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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人移民巴西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据统计，当前巴西华侨华人的数量在 20 万 － 25

万之间，巴西已成为南美华侨华人第二大聚居地( 仅次于秘鲁)。经过几代人的耕耘，巴西华侨华

人的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强，尤其是近些年大量涌入的华商。近些年，巴西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变

化之快，使巴西华侨华人社会面临着各种新机遇和新挑战。本文主要分析巴西华侨华人在融入当

地社会过程中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和成效，以及他们在融入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巴西华侨

华人的社会融入呈现多元化趋势，华商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华人参政力量还很薄弱，社会治安问

题带来的安全隐患也成为困扰巴西华侨华人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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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巴西相距万里之遥，交通并不方便，但广阔的太平洋依然挡不住中国移民的脚步。据史

料记载，早在 19 世纪初，就有中国人移民巴西，从事种茶及农耕工作，距今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

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巴西华侨华人也经历了艰苦的打拼与奋斗历程，饱尝了异国他乡生存发展的

艰辛。时至今日，巴西华侨华人的规模已达到将近 30 万，成为巴西社会中数量较大的少数族裔，其

经济实力及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强。尽管华侨华人在地理遥远的巴西传承了 200 多年，但作为亚裔

移民，他们在文化迥异的巴西社会中依然面临一些困难与挑战。
相对而言，国内对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的研究比较薄弱。目前，关于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的研究成

果中，又以墨西哥、秘鲁、古巴、圭亚那等国为研究重点，巴西尚未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华工问题成为研究海外华侨的热点，而早期对巴西华侨的关注也是从巴西华工开始

的。如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及陈匡民所著的《美洲华侨通鉴》分别收入了有关巴西

华工的资料或相关文章;①由台湾华侨协会总会主编的“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之《巴西华侨概况》

·46·

DOI:10.14073/j.cnki.nywtyj.2015.02.007



对 20 世纪 90 年代的巴西华侨社会进行了初步介绍，虽着墨不多，但具有开创之功。［1］
进入 21 世纪

后，随着华侨华人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研究领域的深入，国内学术界对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的研究兴趣

也在提高，并开始出现有关巴西华侨华人的论述，如有的学者以巴西华人文化交流协会为例，分析

了巴西华侨华人社团侨务公共外交的关系;有的学者探讨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巴西华侨华人社

团的类型与发展特点;此外，还有一本著作《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移民史、社团与文化活动远眺》，利

用中文网站资料勾勒了巴西华侨华人社会的轮廓。以上论著丰富了巴西华侨华人研究，对本文启

发很大。但整体而言，对巴西华侨华人的研究尚处在初步阶段，很多问题没有深入甚至没有关注

到。本文尝试探讨巴西华侨华人的社会适应与融入问题，并简要分析他们在巴西社会中所面临的

挑战。

一、巴西华侨华人概况

早在 19 世纪，就有中国农业工人被葡萄牙殖民者招募到巴西从事农业生产。大约在 1810 年

左右，第一批中国工人约 500 人到达巴西，受雇至巴西里约热内卢地区试种茶叶及各种农耕工作。

此后，由于英国终止了非洲奴隶贸易，巴西种植园和农场急需补充新的劳动力。于是，来自亚洲的

廉价劳动力成为取代黑人奴隶的最佳人选。据统计，1856 年，有 360 名中国工人乘坐美国船只到

达巴西里约热内卢;1859 年至 1866 年，又有 612 名中国工人取道新加坡辗转到达巴西。至 19 世纪

末，共有 2947 名中国工人到达巴西，［2］
主要从事开矿、修铁路、种茶、种棉等艰苦工作，他们大多来

自广东和浙江等沿海各省。

进入 20 世纪，由于中国内乱频仍，日本侵略和国共内战使远在江苏、浙江、山东及上海等地的

资本家，携带雄厚的资产及技术员工前往巴西投资，如目前在巴西最具规模的纺织工业、塑胶工业、

食物油工业、面粉制造业和化学工业，皆为华侨所经营。［3］
从 20 世纪中叶开始，为了推动本国农业

经济的发展，巴西开始向亚洲招纳移民。继日本和韩国相继开启移民巴西的步伐后，台湾人和香港

人在当时也形成一个移民巴西的热潮，据统计，1957 － 1965 年间，来自台湾和香港的中国移民约有

5000 人。［4］
除农业工人外，这些华侨主要是经商者，其经营活动范围非常广泛，如进出口贸易业、旅

游服务业、服饰成衣业和餐馆酒吧等，形成较为复杂多元的华侨社会。这些华侨大约 90% 居住在

圣保罗，籍贯以台湾、广东、山东、上海、江浙等为最多，从台湾去的华侨中，闽、客各半是其特点。［5］

他们的下一代大多出生于 70 年代或 80 年代，他们接受巴西高等教育，目前是各个领域的专业人

士，如医生、律师、商人等。

表 1 1961 － 1976 年台湾“侨务委员会”核发台湾人民前往巴西许可证人数 (单位:人)

年份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人数 346 717 1753 1047 442 439 574 1076 610 665 912 1532

年份 1973 1974 1975 1976 合计

人数 346 717 1753 1047 13，976

资料来源:汤熙勇:《巴西招徕台湾人移民———1960 年代“我国”政府的态度与人民的反应》，( 台湾)《人口学

刊》2013 年第 46 期，第 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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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显示，1961 － 1972 年，台湾“侨务委员会”共核发了 13，976 个申请前往巴西的许可证，其

中 1972 年人数呈现明显增长，应与 1971 年台湾退出联合国有关;而 1975 － 1976 年，移民巴西的台

湾人接近 3000 人，应是受台湾与巴西终止外交关系的影响。①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及出国政策的松绑，使得来自中国广东、浙江、上
海、北京等地的移民进入巴西，再次形成了一个移民高潮。1989 年巴西新任总统实行大赦，此前的

中国非法居民大部分获得巴西合法侨民身份，加之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经济起飞，两国经

济、文化和人员交流更为密切，通过合法的移民途径，如亲属团聚、投资移民等方式移民巴西者日

众，巴西的中国新移民数量开始迅速增加。当前的中国移民潮基本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他

们大多数来自浙江、广东和福建，主要通过家庭团聚的渠道移民巴西，做一些与中国产品相关的小

生意。他们在巴西过着简单的生活，但他们觉得在巴西赚钱更容易，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生

活。［6］

巴西的华侨华人主要集中在圣保罗州，尤其是在圣保罗市。巴西华侨华人从事的职业较广，除

中餐馆、百货店等传统行业外，华侨华人还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农场种植、养殖加工、超市、石油化

工、陶瓷制造等行业。新移民中虽然也有文化程度不高的，但也有一部分有文化、有资金、有专长、
有现代化商业知识的。他们开始走入巴西的各行各业，成为商人、律师、医生、政府官员，等等。据

不完全统计，2010 年，在巴西生活的华侨华人在 20 － 25 万之间，其中 90% 生活在圣保罗。而根据

巴西华人协会会长、华裔女议员李少玉的估计，巴西的华侨华人总数可能已经超过 30 万人。

二、巴西华侨华人的社会融入与特点

( 一) 华侨华人以经商为主

在巴西，早期华人移民多是流动商贩，从提包做生意起步，积累资金后再开店。所谓提包业，就

是向批发商拿了货物后，凭自己的本事挨家挨户上门推销，尤其看中巴西主妇乐天、不计较金钱、喜
好舶来品或新鲜玩意儿的弱点，推销贵自宝石、钻戒，贱自衣裤鞋袜等的各式物品。因为这种货品

可先向批发商赊账，故几乎是无本生意，加以价格抬高数倍，所以只要有人买就是稳赚。［7］
提包业

的存在给了华侨在巴西生存发展的机会，很多华侨从事一段时期辛苦的提包业之后，逐渐积累了一

定的资本，开始转行做其他生意，华侨经济实力日益增强。
据 1987 年 12 月的调查资料显示，在商业方面，当时计有华侨经营之各类商业共约 1750 余家，

其中包括杂货业约 650 余家(含批发商 40 余家，大型超级市场 10 余家，其余多为中小型杂货店)，

餐馆业约 820 余家，服务业共约 160 余家(含旅馆、旅行社、医院、诊所、理发、洗衣和经纪商等)，进

出口贸易业 40 余家，娱乐事业 60 余家。就营运业绩分析，服务业营收最佳，进出口贸易及娱乐事

业次之，餐馆和杂货店由于量的发展太快，同业竞争激烈，利润微薄，经营日益困难。在工业方面，

华侨经营较具规模之各类工业共约 200 余家，其中以食品制造业最具规模;在农牧业方面，当时华

侨经营之大小型农场多达 40 余家，另有畜牧业 30 余家，以养牛养鸡为最多。［8］20 世纪 80 年代以

后，来自中国广东、福建莆田、浙江青田、温州、上海等地的新移民，他们靠着灵活的经商头脑，利用

亲友同乡的经商网络，逐渐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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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移民流动更加频繁，中国人移民巴西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而巴西的华侨华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很多已经在巴西站稳了脚跟，并经营起一定规模的企业甚至跨国公司，这又为新移民在巴西立足发

展创造了条件。

随着中巴外交关系和贸易往来的频繁互动，中国在巴西的投资领域不断扩大。最初，中国对巴

西的投资集中于寻求自然资源，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对矿产、石油、天然气和农产品的需求。后

来中国在巴西的投资开始转向无线电通信、能源领域和基础设施建设、汽车、电子产品等。如今，中

国对巴西服务行业市场的投资不断增长，从而吸引了很多中国人前往巴西投资创业，催生了部分投

资移民。［9］
不少新移民在国内就积累了较为雄厚的资本，携资直接在巴西开办进出口贸易公司或

创办实业。据巴西温州同乡会会长张伟介绍，巴西温州人有 5000 多人，很多人一到巴西就开店、设
立公司，自己做老板。中巴两国贸易之间的密切联系为巴西出生的华裔群体开辟了新的职业路径，

他们中的大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葡语和汉语，他们利用自身的语言优势在中国与巴西之间开

展跨国贸易。

巴西圣保罗的 25 街购物中心是南美最大的小商品贸易集散中心，过去经商者主要是阿拉伯人

和犹太人。最近 10 年来华商不惜代价的收购，已使这里成为华人心目中的“唐人街”。如今在这

条街上的数个商业城中，开有 700 余家华人商店，主要经销中国商品。［10］
巴西的一项调查显示，25

街已成为巴西高薪阶层心目中的购物天堂，前往 25 街的消费者中有 58% 属于中产阶级以上的阶

层。调查还显示，大部分属于这个阶层的消费者被 25 街价格低廉的电器和电子游戏产品所吸引。

在巴西，无论是在大型的购物中心和超市，还是在中小型的商店和小商贩云集的自由市场，到

处都能见到“中国制造”的小商品。目前巴西市场上 80% 至 90% 的小商品是中国制造的，节能灯、

雨伞和塑料花等产品则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巴西华商渐成规模。巴西的主要

城市都已建立起一定规模的中国商品市场。除了圣保罗的 25 街购物中心，还有巴西利亚的巴拉圭

市场、累西腓等，其中，港口城市累西腓是巴西东北部工商重镇。过去，在当地销售的中国产品全部

由位于东南部的圣保罗转运而来，现在则可以直接从中国进口，该市已经成为中国商品在巴西东北

部最主要的集散地，当地的华侨和华人绝大部分都经营中国商品的进出口和批发零售生意。［11］

2014 年 3 月，里约热内卢的中国商贸城也建成营业，占地 1 万多平方米，有停车位 200 余个，毗邻里

约国际机场，是华人在里约创办的首个集产品批发、商品展示、咨询代理、物流配送等服务于一体的

大型商贸市场。

华商经济虽然发展很快，出现了一批知名华商企业，但也存在一些隐忧:大部分新移民经商者

为小本经营，在资金、市场以及语言方面与本地企业竞争存在差距;部分行业高度密集，导致华商竞

争激烈;在巴西 25 街，由于出售仿冒商品，华人商店屡遭当地执法者查抄;巴西华商仍以零售业为

主，主要出售物美价廉的低端商品，规模尚小，经营分散，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华商网络。
( 二) 社会融入多元化

中国与巴西的文化传统差异较大。巴西是一个由多个外来族群构成的移民国家，因而巴西文

化中融合了欧洲文化、美洲印第安土著文化、非洲黑人文化以及来自东亚的东方文化，同时巴西又

是天主教国家，宗教气氛非常浓厚，以上这些文化特色造成了当地人热情奔放、洒脱随性、不拘小节

的性格，而这与多数中国人内敛、含蓄的性格截然相反。巴西华侨华人在中巴两国的历史交往与文

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文化很早就传入到了巴西，但主要以有形文化为主，比如农作物的

移植、器物的传递等，而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仍存在较大差异。华人固有的价值观念以及对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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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化的接受程度影响着其融入巴西社会的进程，也因华人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的高低而使华侨

华人内部呈现出社会融入多元化的特征。
20 世纪后期到达巴西的中国移民通过文化适应、与当地人通婚等方式融入巴西社会，经过几

代人的努力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由他们组成的华侨社团在巴西华社中有着举足

轻重的地位。他们为侨胞提供各方面的服务，丰富广大侨胞的生活，他们注重维护侨胞权益，鼓励

并带领侨胞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为华侨华人树立良好形象。无论是支持华人参政、开展慈善活动，

还是争取华人针灸师的职业权益、促进中巴文化交流，华人社团都发挥着主导作用。

巴西华侨华人社团大多以地缘性、业缘性社团为主，血缘性社团较少。目前在巴西经常活动的

社团有 60 多个，在巴西侨网上，可看到其中 38 个较活跃、影响较大的社团的资料，按其活动范围，

可以粗略的分为综合性社团、商业社团、同乡会、联谊会、青年组织、妇女社团、慈善社团、文化社团、

中医药学社团和政治社团(主要是和平统一促进会)。最活跃的华人社团主要有巴西华人协会、巴
西广东同乡会、巴西青田同乡总会、巴西华人文化交流协会等。另外，台湾侨民中也存在着不少社

团，基本包括在上述主要类型中。［12］

华侨社团注重回馈当地社会，积极开展捐款赈灾、救济贫民等社会慈善活动，赢得了巴西民众

的尊重。如 2007 年岁末，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将近 3 万公斤的糖、米、油、盐、豆、面、薯等巴西

人主要食物，送到巴西最大的贫民区 Rocinha，分发给住在那里的贫穷家庭;2008 年，巴西圣卡塔林

那州发生水灾，巴西华人协会、巴西青田同乡会、广东同乡会、温州同乡会等华人社团纷纷奉献爱

心，捐款捐物，援助灾区;2009 年年底，巴西里约华人联谊会募捐善款和物品，送交给 INCATE 老人

孤儿院;2011 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山区强降雨所引发洪水泥石流灾害，华人社团纷纷捐款捐物奉献

爱心，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将价值 1. 5 万多雷亚尔的救灾物资送到灾区。捐助物资接收站的

工作人员表示，这是他们接到的第一份来自外国侨民社团的捐助。华侨华人的慈善义举不但帮助

了巴西民众，也提升了华侨形象。

华人移民巴西已逾 200 年，不同时期的中国移民对巴西社会有着不同的感受与认同，华人对当

地社会的认同程度影响着他们社会融入的进度。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与经营，很多华人已经具备了

一定的经济实力，出现了一批知名的华人企业家、政府官员、律师等，他们的社会地位较高，在当地

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已逐渐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如华人企业家尹女士

在女儿 15 岁时就按照当地风俗为其举办了盛大而隆重的成年礼，整个仪式和过程完全遵循当地风

俗，邀请巴西友人一起跳舞、唱歌、庆祝生日。尹女士表示，举办这个聚会一方面是按照巴西的习俗

给孩子过生日，另一方面是想通过这个活动提升华侨华人的形象，让巴西人加深对我们的了解，使

华侨华人能够更快更好地融入巴西社会。

尽管有些中国移民接受了巴西的文化和传统，但多数仍保持了中国人的习惯和价值观念。以

狂欢节为例。中新网记者 2008 年曾对巴西萨尔瓦多狂欢节期间的华人做过专访，报道指出，在狂

欢节期间，当地华人参与其中的仍是少数。更多的华人在狂欢节期间选择逃离，或者外出度假旅

游，或者约亲友聚会，他们认为热闹属于巴西人，安静才是中国人的。也有些华人虽不直接参与，但

可以在狂欢节期间开一家旅馆赚钱，而对于从事其他行业的华人来说，狂欢节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

商机，生意额甚至还下降了。

中国人往往通过亲戚介绍或朋友关系移民巴西，到达巴西后，他们大多数也是通过投靠亲友、

熟人或组建新的社会关系在巴西实现立足和发展。通过地缘或业缘建立起的同乡会、行业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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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移民熟悉、适应巴西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来自中国不同的省份、说着不同的

方言、从事不同的职业，但在异国巴西，中国移民面临的陌生的社会环境促使他们开始积极拓展个

人社交网络。有学者通过对中国移民进行调研和访谈发现，“关系”这种中国式的社交网络对巴西

中国移民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使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依靠其他人的帮助

顺利解决。［13］
个人通过社会网络的建立获取工作上或生活上的支持，但对固有社会关系的依赖又

削弱了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积极性。
( 三) 华人参政力量薄弱

华人移民巴西虽然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但总体上作为少数族

裔，华人数量远不及日裔移民(目前在巴西的日裔已达 100 多万人)，且经商者多，从政者少，华人

参政力量还很薄弱。进入新世纪以后，巴西华侨华人的参政意识逐渐提高，巴西政界开始出现华人

面孔，多位华人参与竞选巴西国会议员或州议员。其中，代表人物是祖籍台湾的威廉巫。

威廉巫出身于华人移民家庭，中文名字叫做巫佰禧，1968 年出生于巴西圣保罗市。他的祖父

是广东饶平人，父亲出生在台湾，1960 年偕夫人移民巴西，共生育 3 女 2 男，威廉巫是家中最小的

孩子。威廉巫原在警界工作，参加了许多刑事案件的侦破。在工作中，他逐渐感觉到，只有完善的

法律才能为像他自己这样的华侨华人提供安全保障，于是他开始萌发了从政的想法。1998 年，威

廉巫首次竞选圣保罗州议员，虽然没有能够当选，但是他却赢得了 3 万多张支持票，让他所在的社

民党的党内同事对他刮目相看。2000 年，威廉巫再次参选，在广大华侨华人的支持下，成功当选为

圣保罗市议员，4 年后又获得连任。在 2006 年 10 月 1 日举行的巴西大选中，威廉巫高票当选联邦

众议员，代表着巴西近 20 万华侨华人走进了巴西的最高议事殿堂，成为巴西华人参政议政的代表

人物。

威廉巫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在服务华人和侨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担任圣保罗市议员的

6 年时间里，威廉巫先后提出了 158 项议案，其中 55 项法案获得通过并颁发实施，成为圣保罗市议

会里提案和通过提案最多的市议员，他还为华社积极排忧解难，得到了侨界的认可。2006 年当选

为国会议员后，威廉巫提出非法移民大赦提案，惠及包括许多华人在内的 4 万多名非法移民。
2000 年以后，通过各种渠道到巴西谋生发展的侨胞不少，但很多侨胞合法居留的身份证并未

能解决，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威廉巫上任众议员后，就一直关注弱势族群，尤其是滞留在巴

西的非法移民的生活，他了解到有许多非法移民因为没有合法的身份，所以享受不到巴西公民的合

法权利，这其中包括了许多华人同胞。因此在经过积极的准备之后，威廉巫于 2007 年正式在众议

院提出了大赦各国滞留在巴西的非法移民的议案。

大赦议案提出后，众议院和参议院经过了几十次的讨论。在这中间，议案也被反复修改和搁

置。威廉巫坦承，议案提出后，获得很广泛的支持，但也遭到部分代表势力的反对。在大赦议案支

持和反对双方成胶着状态时，有人提出用总统颁布临时法令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争执，威廉巫表示

了坚决的反对，因为根据巴西法律，总统颁布临时法令，只要在 45 天内有议员联署反对，这个法令

就不可能执行。所以威廉巫坚持要求议案经过参众两院正式讨论通过、总统签署这样的正规途径，

让大赦议案成为无人可以抵制的法律，成为真正能够畅行的大赦法案。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7 月

2 日巴西总统卢拉正式在大赦议案上签字，使大赦议案变成了大赦法案，并于 7 月 6 日正式生效。

法案规定，凡是 2009 年 2 月 1 日以前抵达巴西并滞留未归而符合该次“大赦”条件者，可在指定时

间指定地点办理在巴西的居住手续;非法居留的外国人有意获取巴西临时居留身份者，应于大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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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公布后 180 之内，前往巴西联邦警察办事处填报临时登记申请表并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大赦

令的颁布，解决了许多华人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问题。据巴西司法部消息，2009 年“大赦”时，共有

5492 名中国移民通过大赦获得巴西合法居留权。［14］

由于文化及语言的原因，华人参政并不容易。尽管华裔威廉巫在巴西政坛上有了一定的影响

力，近几年也出现了第一位华裔女议员李少玉，但总的来看，华人参政之路还很漫长。在 2010 年巴

西国家总统、国会议员、州议员选举中，华裔威廉巫再次竞选国会议员，此外，还有两位华人候选人，

分别是竞选巴西国会众议员的华人徐万星、竞选圣保罗州议员的华人简金辉，尽管有两岸华社与广

大华侨华人的大力支持，但终因支持票数不足，3 位候选人均未能如愿当选。对此，巴西侨网记者

不无遗憾地表示:“本次巴西 3 位华人参选全军覆没，是巴西华人华侨参政的一大不幸和损失，尤

其是曾两次当选圣保罗市议员、一次当选巴西国会众议员的威廉巫的落选更是让侨胞为之惋惜。
它也预示着今后参政之路更加坎坷和艰难。”［15］

三、巴西华侨华人面临的挑战与困扰

( 一) 华商经营面临多重风险

最初，华人被当作“猪仔”卖到巴西，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毫无地位形象可言。后来，华人“提

包”生意的兴起使华人形象转变为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新移民的

增加，华商在巴西华侨华人中的比例逐渐增加，华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少数族裔聚集的圣保罗

逐渐崭露头角。华人小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当地的消费市场，满足了当地人的消费需求，但因华

人经营多以零售商为主，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华商网络，在经营与管理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有些

华商的违规经营行为给当地人留下不良印象。当地执法机关针对华人的违章经营活动进行了多次

清查，一些华人商铺被迫关门歇业。
近几年，查抄查封华人商城的事件屡有发生。如 2007 年，巴西司法部门以打击假冒商品的名

义，查抄了圣保罗最大的华人商业大厦 25 街购物中心，共查抄华人商店近 50 家，6 人被拘捕;2009
年 10 月，巴西圣保罗联邦警察在该市的 BRAS 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稽查行动，行动中 BRAS 早市附

近几条街道数百家华人店铺的箱包、女士挎包等商品被查抄没收，华商损失严重;2011 年 4 月，巴

西圣保罗联邦警察对 25 街的违章经营活动进行清查，导致一些华人商铺被迫关门歇业。
除了面临随时被查抄的风险，有关华人负面形象的言论也开始出现。如 2007 年 11 月，巴西里

约热内卢市一小商品市场内突然发生大火造成重大损失，市长塞萨·马亚在博客中宣称火灾是华

人黑帮所为，称乌鲁瓜亚纳街小商品市场内有两个华人黑社会团伙活动。一个团伙主要从事假冒

商品走私;另一个团伙主要向商户收取保护费。此言一出，引起当地华人不满。经过当地侨团与领

事馆的努力，最终当地主流媒体《圣保罗新闻报》刊发专题报道给予澄清，并指出采取措施打击少

数人，将中国人等小企业家赶尽杀绝，其目的只是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捞到好处，赢得今年选举，这

样是不会成功的。在当地华人社团和中国领事馆的干预下，当地主流媒体及时予以澄清。走私、非
法经营等虽是个别现象，但是毕竟给华人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反映出华人给当地社会留下的负面

形象仍然难以彻底消除。
此外，因语言沟通存在障碍，对当地法律不清楚，对当地警察执行任务的程序不太了解，华商遭

警察敲诈勒索的事时有发生。加之部分华商委曲求全，存在花钱买平安的心理，助长了不良警察的

嚣张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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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缺少话语权———以中医维权为例

如前所述，巴西华侨华人经商者多，参政者少，因而在华侨华人自身权益遭受侵害时，往往选择

忍气吞声，或采取游行示威的方式表达诉求，或采取武力对抗的行为与当地执法部门对峙，这些问

题的解决方式都因缺少话语权而成效甚微。除华人经济屡遭重创外，中国传统文化在巴西的传承

与发扬也遭受了一定的阻力。

针灸是中国传统的医疗手法，由于其疗效显著而获得巴西民众的认可，在巴西拥有很高的声

誉。据 2006 年的数据统计，在巴西注册从事针灸工作的人员达 3 万多人，其中华人约有 1000 多

人。［16］2006 年，巴西卫生部曾颁布法令，将针灸纳入公立医疗体系。规定巴西统一医疗体系下属

医院应向病人提供针灸疗法、草药疗法、自然疗法及温泉水疗法，治疗开支由卫生部承担。此法案

的颁布引起巴西部分西医师不满，同年底，新版《医生权职法案》在参议院通过，拟将针灸纳入西医

体系。法案规定，任何实施进入人体皮下的治疗都是医疗行为，包括注射、穿刺等 7 种形式。这些

医疗行为必须由巴西医学院校毕业的医生实施。此举引起华人社会的不满，认为针灸也是“进入

人体皮下的治疗”，而目前在巴西从事中医针灸业的绝大多数中医师由于是移民进入巴西，根本不

会毕业于巴西医学院，无疑会剥夺针灸师的行医资格。

由于该法案关系到针灸疗法在巴西的合法化，以及中国传统医学在巴西生存、传播和发扬等重

大问题。如在众院通过，则包括数千中国医师在内针灸诊所将面临被关闭和失业的困境。为维护

中医针灸在巴西的合法权益，巴西中医针灸学会积极进行抗争，认为如果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

传统医学被掌控在只学了一点皮毛中医针灸学的巴西医师手里，中医针灸必定变味而不伦不类，这

也是巴西民众和患者的不幸。

在巴西中医药针灸学会的努力下，并得到巴西总统卢拉以及各界大力支持和帮助下，致使新版

《医生权职法案》最终未能通过表决而被取缔。
( 三) 社会治安带来的困扰

巴西贫富分化严重，不少穷人加入黑社会组织，时常明目张胆地在大街上抢劫，严重威胁华人

人身财产安全，令华人人人自危。目前旅居巴西的华侨华人绝大部分都生活在圣保罗。他们大多

从事贸易，经营着规模不等的商品生意，这其中又以小企业者为主。许多华侨已经是第二代、第三

代，他们能吃苦，会挣钱，很快就积累起一定资产。在华人商铺集中的圣保罗地区，华人被抢、入室

盗窃等案件屡有发生。对此，有华人无奈地感慨到:“在巴西做生意的华人，十有八九都经历过抢

劫，没有被抢过的人可以去买六合彩了。”言辞虽有些夸张，但反映出当地社会治安状况已经对华

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困扰甚至安全隐患。

华人集中的圣保罗贫富差距大、社会治安差是华商遇抢事件屡屡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自

1996 年起，巴西圣保罗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凶案发生集中的地区之一(每 10 万居民中发生 10

起凶杀案件)。据统计，2010 年第一季度中，圣保罗州内发生的故意凶杀案件总数为 1224 起，2011

年，同期总数为 992 起，较去年出现了 19%的下降。尽管案件总数下降 4 成，但生活在此间的华人，并

未感到凶杀案有所减少，2011 年 3 － 4 月不到 20 天内两位华人被枪杀，使侨胞十分担忧生命安全问

题。为避免成为抢劫的目标，巴西华侨选择藏富低调生活，甚至不惜重金在车上安装防弹玻璃。

由于华人不熟悉当地法律，遇到权益受损时无法及时有效地使用法律武器进行自我保护，从而

又助长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面对遭抢劫或敲诈所造成的损失，华商或因身份不合法或因语言

问题，多选择忍气吞声，不敢向当地警方报案。对此，在圣保罗警局工作多年的华裔威廉巫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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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家的移民社区感觉到不安全的时候会利用法律手段，当发生对社区不利的犯罪案件时，他们会

去举证，但是在我们(华人)的社区里很难得到他们的支持去举证。事实上，如果案件对社区造成

了消极的影响，由于华侨的保守思想，他们不去利用法律手段解决，没有人举证，久而久之，圣保罗

地区的华人社区变成了犯罪分子最主要的袭击目标。”［17］

除被不法分子抢劫盗窃外，巴西华商面临的另一大困扰就是华人店铺经常遭到当地不良警察

以查处非法商品为由进行的骚扰甚至欺诈行为，往往导致华商损失严重。据巴西广东同乡会会长

陈荣正介绍，为防止不良警察从中混水摸鱼，维护侨胞的合法权益，在华裔国会议员威廉巫的努力

下，最终经由圣保罗州政府出了一道法令，明确规定只有两个警局有权去查处经营店铺的违法问

题。

结 语

华侨华人改变了巴西的社会形态，也保留了原有的社会关系。探讨社会融入问题，应同时考虑

华人社会与巴西社会两个因素，他们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巴西华侨华人通过各种友好方式积极

努力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主要及主导力量仍是华人社团。很多华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融入巴

西主流社会，但仍有相当多数量的华人只是生活在华人圈子里，虽能与当地民众和平共处，但难以

融入主流社会。同样，随着华侨华人经济实力的提高与中国影响力的增强，中国文化也在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巴西社会，中餐、中医、中国功夫及传统节日在巴西日渐受追捧即是重要表现形式。
巴西华侨华人历来重商轻政，华人移民历史虽逾 200 年，但华人规模及族群影响力还不够强

大，华人参政力量薄弱。目前，华人参政意识及参政力量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总体而言，在政治上

还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华侨华人合法权益受损时仍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华人参政之路还很漫

长。华商在扩大规模的同时，应及时了解并遵守当地法律法规，规范合法经营，杜绝非法违规经营，

同时也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对巴西而言，中国是目前最大的陆外移民来源国，持续增长的中国移民可能最终会与巴西的日

本移民一样，对巴西社会文化、经济、政治领域产生深刻影响。从中国的角度看，移民美国和澳洲的

中国人仅限于那些受教育的人士或有钱人，而巴西仍然保持着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在多元文化融合

的社会环境下，为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勤劳有梦想的移民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18］
与美国相比，

巴西社会更具有包容性，因此，就现有资料来看，有关巴西华侨华人与当地民众的文化冲突的内容

较少，但社会治安较差成为困扰巴西华侨华人的一大难题。跨国移民行为不仅能为巴西华侨华人

带来经济状况好转、生活水平提高等社会福祉，也会带来子女教育、社会融入等挑战。随着中国国

家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及中巴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巴西华侨华人在中巴往来与中巴合作之中

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努力实现巴西梦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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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eature and Challenge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Brazil

MI Su-min
( Chinese Institute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Beijing 100007)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igrating to Brazil is more than 200 years． According to some statistics，currently

the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in Brazil is about 300，000，and Brazil has become the second largest settle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 America (after Peru) ． After several generations of cultivation，the number and influence of overseas Chi-

nese in Brazil has been growing constantly．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changing of Brazi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o-

verseas Chinese society in Brazil is facing with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is article will analysis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overseas Chinese in Brazil have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into the local society． Brazil’s

overseas Chinese have actively integrated into the local society，and they take an active part in social public welfare and

charity activities，in order to give feedback to local society． However，the local public security also causes certain negative

influence on Chinese operations．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in Brazil，social integration，challenge and tr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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