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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华侨华人专题

拉美华侨华人的历史变迁与现状初探

杨发金
( 外交部拉美司，北京 1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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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介绍了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包括华侨移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内

外背景、谋求生存及创业的艰难历程、取得发展经济和参与政治的机会与成就。认为拉美地区华侨华
人在中拉经贸合作、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中大有可为。比如有经济实力的华商，可以充当中拉经贸合作
中的中介和代理人。而拉美众多的华文媒体，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介绍中国情况和反映侨情方面，
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澳门是华工奔赴拉美各国的主要始发站，与拉美华侨有着
天然的历史联系。澳门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在促进拉美华侨华人为祖籍国做贡献方面发挥自己独特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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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and Current Statu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Latin America
YANG Fa-jin

( The Department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Beijing 100701，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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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u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Latin
America． It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of why Chinese immigrants moved to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rribean area，introduces their hard experiences of making a living and accomplishmen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Latin America have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Sino-Latin American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abroad． For example，the elite businessman could
act as coordinator between Chinese and Latin American trade and business． The Chinese-
language media in Latin Americ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spreading news from China and information on Chinese oversea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Macao is the transit for Chinese laborers to go to Latin America; therefore，the city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its important role in connecting overseas Chinese in Latin America wi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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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与拉美人民的人员交往源远流长。在广袤的拉丁美洲土地上，华侨华人的足迹遍布
拉美各国。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拉美华侨华人的介绍多散见于一些通史性著作中，专题研究也多限
于拉美国别史或就华侨华人的某个问题如早期华工展开讨论，对拉美华侨华人做全面介绍和研究
的成果不多。① 因此，与欧美、东南亚华侨研究相比，拉美华侨华人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笔者曾在中国驻拉美国家的大使馆、总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工作 18 年，并在秘鲁、厄瓜多尔、
巴拿马主管领事侨务工作，有机会与驻在国总统、外长、内政部长和移民局长等政要接触，并亲
自到尚未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等中美洲国家与当地
侨领接触，获得了有关拉美华侨华人人口统计数据等方面的第一手材料。据此，梳理拉美华侨华
人历史变迁的脉络及其现状，希望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拉丁美洲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的认识。

一、拉美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

最早到达墨西哥和秘鲁的华侨是从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转道而去的。中国在三国时期
就开辟了到达菲律宾的航线。唐代已与菲律宾建立了贸易和文化联系。明代在菲律宾的商人达万
人之多。中国驻西班牙、美国、秘鲁公使张荫桓称: “西班牙日报言，小吕宋一岛华人自行设官
治理，俨然一小中国也，宜设法禁拒华人之来云。华人旅食海外，近几无可托足，微特墨洲已
也。”［1］自 16 世纪后期至 17 世纪中期，有一些中国商人，先到菲律宾，而后沿着菲律宾———墨
西哥之间的太平洋航线到达墨西哥和秘鲁等地经商。据《张荫桓日记》记载，“查墨国记载，明
万历三年，即西历 1575 年，曾通中国。岁有飘船数艘，贩运中国丝绸、瓷、漆等物至太平洋之
亚冀巴路高埠 ( 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 ，分运西班牙各岛 ( 指西属拉丁美洲各殖民地，特别
是加勒比海诸岛) 。其时，墨隶西班牙，中国概名之曰大西洋。我朝乾隆五十年，西班牙伐英而
败，太平洋商船虑为英虏，墨遂叛之，刻乃自主。”［2］由此可知，1575 年有数条船往来于马尼拉
港口与阿卡普尔科港口之间，那时一些华侨随船前往，或经商、或打工。16 世纪初，阿卡普尔
科市已经建成了唐人街。16 世纪末，西班牙王室下令，允许华人技工进入美洲，于是，大约有
5000 多名木匠、铁匠、泥瓦匠、首饰匠、理发匠、缝衣匠从马尼拉转道去了美洲。他们用自己
的劳动养家糊口、生儿育女，是华侨移民拉美的先驱。1806 年，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拐骗
339 名华工，偷运到澳门，分两批乘葡萄牙船再转乘英国船到特立尼达甘蔗园做苦力。1810 年，
葡萄牙人从湖北省拐骗上千名茶农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种植茶树。但是，华侨大量到达拉丁美洲是
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事。

( 一) 早期中国人移民拉美的社会背景
就拉美方面而言，哥伦布于 1492 年到达美洲时，当地土著人———印第安人大约有 4000 万至

6000 万。由于殖民主义者的残酷杀戮和疾病传染，到 1650 年时，印第安人减少到 1200 万人。
从 1492 年到 1605 年的 100 多年里约有 3300 万印第安人死于非命。［3］西班牙王室曾于 1503 年、
1511 年和 1526 年，三次下达允许把拒绝服从西班牙统治的印第安人变为奴隶的命令。后来见印
第安人口急剧下降，出现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局面，于是在 1542 年、1543 年、1548 年三次下令禁
止把印第安人变为奴隶。

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西班牙于 1502 年首次从非洲运送黑人奴隶到加勒比海上的圣多明
各岛，此后黑人奴隶便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到美洲各地。从 15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中叶，欧洲殖民
主义者向美洲运送了大约 1500 万黑人奴隶，其中 16 世纪为 90 万，17 世纪为 275 万，18 世纪为
700 万，19 世纪为 400 万。［4］而据巴拿马运河博物馆馆长安赫莱斯·拉莫斯·巴克罗博士介绍，实
际到达拉丁美洲的黑人有 850 万人。黑奴生意初期由葡萄牙垄断，不久西班牙、法国和英国都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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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中。在长达 400 年的掳掠和运输过程中，大约有 5000 万 ～ 6000 万非洲黑人悲惨地死去。［5］

惨无人道的奴隶制不断遭到黑人的反抗。
受到 1776 年美国独立和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1804 年海地人民奋起反抗法国殖

民者，获得了民族独立。当时海地全国有 54. 5 万人口，白人仅有 4 万，其他均为有色人种，其
中黑奴有 48 万。［6］极少数白人压迫绝大多数黑人的现象被终止。海地的独立对拉美影响极大。不
久，智利、委内瑞拉、秘鲁、阿根廷、巴西等十几个国家均获得独立。黑奴贸易遇到非洲和美洲
的激烈反对。英国 ( 1833) 、西班牙 ( 1835 ) 、古巴 ( 1845 ) 、法国 ( 1848 ) 、秘鲁 ( 1855 ) 、美
国 ( 1865) 相继宣布禁止贩运黑奴。宗主国和附属国先后禁止黑奴贸易，从而断绝了拉美地区
劳动力的来源和出售市场。欧洲殖民主义者遂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亚洲。

鸦片战争之后，欧洲列强打开了古老中国封闭的大门。一方面，欧洲人口贩子勾结中国官
府，大肆掠抢和贩卖中国人口; 另一方面，以契约形式把不少青壮年诱骗到美洲。据史料记载:
“华人来祕始于道光二十八年，即西历 1847 年，散处各埠，亦将 6 万人矣。”当时秘鲁全国人口
269 万，华人占 2. 2%。［7］1860 年签订的中英、中法 《北京条约》允许华工出国，实际上是使苦
力贸易合法化。苦力贸易与黑奴贸易基本无异。苦力贩子从中国 ( 尤其是澳门和厦门) 向拉美
运送劳工，有被绑架、诱骗去的，有签订契约后去的。在海上病死的华工被扔入大海，活着到拉
美的华工如同奴隶。不论是欧洲还是中国，都未认真地纠正过这种恶劣行径。经过华工不懈抗争
和清廷反复交涉，1866 年，英国和法国与中国签署移民协定; 1874 年，秘鲁下令停止中国苦力
贸易; 1875 年，葡萄牙宣布禁止贩运中国苦力。同年，古巴宣布禁止输入契约华工。此后，苦
力贸易被迫停止。一直到 19 世纪末，自由移民才取代了苦力贸易。原来的苦力也有了相对自由。

( 二) 华侨华人在拉美的数量及地理分布
自 1847 年起至 1874 年，大约有 700 万华工被运往世界各地，其中有 30 万从澳门和厦门上

船前往拉丁美洲。表 1 显示，古巴接受的华工最多，为 12. 6 万人; 其次为秘鲁，为 11 万人; 再
次为巴拿马，为 3. 4 万人，到英属、法属与荷属殖民地的华工合计为 5 万人。1874 年以后的华
工，名义上可以说是自由移民了。19 世纪末，到智利的华工约为 1000 ～ 1200 人，到墨西哥的华
工为 1. 3 万人。古巴华工一般都在甘蔗园劳动，秘鲁华工从事开采鸟粪、修建高原铁路和大种植
园的劳动，巴拿马华工则从事修建两洋铁路和开凿运河的工作。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一些拉美国家追随美国，开始对中国人入境采取限制和排斥的政策，造成华侨人数减少。1918
年之后，因发展经济需要劳动力，拉美国家放松了限制政策，华侨人数有所增加。此后由于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墨西哥、巴拿马等国掀起排华浪潮，华侨人数急剧下降。由于华侨
在经济生活中的明显作用，世界经济形势好转之后，拉美国家再次放松对华侨的限制，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华侨人数又有回升。1949—1978 年，中国内地移民基本停止，台湾、香港
和澳门移民使拉美的华侨华人人数有所增加。1978 年以后，中国内地向拉美国家的移民增多，
华侨华人的人数增幅较大。1979—2013 年，中国内地向国外移民总数为 934. 3 万，其中有 75 万
移民到了拉美国家。

截至 2014 年，在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33 个国家中，华侨华人总数约有 121 万人
( 不包括华裔和混血的中国人) ，其中秘鲁有 10 万人，巴西有 25 万人，巴拿马有 17 万人，墨西
哥和厄瓜多尔各有 7 万人，哥斯达黎加有 5 万人，阿根廷有 10 万人，委内瑞拉有 20 万人，苏里
南有 4 万人，牙买加有 2. 5 万人，多米尼加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各约有 2 万人，智利、危地马
拉、哥伦比亚各有 1. 5 万人左右，玻利维亚有 1 万人，圭亚那有 0. 7 万人 ( 见表 1) 。

另外，据巴拿马外交部政策总司长达里奥·奇鲁介绍，在拉美的混血种人极多，约占拉美
33 个国家总人口 ( 5. 77 亿) 的 45%。第一代混血种人称为原发性混血种人，印第安人与欧洲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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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华侨华人分布情况表 ( 1806 －2014) 单位: 人

地
区

国别
1806—
1874 年

1887—
1921 年

1941—
1944 年

1969 年 1975 年 1982 年 1999 年 2014 年

北
美
洲

墨西哥 20 13，203 9，500 5，085 18，000 60，000 70，000

加
勒
比

古巴 126，008 45，000 24，000 31，039 15，000 4，910 1，000 1，000
牙买加 472 3，696 13，000 20，947 29，000 8，100 22，500 25，000
多米尼加 700 634 1，200 2，000 1，000 30，000 20，000
多米尼克 200
海地 200 209 204 180 200 200 500

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

1，300 6，000 3，100 12，000 12，000 5，000 7，000 20，000

巴巴多斯 34 150 200
安提瓜和
巴布达

300

巴哈马 600 310
格林纳达 40
圣卢西亚 80
瓜德罗普 2，102 301
马提尼克 426 1，000
波多黎各 75 300
库拉索 500 600
阿鲁巴 550 300 4，000
开曼群岛 50
荷属安的
列斯

700

中
美
洲

危地马拉 2，000 3，500 5，751 7，500 7，500 10，000 15，000
洪都拉斯 400 630 817 1，800 300 1，000 3，000
萨尔瓦多 300 480 515 700 540 1，000 1，800
尼加拉瓜 3，000 2，500 3，000 3，500 2，500 1，000
哥斯达
黎加

800 2，000 2，000 3，000 3，800 3，000 60，000 50，000

巴拿马 34，000 5，000 13，000 7，960 12，500 25，000 100，000 170，000
伯利兹 6，000 1，500

南
美
洲

哥伦比亚 800 917 1，630 5，000 7，000 5，000 15，000
厄瓜多尔 1，500 3，155 4，304 6，500 3，000 19，000 70，000
委内瑞拉 2，700 1，742 2，000 10，000 12，000 80，000 200，000
圭亚那 11，283 2，622 3，648 4，074 5，200 1，238 6，500 7，000
苏里南 4，437 10，000 5，700 8，000 7，500 40，000 40，000
秘鲁 110，000 60，000 23，577 30，000 20，000 40，000 60，000 100，000
巴拉圭 700 15 43 3，000 5，000 10，000
巴西 2，300 2，000 11，630 45，000 10，000 200，000 250，000
阿根廷 300 263 275 530 7，000 60，000 100，000
智利 1，000 ～1，200 1，034 2，900 585 2，800 4，300 15，000

玻利维亚 80 78 63 165 2，000 12，000 10，000
乌拉圭 250 135 151 250 300 500
法属圭
亚那

6，500 7，000

合
计

290，922 163，826 109，102 165，000 200，000 210，000 798，750 1，210，381

资料来源:
1. 1806—1874 年契约华工的数字来自于沙汀主编: 《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34 ～ 154 页;
2. 1887—1921 年自由华工数字来源于李春辉: 《拉丁美洲史稿》，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351 ～ 353 页;
3. 1941—1944 年华侨华人数字来源于南京国民政府驻拉美各国使领馆查报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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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69 年华侨华人数字来源于高信: 《华侨的时代使命与努力方向》，华侨出版社，1967 年，第 614 页;
5. 1975年华侨华人数字来源于李春辉、杨生茂主编: 《美洲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1990年，第 752页;
6. 1982 年华侨华人数字来源于中国有关方面的统计;
7. 1999 年华侨华人数字来源于石沧金: 《拉美地区华人移民与印度移民的比较分析》， 《华侨华人研究》

2006 年第 2 期;
8. 2014 年各国和地区华侨华人数字来源具体如下: 哥斯达黎加人数由哥斯达黎加大学教授迈拉·阿乔提

供，同时咨询了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李长华; 巴西人数由圣保罗大学教授束长生提供，同时咨询了中国驻巴西
大使陈笃庆; 秘鲁人数来源于中国驻秘鲁大使馆网站，同时咨询了中国驻秘鲁大使朱祥忠; 厄瓜多尔人数由中
国驻厄瓜多尔总领事刘自发提供，同时咨询了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徐贻聪; 哥伦比亚人数来自百度，同时咨询
了中国驻 ( 哥伦比亚) 巴兰基亚总领事王惠君; 圭亚那人数来自《星洲日报》，同时咨询了中国驻圭亚那大使
沈庆; 古巴人数由哈瓦那大学教授伊尔米娜·格洛丽亚提供，同时咨询了中国驻古巴大使徐贻聪; 阿根廷人数由
阿根廷华人出口商会会长袁建平提供，同时咨询了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参赞蔡维泉; 智利人数由智京中华会馆
提供，同时咨询了中国驻智利大使朱祥忠; 玻利维亚人数来自《星洲日报》，同时咨询了中国驻玻利维亚大使汤
铭新; 巴拿马人数由巴拿马中华总会会长黎焕欣提供，同时咨询了巴拿马移民局长郑道华; 墨西哥人数由普埃
夫拉自治大学教授奥罗拉·富尔隆提供，同时咨询了中国驻墨西哥大使曾刚; 委内瑞拉人数来自暨南大学乔志华
的文章，同时咨询了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居一杰; 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的人数由时任
( 2011 年 8 月) 中华总会主席的陈祖建、赵孟均、陈武仪、王海南向笔者提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人数
来自网络。

人的混血人称为梅斯蒂索 ( mestizo) ，简称印欧混血种人; 印第安人与非洲黑人的混血人称为桑
博 ( zambo) ，简称印黑混血种人; 非洲黑人与欧洲白人的混血人称为穆拉托 ( mulato) ，简称黑
白混血种人。那么，中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种人叫什么? 西班牙语中没有一个词汇专称，具体
人数也很难统计。以巴拿马为例，华人刚去巴拿马时，只有极少数人与从中国去的女性组成家
庭，也有人回国找配偶，再带到巴拿马。大多数人或独居，或与巴拿马人组成家庭，这就出现了
混血的中国人。据 2004 年巴拿马移民局公布的数据，带有中国姓的巴拿马人占全国人口的
10%，即 30 万人，另外，巴拿马官员对中国人的歧视和对中国人的姓名的无知，使不少中国人
丢失了中国姓，只剩下连自己都不知道的部分中国血统。巴拿马前总统吉列尔莫·恩达拉于
2004 年 2 月 20 日告诉笔者，华侨、华人和华裔人数占巴拿马总人口的 30%。研究巴拿马华侨史
的谭坚先生认为: “35%的巴拿马人口可以在他们的家族谱系中找到中国血统。”［8］由此估计，巴
拿马华裔有 30 万人是可信的。而秘鲁的华裔则更多，说有 120 万华裔并不夸大。笔者在秘鲁使
馆工作期间，经常接待一些从山区来的区长、市长，从相貌上看完全是印第安人，但他们说，其
爷爷或奶奶、姥爷或姥姥是中国人。厄瓜多尔有 20 万华裔，墨西哥有 40 万华裔。有学者认为，
拉美国家和加勒比地区的华侨、华人和华裔总共约有 340 万人。［9］

二、拉美华侨华人社会地位的变迁

无论是早期的契约华工，还是后来的自由移民，大多数华侨抵达拉美后都经历了生存、融入
和创业等不同阶段，中国人移民拉美史也是一部苦难史、奋斗史与创业史的结合。

( 一) 生存与融入阶段
早期华工在拉美都是做重体力劳动，如收甘蔗、修铁路、修运河、挖鸟粪、采矿石等。在

1874 年以前，华工做着与黑人奴隶一样繁重的工作，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其劳动强度之大、
劳动时间之长、受压迫之深、受剥削之残酷，是语言难以表达的，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但是华
工身上有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和不惧艰险的文化因子，他们在不可思议的险境之中生存下来了。稍
有积蓄后，一是给父母汇钱，二是惦记着改变自己的处境，额外干点儿零活，做一点儿小生意，
然后逐渐发达起来。除华工外，还有从菲律宾转道而去的中国商人，他们的起点较高，发展较
快。还有人们常说的“三把刀”，即菜刀 ( 餐馆) 、剪刀 ( 裁缝店) 、剃头刀 ( 理发馆) ，这些行
业的从业人员到国外后，生活有基本保障。总之，华人到拉美的初期是谋求生存站稳脚跟的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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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语言不通和生活习惯不同，早期华工往往喜欢抱团，即一起干活，一起生活，形成一个
封闭的社会圈子。从第二代起，他们就有了当地朋友、同学、同事，与社会上的各种人打交道，
逐步融入当地社会，包括语言、文化、娱乐、生活习俗都当地化了。他们接受了比父母更好的教
育，拥有比父母更好的职业。他们已融入当地，就是自己不觉得自己是外国人，当地人也不觉得
你是外国人，周围的人都认为你是本国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享受与当地人一样的待遇和
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加入居住国的社会团体和政党组织并在其中担任一定的职务，从而为参政
打下较好的社会基础。

( 二) 创业阶段
华侨在居住国站稳脚跟后，有志气的中国人开始把小生意做成大生意，把小企业办成大企

业，把小饭店开成大饭店。拉美各国独立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华侨在政治上敢于反抗强暴和
支持拉美国家的独立并浴血奋战①，经济上，在餐饮、商业和贸易领域崭露头角，使其处境有所
改善，地位有所提高，有了相对较好的创业的政治环境，但成为经济翘楚还是 19 世纪以后的事。
到 20 世纪末，拉美华侨华人在农垦、博彩、房地产、连锁超市、电气化工、餐饮、服装、石油
业、养殖业、建材业、金融业等行业取得了突出成就，出现了一批知名的华商和企业家，如秘鲁
的戴宗汉兄弟，巴西的沈鹏冲、林训明，巴拿马的陈奉天，阿根廷的朱治华、袁建平，苏里南的
张运华，哥斯达黎加的翁翠玉、陈桂明，墨西哥的梁权暖，玻利维亚的杨启周，洪都拉斯的陈玉
珠、叶慧明兄弟，尼加拉瓜的王海南，萨尔瓦多的陈文仪兄弟，危地马拉的陈祖建，等等。餐饮
业和零售业在华侨经济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秘鲁全国有中餐馆 5000 家，仅首都利马就有 3000
家。秘鲁人说，每一条街上都有一家中餐馆，吃中餐已经成为秘鲁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他们称中餐馆为 chifa。阿根廷华侨华人 2010 年的超市销售额占大布宜诺斯艾利斯销售总额
的 16. 7%，而且还在快速增长。巴拿马零售业的 80%掌握在华侨华人手中。2006 年，一位巴拿
马商业老板对笔者说: “我们竞争不过中国人，他们 24 小时营业，没有假日，左邻右舍可以先
拿货，价格最低，质量最好，每个月结一次账。我认输，改行搞进出口。”

( 三) 参政阶段
第一代中国移民基本上没有参政的，即使第二代也是从基层官员起步; 到了第三代，参政的

人数多了，职务也提升了。不过，进入政界高层的主要集中在苏里南、秘鲁和巴拿马，其他拉美
国家还比较少见 ( 见表 2) 。除去在政界出人头地之外，还有人经过刻苦努力，克服阻力，成为
居住国的法官、律师、教授、医生、作家和画家。他们在各自领域辛勤耕耘，荣获负有盛名的奖
章和勋章，为居住国和祖籍国争了光。

由于表现杰出，拉美国家对华侨华人普遍持尊重态度。1931 年 10 月，古巴为在独立战争中
建立不朽功勋的华侨修建了 8 米高的圆锥形纪念碑。1986 年 7 月 23 日，圭亚那政府在乔治敦修
建了华人抵达圭亚那 133 周年纪念碑。2010 年 12 月 13 日，圭亚那总统贾格迪奥会见华侨华人代
表时，称赞华侨华人多年来为当地社会做出的贡献。秘鲁总统藤森于 1991 年签署确立 7 月 25 日
为“秘鲁———中国友好日”的最高法令。1999 年，华侨和当地政府在卡亚俄市树立了华人抵达
秘鲁 150 周年纪念碑。秘鲁总统加西亚于 2006 年 10 月 15 日参加在利马唐人街举行的华人抵达
秘鲁 157 周年活动，并发表讲话，称赞中国是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的火车头。2000 年，哥斯达
黎加总统曼德里格斯说: “华人移居哥斯达黎加有近 150 年的历史，对哥斯达黎加各界做出了重
大贡献，尤其在文化、艺术、科技方面，拉美第一位太空人张福林就是华裔。”巴拿马议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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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 1870 年帕蒂维尔卡地区华工起义、1876 年特鲁希略地区华工起义、1880 年利马省华工起义，
1868—1878 年 1000 多名华工参加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见沙丁主编: 《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河南人民出
版社，1986 年，第 181 页。



表 2 拉美国家参政的华人和华裔 (截至 2014 年 10 月底)

国家 参政的华人 /华裔 职务 任职时间

圭亚那
雷蒙德·阿瑟·钟 总统 1970—1980 年任职

乔治·冯 公共服务部长 1999 年任职

苏里南

亨克·阿龙
总理 1975—1980 年任职

副总统兼总理 1988 年任职
李火秀 教育部长 1976 年任职
张吉兴 外长 1977 年任职

亨克·陈亚先
总理 1980 年任职
总统 1980—1982 年任职

张运华
卫生部长 1980 年任职
工商部长 2000 年任职

迈克·杨进华 工业贸易部长 2002 年任职

何塞·安东尼奥·陈
教育部长 2006—2010 年任职

部长会议主席 ( 总理) 2010—2011 年任职
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

所罗门·何才 总督 1962—1972 年任职

古巴
莫伊塞斯·邵黄 少将 1973 年晋升

阿曼多·何塞·蔡·罗德里格斯 少将 1976 年晋升
古斯塔沃·崔·贝尔特兰 少将 1976 年晋升

秘鲁

埃米略·吉莫耶 财政和贸易部长 1952 年任职
杨赫脱 少将 1990 年晋升
刘广平 总统府部部长 1992 年任职

爱德华多·杨·莫塔 卫生部长 1994 年任职

维克多·许会·罗哈斯
国会主席 1996 年任职

部长会议主席 ( 总理) 1999—2000 年任职
亚历杭德罗·陈 ( 陈汉威) 拉里维尔塔德省省长 1996 年任职

何塞·安东尼奥·陈
教育部长 2006 － 2010 年任职

部长会议主席 ( 总理) 2010 － 2011 年任职

巴拿巴

保罗·奥顿 议长 1934 年任职
马克西莫·鲁克·阿基雷 议长 1952—1956 年任职

方国雄 科隆省省长 1968 年任职
安东尼奥·塔克 外长 1970 － 1975 年任职

莫新度 公共工程部长 1978 年任职
李诗雅 住宅部长 1984 年任职

李智明
劳工部长 1985 － 1988 年任职

高等法院大法官 1999 － 2005 年任职
郑仲衡 选举法院大法官 1988—1990 年任职

莱昂纳多·甘 外长 1988 － 1989 年任职
邓焕辉 达连省省长 1994—1999 年任职

爱德华多·里特尔 外长 1998—1999 年任职
郑道华 移民局长 1999 年任职

伊沃内·杨 总统府部长 1999—2004 年任职
陈国基 总统顾问 ( 部长级) 2014 年任职

资料来源: 圭亚那、苏里南资料来源于大卫·克里斯特尔主编《剑桥世界人名百科全书》，台湾猫头鹰出版
社，1994 年，第 1192、1238 页;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资料来源于李春辉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
第 656 页; 古巴资料根据网站资料整理; 秘鲁资料由秘鲁通惠总局主席萧耀南提供及根据网站资料整理; 巴拿
马资料由巴拿马莱昂纳多·甘大使及侨领唐金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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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确定每年的 3 月 30 日为“华人日”。2005 年修建了“华人抵达巴拿马 150 周年纪念碑”。
华侨和华人编写纪念华人抵达巴拿马 150 周年的大型画册 《中华之光》时，巴拿马议长埃利亚
斯·阿列尔·卡斯蒂略·冈萨雷斯( 其夫人是华裔) 和第一副总统兼外长萨穆埃尔·莱维斯·纳
瓦罗撰文表示祝贺，盛赞华侨华人对巴拿马做出的伟大贡献。2014 年 5 月，新上任的巴拿马总统
胡安·卡洛斯·巴雷拉高度赞扬华工对巴拿马社会进步的贡献，而首都巴拿马市市长布兰顿则代
表执政党———巴拿马主义党向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华侨表示道歉。巴西圣保罗议会确定 10 月 7 日
为“中国移民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统乔治·马克斯韦尔·理查兹于2006 年 10 月 12 日在总
统府举行盛大宴会，纪念华侨抵达 200 周年，并把第一批华人离开澳门的日期 10 月 12 日定为
“中国节”，全国放假一天。2013 年 11 月，智利中华会馆成立 120 周年之际，智利总统萨巴斯蒂
安·皮涅拉·埃切尼克发贺信表示: “我们应对早期来到智利的中国移民的勤劳和勇敢表示高度
的认可。”智利前总理里卡尔多·拉格斯写信说: “华人移民受其漂泊的灵魂和勤劳的天性所驱
使，在智利落地生根，他们在硝石矿和小商铺中努力工作创造出的华人社会，应该在我们的历史
中受到更高的评价。”① 华侨华人被人蔑视、被人轻视和被人忽视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随着中
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强大，华侨华人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

三、拉美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贡献

与所有海外华侨华人一样，无论何时何地，拉美华侨华人始终怀有一颗爱国爱乡之心，他们
以身为中国人而骄傲。不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年代，拉美华侨华人在爱国爱乡方
面都有不凡表现。辛亥革命时期，秘鲁华侨成立华侨筹饷局，决定将筹款 “由银行电汇，以备
孙逸仙君随时调用”，1911—1912 年，秘鲁华侨共捐款 10 万美元。广东花县人刘连成亲自参加
孙中山领导的军队作战，受伤后于 1924 年赴巴拿马，创建中华总会，以凝聚侨心，凝聚财力，
支援革命。据统计，巴拿马华侨为孙中山捐助 27454 银元。抗日战争时期，拉美华侨积极出钱出
力，共捐助 815 万美元，其中古巴 240 万美元，墨西哥 200 万美元，秘鲁 104 万美元，多米尼加
51 万美元，特立尼达 48 万美元，苏里南 28 万美元，圭亚那 25 万美元，巴拿马 19 万美元，委内
瑞拉 14 万美元，尼加拉瓜 14 万美元，智利 14 万美元。［10］巴拿马华侨陈昆庆、古华康、蔡斯达
还亲自参加了抗日战争，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古巴侨团多次组织华侨到日本驻古巴使馆表示抗
议，并致电美国国会和国际联盟，要求他们主持正义。

秘鲁华侨戴宗汉是拉美华侨的一面旗帜。他旅居秘鲁 60 多年，当初致力于开荒种地，培育
出高产稻谷，并向秘鲁人民传授种植技术。1968 年，秘鲁议会向他颁发了奖状和勋章，以表彰
他在农业方面的贡献。除了努力回馈当地社会，戴宗汉兄弟也积极捐助侨乡文教事业。20 世纪
80 年代初，戴宗汉兄弟捐资兴建了广东省人和镇的高增小学、人和小学和广州市第 73 中学新教
学大楼，尔后又捐资 600 万港币兴建人和华侨医院。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于 1988 年授予他们 “广
州市荣誉市民”称号。花县侨胞于 1995 年为花县儒林村学校捐款 32 万美元，2001—2003 年，
为花县修路捐款 20 万美元。巴拿马牛口省的老华侨邹文桂为中山家乡不断地捐款，至 2005 年，
累积捐款 35 万美元。

每逢举行大型纪念活动或国内有自然灾害时，拉美各国华侨总是踊跃捐款。2008 年四川汶
川地震，巴拿马中华总会代表华侨捐款达 20 万美元。此外，拉美华侨多次接待国内到访的各种
代表团，为中拉关系牵线搭桥。他们不仅是居住国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推动与祖籍国
发展关系的一支生力军，受到居住国和祖籍国人民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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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资料来源于网络新闻报道。



四、华侨华人对促进中拉关系的作用

中国与拉美国家没有历史旧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政治上相互信任和支持，在经济上
相互合作与补充，在文化上相互交流与学习。中拉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华侨华人对中拉关系具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 一) 中拉关系全面发展
中国已同拉美 33 个国家中的 21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与巴西、墨西哥、秘鲁建立了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委内瑞拉、阿根廷、智利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同牙买加建立了友好伙伴
关系，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这些合作模式有力推动了双边关系的
发展。2014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出访拉美时，几乎与所有建交国的拉美国家元首举行了会谈。
中拉关系的政治气氛友好，经济合作趋势加强，中拉合作有利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

中拉经贸关系也获得了大幅度发展，到 2011 年底，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华投资累计 1635 亿
美元，占外资总额的 13. 1% ; 到 2012 年底，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即在
能源、矿产、制造业、基础设施方面，投资为 682 亿美元; 2012 年，中国宣布成立首期 50 亿美
元的中拉合作基金，100 亿美元为中拉基础设施合作专项贷款; ［11］ 2013 年，中国向加勒比国家提
供 30 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基础设施专项贷款; 2014 年宣布 3 年内向巴西提供 50 亿美元贷款支持
购买或租赁中国企业提供的设备和船只，向阿根廷提供用于两个水利项目和铁路建设的 75 亿美
元贷款，与委内瑞拉签署 500 亿美元贷款换石油协议。中拉贸易总额 1990 年为 23 亿，2010 年为
1800 亿，2011 年为 2415 亿，2012 年为 2612 亿，2013 年为 2617. 5 亿。据预测，中国在 2014 年
至 2020 年将从全世界进口 10 万亿美元的产品，对外投资将达 5000 亿美元，届时中拉经贸关系
会有更大发展。［12］

此外，中拉在国际政治领域相互支持，例如，中国支持巴西候选人竞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
事，拉美支持中国执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这样相互支持的例子不胜枚举，以前有，现在有，
今后会更多。

( 二) 华侨华人在中拉关系中的促进作用
拉美华侨华人是宣传介绍中国的使者。华侨华人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宣传真实的中国，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好声音，让更多的拉美人知道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爱好和平的中国，一
个改革开放的中国和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

拉美华侨华人可以为中拉经贸交流牵线搭桥。拉丁美洲土地辽阔，资源丰富，拉美的香蕉产
量占全世界产量的 80%，咖啡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 60%，糖产量 ( 古巴) 占全世界产量的
25%，牧场草原面积占全世界的 14%，水力发电蕴藏量为 4. 67 亿千瓦，占全世界的 16. 9%，石
油储量仅次于中东，占全世界的 12%。拉美有世界上最大的捕鱼场 ( 秘鲁、智利) 。拉美的黄
豆、可可产量均名列世界前茅。中国需要资源，而拉美需要资金和技术，双方都应该抓住这一大
好机会，巩固传统友谊，扩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提高合作水平，实现互利双赢。拉美华
侨华人在中拉经贸合作中大有可为。他们中有不少有经济实力的华商，他们熟悉住在国国情和法
律，擅长经营，可以充当中介和代理人的角色，同时，中拉经贸合作的发展可以带动拉美国家华
人经济的发展，为他们创造商机和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华侨华人是在拉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力军。拉美华侨华人在全力促
进祖国和平统一，积极推动中拉人员交流，加强祖籍国与居住国的贸易和文化往来方面做出了自
己的贡献。2001 年 3 月，在巴拿马成立了由 19 个国家的侨领代表参加的 “中南美洲华侨华人中
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环境保护和教育交流方面表现突出的有巴拿马的巫俊辉，他现在任巴拿
马大学国际合作处中国事务干事，在促进中国和巴拿马教育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拉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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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创办了一些华文报纸，如巴西的《南美侨报》《美洲华报》《南美侨友》《圣保罗报》，阿根廷
的《阿根廷华侨通讯》《侨心报》《世界新闻》，智利的 《旅智会声》《智利侨讯》，秘鲁的 《秘
华商报》《公言报》，委内瑞拉的《委华报》《南美新侨报》《委国侨报》，苏里南的《洵南日报》
《中华日报》，巴拿马的 《拉美侨声》 《拉美快报》，古巴的 《光华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
《华商周报》，等等，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介绍中国情况和反映侨情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自 20 世纪起，拉美华侨华人开始创办中文学校、艺术团体，不少大学相继开办了孔
子学院。这有利于拉美华侨、华人和华裔及当地人了解中华文化，把民族精神融入华人和华裔的
血液之中。对于传播中华文明，华侨华人应有历史的使命感和现实的紧迫感。中国对拉美的了解
多于拉美对中国的了解，华侨可以利用已有的中文媒体和正在兴办的外文媒体，让拉美更多地了
解中国，减少疑虑，增加互信，在多个领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 三) 澳门在中拉关系发展中的作用
澳门是华工奔赴拉美各国的主要始发站，与拉美华侨有着天然的历史联系。这是澳门的优

势，澳门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在促进拉美华侨华人为祖籍国做贡献方面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2012 年 6 月，中国正式提出成立 “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合作论坛” ( 简称中拉论

坛) 。2014 年 1 月，拉美国家共同体第二届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支持建立中国———拉共体论坛
的特别声明”。2014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拉美时，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领导人发表联合声
明，宣布成立中拉合作论坛。澳门可以找到一个或几个合适的着力点，在促进拉美华侨华人参加
论坛方面发挥作用。例如，开辟澳门到拉美的空中丝绸之路，方便中国与拉美的人员往来，就是
可以考虑的着力点之一，也可以考虑参与中拉论坛旗下的华侨华人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院设有拉美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下设拉美分会，北京大学、天津
外国语学院、西南科技大学建立了拉美研究中心。还有不少大学建立了类似机构，但这些研究机
构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中拉关系的宏观情况和国别情况，并非侧重研究拉美华侨华人，因此，澳门
可以考虑成立拉美华侨华人研究中心。澳门的拉美研究中心可以与上述内地机构进行交流与合
作。鉴于在华侨赴拉美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澳门可以在学术研究方面开出一片新天地。

中拉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关系进入了相互促进的新阶段。澳门在中国与拉美地区
的初期接触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中国与拉美国家建交缘起于双方对解决华工问题的关注与
协商。现在的中拉关系与 19 世纪的中拉关系相比已有实质性变化，华侨华人的境遇与过去相比
有天壤之别。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今天，如何让澳门在促进中拉关系发展
方面发挥其传统作用与创新作用，如何让拉美华侨华人为居住国和祖籍国做出更大贡献，是一个
重要课题。深入了解拉美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正确分析当前华侨华人政治及经济上的优势与
不足，将有助于提升澳门在中拉关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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