Chinese in the Caribbean, Markus Wierner, 2004, pp． 41 - 65． 关于牙买加华人的异族通婚, 参

见 Yoshiko Shibata, “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Chinese in the Anglophone Caribbean a Focus on
Jamaica”, Tan Chee-Beng, ed． ,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Routledge, 2013,
pp． 367 - 371.
Evelyn Hu-DeHart, “ Integration and Exclusion: The Chinese in Multiracial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an Chee-Beng, ed． ,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pp． 98 - 99． 在此

感谢邓爽先生对翻译粤语姓氏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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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馆。 华裔从小在当地的学校受教育, 老师同学也是当地人, 参加的社团组

织也渗透着当地风俗, 社会生活和文化活动也充满着本土气息, 文化语言环境

也是本地化, 从事的职业也跨出了华侨华人社区。 这样, 他们成为华侨华人家

庭及社团与当地社会融合的重要桥梁与纽带。

首先, 他们在学校时将当地的教育制度、 学习内容、 校园文化、 老师、 同

学等情况介绍给自己家里。 其次, 他们将自己职业方面的有关知识传递给自己

的父母和亲人, 从而使他们逐渐熟悉当地社会。 再次, 他们将自己在社会上通

过新闻媒体所获得的信息传输给自己的家庭, 使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更为紧密。

华裔中的一些杰出人物还可作为代表以表达华侨华人社区的意见, 从而加强华

侨华人与当地社会的沟通。 华侨华人很重视子女教育, 加之华裔也逐渐适应所

在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社会活动范围明显加大。 他们往

往不再继承父辈的职业, 而是向知识技术行业发展。 由于他们在当地出生成

长, 比较习惯于当地的社会习俗, 如对体育锻炼和娱乐活动的重视。 特别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 老一辈华侨华人的根基已经稳定, 其后代多有机会接受高等

教育。 经过高等学校这一过滤网, 华裔多加入各种体育、 音乐和娱乐方面的团

体, 活动范围扩大, 社会交往增多, 活动半径加大。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成为当

地的知识精英, 有的甚至投身于政治。 我们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 华侨华人在

一个国家精英阶层所占的比重, 即知识技术行业华侨华人的多少往往决定了一

个国家华侨华人的融入程度。

4． 国家政策的导向

第四种情况是国情与政策是影响华侨华人同化和融合的重要因素。 国家发

展情况与移民政策直接影响华侨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和热情。 这表现为三个

层面。 首先是中国和定居国的基本国情及相关政策, 这些分别成为推力和拉力的

构成部分。 如果中国的国情不乐观 (如民国时期或 “文化大革命” 时期), 或定

居国为发展鼓励移民定居 (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 1960 ~1970 年代), 华侨华

人在定居国的融合趋向即朝积极方向推进。 如果中国国情朝正面方向发展 (如

改革开放以来), 或定居国的情况不利于移民的融合, 华侨融入定居国的积极性

即受到影响。 其次是定居国因国情对华侨华人移民的正面鼓励政策。 这一点在秘

鲁比较明显。 秘鲁早期从中国大量引入劳工。 秘鲁的特殊之处在于, 白人不占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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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印第安人占人口总数的 40%以上, 印欧混血人种占 30%多。 这些人没有种

族优越感, 对华侨华人的歧视和限制较少。 华侨华人在拉美其他国家只能以经商

为主, 而在秘鲁却能进入政、 军、 外交界, 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再次, 定居国的特殊政策 (包括歧视政策) 有助于华侨华人的融合。 这

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相当多的国家在特定时期制定了对华侨华人的特别政策

(如秘鲁早在 1879 年即容许中药的合法销售) 或带有歧视性的政策。 这种政

策从某种意义上促使华侨华人改变了自己的文化习惯以融入当地社会。 华侨华

人多经营杂货店, 为降低成本, 他们往往使用店铺作为库房。 有的国家或地区

曾以促进卫生为借口, 专门针对华侨华人制定卫生法规, 迫使华侨华人提高商

业成本以减弱他们的竞争力。 墨西哥的索诺拉州 1930 年设立的公共卫生总署

规定华侨华人商号只能出售 4 种主要商品 (杂货、 肉、 药和面包) 中的一种;

禁止任何人甚至业主本人睡在店内, 并规定任何货物必须存放在租来的货栈

内, 不可堆放在商店或住所①。 这种主观上为了降低华侨华人竞争力的政策从

某种意义上使华侨华人逐渐习惯当地文化风俗, 促进了华侨华人的融合。

5． 华侨华人的积极措施

华侨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途径是通过一些积极措施来加深两种文化的

理解, 这既包括主动的介入方式, 也有迫不得已的斗争方式。 古巴华侨华人在

独立战争时期即与古巴人民出生入死, 从而赢得了当地民众的信任。 同样, 在

智利与秘鲁发生冲突时, 当时饱受凌虐的 1000 多名华工奋起协助智利军队。

为了嘉奖这些华工, 智利政府允许他们以自由人身份居留在秘鲁和玻利维亚割

让给智利的土地上, 或迁居智利境内。 这批曾支持过智利军队的华工成为最大

一批抵达智利的华侨华人②。 秘鲁独立 100 周年时, 华侨华人为了表示庆贺,

专门成立秘鲁独立百年庆典委员会, 并决定向秘鲁政府敬献一个巨大的云石大

喷池。 喷池的设计是多元文化的结合, 两股水的汇合象征着中秘人民的亲密友

871

①

②

Phillip A． Dennis, “ The Anti-Chinese Campaigns in Sonora, Mexico ”, Ethnohistory, 26: 1
(1979 ), pp． 65 - 80; Evelyn Hu-DeHart, “ Racism and Anti-Chinese Prosecution in Sonona,
Mexico, 1876 - 1932,” Amerasia Journal, 9: 2 (Fall / Winter 1982), pp． 1 - 27.
周麟: 《炎黄子孙在智利》, 《侨协杂志》 2006 年第 9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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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 秘鲁总统、 外交部长和利马市长均出席赠送典礼①。 1986 年, 秘鲁中华通

惠总局庆祝成立百年大典, 中国政府派出由全国武术高手组成的武术气功团专

程抵秘鲁助兴, 通惠总局决定将首场演出的全部收入悉数捐给秘鲁儿童基金。

这一义举得到秘鲁儿童基金会会长、 总统夫人比拉·纳利丝的褒奖②。 英属洪

都拉斯于 1961 年 10 月遭 “哈蒂飓风” 袭击, 给首都造成巨大破坏, 并导致

数百人伤亡。 中华会馆主席黄土生带头号召华侨华人进行捐款以及其他形式的

援助。 华侨华人积极捐助, 在 11 月份先后送出四份不同数额的捐款③。

值得注意的是, 拉美华侨华人所办超市的服务对象是当地居民, 这也有利

于华侨华人的本土化。 阿根廷华侨华人超市公会通过决议保持物价稳定, 这一

措施使深受物价飞涨之苦的当地民众受益, 为华侨华人赢得了好感。 秘鲁华侨华

人对当地的贡献使其成为中南美认同感最高的华侨华人社团。 秘鲁中华通惠总局

从 1982 年起开始多方筹款, 建立了颇具水准的秘鲁伤残儿童医院与康复中心。

巴西中国经济文化发展协会在伊比乌纳市 150 周年市庆时, 郭京良会长赠送一个

长 150 米的特制大蛋糕以示庆贺。 巴拿马的华侨华人对经济、 社会和文化活动的

参与获得了当地人民的认同。 华侨华人社团曾率先发表声明支持巴拿马政府收回

巴拿马运河, 多名华裔直接参政, 华侨华人中医大夫为当地民众热情服务。 1992

年, 巴拿马市政府颁布第 43 号决议, 表彰早期华侨华人和华侨华人社团对巴拿

马的贡献, 并拟建立一座有关华工修筑巴拿马铁路和参与运河工程的纪念碑④。

这种捐助善举和友情表达大大增进了华侨华人与当地社会的关系。

我们知道, 不同民族具有不同文化, 对这种差异的认可有时需经过斗争来

争取。 在某种情况下, 华侨华人为反对不公正的待遇进行反抗, 从而改变了当

地政府的政策或民众的态度, 进一步促进了定居国对华侨华人存在的认可。 这

也是一种积极的融入。 这种抗争早在 1913 年的巴拿马就发生过。 虽然后来中

国侨民最后被说服与政府妥协, 但他们的行动使巴拿马政府认识到华侨华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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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秘鲁中华通惠总局: 《秘鲁中华通惠总局与秘鲁华人, 1886 ~ 1986》, 第 57 页。
《历史与发展: 纪念华人抵达秘鲁 150 周年》, 第 121 页。
《中山报》 (The Chung San News, Kingston) 1961 年 11 月 7 日、 11 月 10 日、 12 月 1 日、 12 月

8 日。
杨发金: 《走近巴拿马华人》 (下), 《侨务工作研究》 200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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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能量①。 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 华侨华人只有通过团结展示自己的力量,

这种情况近年来在巴西、 委内瑞拉等地都发生过。 以巴西为例, 华人陈建湛因

携带 3 万美元出境未申报而被巴西警方殴打致死, 为了给受难同胞申冤, 各侨

团在里约华人联谊会会长雷滨的领导下团结抗争。 他们联系巴西朋友和当地新

闻媒体, 引起了当地社会对这一冤案的关注。 华人联谊会提出倡议, 联络当地

侨胞在里约建立了华侨华人危机处理中心, 从而为处于紧急情况下的侨胞提供

了方便。 这个危机处理中心有侨社和各省的代表参加, 将成为跨地域、 跨社团

的新型侨团②。 这个事件使里约广大侨胞空前团结起来, 也使巴西当局认识到

华侨华人力量的存在。 2005 年, 阿根廷的家乐福超市为了打击华侨华人超市,

录制了一则有歧视意味的电视广告。 当时正值阿根廷华人超市公会成立, 公会

主张对此事奋力抗争, 通过与当地反歧视局的交涉, 使广告迅速被撤销③。 这

种团结抗争的正面意义在于: 只有当一个移民团体真正表现出自己的力量时,

它才会受到当地社会的重视, 才会以同等的身份被接纳; 也只有这样, 才能达

到真正的融合。

（三）新移民与新现象

新移民为拉丁美洲的华人社区带来了新的变化, 具体表现在各行各业欣欣

向荣, 多元文化和谐相处, 青年才俊显露才华。 经济方面已在上文论及, 下面

重点探讨另外两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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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波拉斯总统曾于 1913 年 3 月 24 日颁布了关于华人、 土耳其人、 叙利亚人的第 50 号法律, 规

定所有 1904 年以后无合法证件进入巴拿马的华人都应注册并说明其移民的地下方式; 对违反

法律的人将同罪犯一样被遣送回国。 这一法律遭到了那些有法律顾问的华人移民的反对。 中

国驻巴拿马的总领事也介入此事。 在一次外事活动中, 中国总领事竟被取消了驻外权利, 华

侨事务在外交上转由美国领事暂时照管。 此事在巴拿马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华侨决定关闭

其设在巴拿马城和科隆市的所有商店, 以对巴拿马政府强迫华侨注册的法律表示抗议。 这一

行动带来的不利后果促使当地许多居民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活动, 以反对政府的法律。 管彦忠:
《中国人移居巴拿马的历史进程》, 《拉丁美洲研究》 2002 年第 2 期。
2003 年 8 月 25 日, 巴西籍华人陈建湛因携带 3 万美元出境未申报被巴西警方逮捕, 后被人殴

打致昏迷, 经医院抢救无效, 于 9 月 4 日死亡。 陈建湛被巴西警察殴打致死事件震惊了整个巴

西。 殷永建: 《巴西籍华人陈建湛之死启示华侨海外四点安全观》, 中国新闻网, 2003 年 9 月

17 日, 资料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曹宇: 《华人超市在阿根廷 “疯长”》, 《参考消息》 2007 年 4 月 3 日第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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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文学校

华文学校在拉美曾有过辉煌的历史, 但后来因华裔融入当地社会而逐渐销

声匿迹。 1960 ~ 1970 年代台湾移民的到来催生了华文教育, 后来大批大陆移

民更使华文教育迅速发展。 巴西、 巴拿马、 哥斯达黎加、 厄瓜多尔等国都先后

恢复或新办了华文学校。 例如, 巴西虽然曾于 1958 年办起第一所天主教会的华

文学校, 但后因生源问题改为巴西学校, 仅存中文补习班。 1972 年底, 中文教

育再度兴起, 到 1978 年已有中文班 7 个, 中文学校一所。 齐耀斌、 梁雁在巴西

圣保罗大学分别取得博士和硕士学位后, 于 2001 年又创办了华光中文学院。 由

于近年来中文热持续升温, 华光中文学院不仅开办了分校, 还与圣保罗管理学院

合作开办 4 个中文班。 在巴拿马, 成立于 1986 年的中山学校有学生 1721 名, 此

外还有科隆教会中文学校和巴拿马华人工商总会中文学校以及巴拿马大学中文

班①。 哥斯达黎加已有 8 所华文学校, 厄瓜多尔华凯中文学校也于 2007 年成

立。 这些华校为教授汉语和弘扬中华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华文报刊

近年来, 华文报刊也如雨后春笋。 以巴西为例, 有 《友联报》 (1981)、 《美洲

华报》 (1983)、 《南美侨友》 (1988)、 《圣保罗时报》 (1989)、 《世界报道》

(1996)、 《台湾侨报》 (2000)。 秘鲁则新出版了 《侨报》 (1992, 中、 西文周刊)、

《秘华商报》 (2000) 和 《秘华协会通讯》 (2000)。 有些报刊来得快, 也去得快。

《巴西侨报》 于 1999 年改名为 《南美侨报》, 读者群增多。 《台湾侨报》 于 2005 年

改为 《台湾侨刊》②。 此外, 还有巴拿马的 《拉美侨声》 和 《拉美快报》 (1992),

委内瑞拉有黄丽宝女士创办的 《侨鸣》 杂志、 华文报纸 《委华报》 (2000) 和 《委

国侨报》 等。 阿根廷首家华侨报纸创刊于 1984 年, 此后有 10 余家华文报刊问世,

多为周刊形式, 如 《新大陆周刊》 (1998)、 《世界周刊》、 《新阿根廷通讯》 等。 巴

拉圭也有两份华文报, 《传薪日报》 (1991) 和 《城市新闻》 (1993)③。 哥斯达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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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发金: 《走近巴拿马华人》 (中), 《侨务工作研究》 2007 年第 1 期。
别林业: 《浅谈巴西华文报刊与华人社会的关系》, 《侨务工作研究》 2008 年第 2 期。
参见李建全 《拉丁美洲华文传媒发展综述》, 《世界华文传媒年鉴·2003》, 世界华文传媒年鉴

社, 2003, 第 85 ~ 89 页; 林筠: 《拉丁美洲华文传媒发展综述》, 2007 年 8 月 30 日, 资料来

源: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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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也出现了中英文刊物 《工商》 (2005)。 华文学校和华文报刊的主要目的是

在异国他乡弘扬中华文化, 联谊华侨华人情感, 方便社会联系和经济发展。 即

使是在 1959 年以来华侨华人社会日益衰落的古巴, 哈瓦那唐人街促进会也在

努力保持一个华文学校、 一份杂志以及其他与华侨华人文化有关的成分①。

3． 华侨华人组织

从 1970 ~ 1980 年代以来, 拉美华侨华人组织除了中华会馆和姓氏会馆等

传统组织外, 新移民的积极参与和来源多元化使当地华社和侨社更为活跃, 出

现了一些新的组织。 这些华侨华人社团体现了移民的需要、 感情、 兴趣和爱

好, 大致可分为联谊型、 行业型、 地域型和娱乐型。 联谊性的侨团主要指全国

性的华侨华人联谊组织和当地中华会馆的分会, 如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

总会、 委内瑞拉华人侨团联合会以及中委建交以来在各省纷纷成立的中华会

馆, 还有巴西里约华人联谊会 (1984)、 哥斯达黎加华人华侨华裔协会

(2008) 等。 新的行业组织为华侨华人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便利, 如巴西华侨总

商会、 墨西哥华人商会 (2001)、 阿根廷华侨商会 (1992)、 阿根廷浙江华侨

商会 ( 2001 )、 阿根廷华人超市公会 ( 2005 )、 委内瑞拉中餐馆联谊会

(1978)、 哥斯达黎加的中哥工商联合总会 (1993)、 巴拿马华人工商总会

(1999)、 委内瑞拉中餐馆联谊会 (1978)、 中委两国商工农业旅游业总会等。

地域性华侨华人团体也纷纷成立, 体现了乡土乡情和新移民对加强凝聚力

的企望, 如巴拿马四邑华侨联谊会、 巴拿马科隆四邑同乡会、 巴拿马中山同乡

会、 巴拿马花县同乡会、 巴拿马甜水埠华侨联谊会。 苏里南华侨快速增长也使

地域性社团增加, 如苏里南海南同乡会、 苏里南浙江同乡会 (2004) 和苏里

南东莞同乡会。 巴西的同乡会也不少, 如巴西广东同乡总会 (1993)、 巴西温

州同乡联谊会 (1999)、 巴西北京侨民总会。 此外, 还有哥斯达黎加的旅哥广

东华侨联合总会 (1994 )、 旅哥恩平同乡会 (2004 ) 和旅哥恩平工商会

(2004)、 阿根廷温州同乡会 (2007)、 法属圭亚那的江浙沪同乡会、 危地马拉

东方总会等。 文化组织的出现为拉美的多元文化增添了丰富的色彩, 如巴西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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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athleen Lopez, “The Chinese in Cuban History”, in Walton Look Lai, ed． , Essays on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the Caribbean, St． Augustine, 2006, pp． 122 -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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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协会 (2000)、 巴拿马的知音曲艺社、 秘鲁的秘华文化中心 (1981) 和

墨西哥的墨西加利中华会馆前主席欧明民主持的下加州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华文学校、 华文报刊、 华侨华人组织的增多是多元文化的具体表现。 中文

报刊和华校及新华侨华人社团的出现与中国和平崛起的趋势和中华文化复兴密

切相关。

4． 新移民的杰出人物

新移民中可谓藏龙卧虎。 尹霄敏于 1994 年来到巴西做贸易, 经营的均为

小商品, 靠廉价争取客户。 他意识到品牌的重要性, 便注册了尹氏 (Yin’s)

商标, 以箱包主打产品, 面向中高档消费群。 他聘用了 5 名巴西知名的设计

师, 以打造有竞争力的品牌。 2003 年, 因有人恶意举报, 巴西国会打假委员

会的 6 名议员带着警察来突击检查, 但未找到一件假冒产品, 反而提高了尹氏

品牌的知名度。 1972 年出生在广州市的徐志尚, 读完小学三年级即随父母移

民秘鲁。 1995 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利马天主教大学经济系, 从业后在银行

业表现出卓越才华。 他后来考上美国纽约大学, 修读工商管理, 两年后获硕士

学位, 现就业于德意志银行香港分行, 专职研究股票和债券行情。 这些新移民

中的精英或是掌握了某种技术来打天下, 或是与父母一起来到拉美。 他们有一

技之长, 掌握的信息量大, 有一定外语基础, 加上头脑灵活, 发展潜力无限。

当然, 新移民的到来也引发了一些矛盾, 主要表现为华裔与新移民的矛

盾, 来源地不同的新移民之间的矛盾, 当地社会与华侨华人社会的矛盾。 这些

矛盾如果处理不好, 将会影响华侨华人社会在当地的融合。 中国的和平崛起为

广大华侨华人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 这种崛起可能会产生两种负面效果。 其

一, 华侨华人居住国对华侨华人社区的防范和排挤。 其二, 中华文化的复兴引

发一些华侨华人的妄自尊大, 从而导致与当地社会产生矛盾。 这些应该引起我

们重视, 防患于未然。

拉丁美洲华人社会的发展表明, 要想在海外社会真正立足, 不仅要提高经

济实力, 还必须加强与当地社会的融合, 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客观地说, 拉美

国家华人的影响力与他们的社会融入度有直接的正关联。 在有的国家 (如巴

西、 秘鲁、 巴拿马等国), 华侨华人的影响力比较大。 知名华人中有的成为总

理或部长, 有的是高级行政官员, 还有的是议员。 在一些国家, 如智利、 阿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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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 由于华侨华人较少或近期移民较多尚缺乏根基, 与当地社会的交融度弱,

因此华侨华人社区尚未形成很强的影响力。 从长远看, 华侨华人应充分发挥选

票的力量。 目前在拉美国家中, 华侨华人具备参政意识的所在国家不多; 如果

有选举权的华侨华人在聚居区域关心政治、 积极投票, 团结一心, 必将会成为

当地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 可以说, 华侨华人在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是

通过两点来体现的: 华侨华人融合程度与华侨华人的参政程度。

四　 政治认同与参政是真正的融合

华侨华人要在一个国家享有公民权利, 必须以对该国有政治认同为基本条

件。 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 人

们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并自觉地以政治组织或政治过程的要求来

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 参政有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是指在权利允许的范围内参

与政治活动, 狭义特指参与政治权利机构或在政府任职的行为。 从严格意义上

说, 政治认同和参政只能是国家公民的义务。 由于华侨华人的特殊性和可塑性

(华侨有可能成为当地公民), 政治认同与参政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并不以个

人意志为转移, 所以拉美华侨华人的政治认同与参政程度依国家和个人不一。

当然, 华侨华人定居国的移民政策与他们的政治认同有直接关系。 秘鲁的

华侨必须掌握西班牙语才能达到申请入籍的条件; 他们也必须接受洗礼后才能

上大学。 这些规定促使他们更快地融入当地社会, 实现社会融合后的华人逐渐

形成政治认同, 这是在秘鲁从政的华人比其他国家更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委内

瑞拉的华人则有所不同。 他们来的时间不长, 主要是为了赚钱, 加上对当地事

务不关心, 从而引发了一些冲突, 近年来多次发生冲击华侨华人店铺的恶性事

件, 这与华侨华人一味赚钱不问政治有一定关系, 也与政府的政策相关。 我们

可以得出一条结论: 社会融合是政治认同的基础。

我们可以将政治认同和广义上的参政分为三个不同的内容或层次: 政治待

遇、 政治参与和政治任职。

1． 政治待遇

政治待遇泛指一个人的行为获得所在国家政府的政治认可并被授予极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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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或职务。 笔者曾提出过 “主体认同” 与 “客体认同” 的概念①。 有的华

侨华人 (特别是华裔) 在政治上认同自己的定居国, 这是一种主体认同。 还

有的华侨华人在认识上未必已到政治认同的高度, 但其行为却得到当地政府或

民众的认可, 被认为是对国家的贡献, 因而由政府赋予很高的荣誉。 这种政治

待遇即是一种客体认同。 委内瑞拉华人陈其仪被任命为总统高级经济顾问, 这

虽然是一种专业技术职位, 但也是一种极高的政治荣誉。 旅秘侨领、 中华通惠

总局顾问戴宗汉旅居秘鲁 60 余年, 致力于秘鲁农业的发展, 秘鲁政府向他颁

发勋章和奖状以表彰他对秘鲁农业发展的贡献。 另一位秘鲁华人陈汉基 (欧

亨尼奥·陈—罗德里格斯) 在西班牙语言文学方面造诣颇深, 在国际上享有

盛誉, 秘鲁政府授予他秘鲁最高荣誉奖章———太阳勋章, 以表彰他在语言学、

文学评论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 巴西华人企业家林训明被誉为巴西的

“黄豆大王”, 他多次受到政府表彰与嘉奖。 这些华人本身不一定对政治感兴

趣, 由于作为当地公民的卓越表现或巨大贡献, 他们赢得了国家的奖励, 从而

表明了定居国民众与政府的政治认可。

2． 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在权利许可的范围内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与世界其他地

区的华侨华人相似, 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华侨华人参与政治的热情不高。 然而,

华侨华人的政治参与还是可以从多方面表现出来, 由于华人的特殊身份, 他们

可以充当自己国家和中国之间的外交使者。 例如, 秘鲁与中国建交前, 秘鲁外

交部派华人何莲香作为 “密使” 将秘鲁政府邀请周化民副部长访秘的信件秘

密送交智利的中国大使馆, 从而加速了两国的关系正常化。 华裔伍绍良和陈璐

也曾先后出任秘鲁驻华大使, 华裔莱昂纳多·甘于 1989 年任外长, 并于 2004

年出任驻华代表。 危地马拉华裔赫尔赫·蒙达尔出任危中友好协会主席。 这些

都是华侨华人以其特殊身份为本国的外交事业作出贡献的例证。

华人议员直接参与政治活动。 这是一种最为普遍的方式, 他们由于民众的

支持当选, 也致力于服务民众。 在秘鲁, 近年有 10 余位华人当选为议员,

1995 年当选的即有卡洛斯·布兰科·奥罗佩萨、 路易斯·爱德华多·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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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安山: 《华侨华人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对象》,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4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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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卡洛斯·林·阿尔瓦斯 (林伟强)、 胡安·何塞·洪·均查亚和维克

多·许会·罗哈斯等①。 此外, 还有秘鲁历史上第二位华裔总理, 现任教育部

长 Jose-Chang (何塞—张, 或者何塞—郑)②。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国家。 在

巴西的圣保罗市, 也有多名华裔在选举中获胜, 成为议员。 尽管这些华人议员

代表的是整个选区, 但却为华人表达意见提供了便捷渠道。 有时, 华人通过一

些经济活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 在阿根廷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的情况下, 华

人超市一致决定维持物价稳定, 从而用实际行动表明对地方政策的支持。 1986

年, 秘鲁中华通惠总局决定将中国武术气功团专程抵秘鲁助兴首场演出的全部

收入悉数捐给由总统夫人比拉·纳利丝担任会长的秘鲁儿童基金会, 这无疑是

代表华人社团向秘鲁总统投了重要的一票。 这种通过捐助来表示政治支持的行

为在拉美华侨华人中多有发生。

3． 政治任职

狭义的 “参政” 是指担任政治职务, 这是华人在当地融入社会、 提高自

身地位的重要途径。 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 多位华人担任过最高行政职务或重

要职务, 如曾任苏里南总统的陈亚松, 特立尼达—多巴哥独立后的首任总督何

才等。 何才任总督达 10 年之久, 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 将一条公路命名为

“何才公路”。 圭亚那独立后的首任总统雷蒙德·阿瑟·钟是华裔, 他在英国完

成学业后回到英属圭亚那当律师, 从 1962 年起任政府法官。 1970 年圭亚那摆脱

英国殖民统治独立时, 他被总理伯纳姆提名为共和国总统, 连任 10 年。 秘鲁的

前国会主席 (一译 “部长会议主席”) 维克多·许会·罗哈斯是出生在秘鲁的华

裔, 大学毕业后经过自我奋斗, 先后任秘鲁政府工业和旅游部长, 后又当过国会

副议长, 最后成为部长会议主席。 许会在藤森执政时期曾任国会主席 (总理)

兼财经部长, 后被控非法敛财、 隐瞒财产和逃税等, 被判处 8 年徒刑③。

拉美华人担任省部级官员的更多。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 以下华人在拉美

各国政府担任重要职务。 多米尼加前矿务部部长、 总统技术部部长吴玫瑰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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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历史与发展: 纪念华人抵达秘鲁 150 周年》, 第 121 页。
http: / / es． wikipedia． org / wiki / Jos% C3%A9_ Antonio_ Chang.
《秘鲁前总理许会刑满释放》, 新华网, 2008 年 8 月 30 日, http: / / news． xinhuanet． com / world /
2008 - 08 / 30 / content_ 9739305．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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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总统顾问。 特立尼达的华人艾尔弗雷德·理查兹、 蒂托·阿琼和诺曼·唐

在 1920 ~ 1950 年成为西班牙港的市长; 独立后, 麦克斯·阿旺担任过卫生部

长和地方政府部长, 至少有 5 位华人担任过特立尼达—多巴哥的政府部长, 杰

拉德·陈、 麦凯尔·威廉斯和 Ken Ayoung Chee 则任参议员, 还是多位国会部

长①。 古巴现任国家物资储备全国委员会主任、 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代表、

古中友协主席邵黄, 前牙买加财政部秘书长毛·鲁埃尔·邓, 前牙买加电气管

理航运局局长卡尔·郭来, 巴西民主运动党众议员甘迪蒂奥·桑柏霍, 厄瓜多

尔总统诺沃亚政府的劳工部长 Martin Insua Chang, 厄瓜多尔环境部副部长

Hector Ayon Jo 以及厄瓜多尔的克维多、 瓜亚基尔和圣多明各市都有华裔担任

过市长。 苏里南的张丰年担任总统高级顾问, 麦克·杨任环境整治和土地森林

政策部长; 2005 年选举产生了苏里南第一位华人妇女国会议员 Kai S． Lee。 拉

美华人精英从政的例证还有很多。

我们可以得出另一条结论: 华侨华人实现政治认同和参政才是真正融合于

当地社会。

移民海外是国际劳动力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之所以移民, 是为了趋

利避害。 有的学者倾向于比较输出国和输入国的发展水平, 从而得出结论: 太

穷的国家只能当难民, 无法向外移民; 太富的国家不必向外移民; 只有处于中

等的发展中国家才会产生大量移民②。 这种观点虽然从宏观上解释了生活水平

与移民的关联, 但不宜一概而论。 有的中国学者认为中国人移民拉美将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③; 有的学者则对此进行反驳④。 笔者认为, 拉美各国的情况与它

们对劳动力的需求、 对移民的政策和对外来文化的容忍度均有所不同。 当然,

一个国家的政治局势也构成其吸引移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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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Walton Look Lai, “ The Trinidad Experience”, in Walton Look Lai, ed． , Essays on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the Caribbean, St． Augustine, 2006, pp． 68 - 69.
Henrik Olesen, Migration Return and Development: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2002． 转引自丘立

本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国际移民———兼论中国移民的生存发展空间》, 《华侨华人历史

研究》 2007 年第 1 期。
杨安尧: 《略谈拉丁美洲的移民环境》, 《八桂侨刊》 2001 年第 1 期。
丘立本: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国际移民———兼论中国移民的生存发展空间》, 《华侨华人

历史研究》 200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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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展现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的来源、 适应、 融合与身份认同变化的过

程, 特别是对近 30 多年来华侨华人的经济社会活动及其政治认同的情况进行

了分析。 我们认为, 华侨华人在拉美经历了艰苦创业的过程。 他们依靠自己的

勤劳和智慧去努力适应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 谋生存、 求发展。 华侨华人中的

一些优秀分子以特有的敏感积极投身于当地的政治活动。 可以说, 老一代华人

保持着对中华文化的特有感情, 也希望保住社区的中华文化特质, 但他们的后

代已基本融入当地社会, 而新移民则开始了新一轮的适应与整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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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urvival,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Latin-America

Li Anshan

Abstract: Chinese immigration to Latin America has experienced five
climaxes． By analyzing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Latin America, the author has expressed three viewpoints． The overseas
Chinese get more integrated in a society if they are involved in more plural
organizations． The ratio of Chinese elite in a country usually matches the degree of
Chinese integration in the society, bigger proportion means deeper integr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is the basis of political identitification; realization of politic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epresents the real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Keywords: Latin America; Overseas Chinese; Social Integration;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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