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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华侨社团的组织结构、性质与作用 

-西班牙华侨协会为例- 

周敏康,教授/博导 

 

论文提要： 

欧洲华侨社团（协会）众多是众人皆知的侨界特色，尤其是来自大陆的和台湾的华侨社团多到无人能

说出一个确切的数字。 欧洲近四十个国家，欧盟 27 个国家， 每个国家都有众多的华侨协会／社团。 

本论文以西班牙华侨协会的实际情况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地调研、分析和研究。借此，可以从西班牙

侨团组织窥视全欧盟其他侨团组织的基本全貌及其共同性。从九十年开始开始出现的西班牙华侨协会，

组成华侨协会的主要动力主要来自宗亲文化和官本位文化。一方面，华侨协会是快速提升社团侨领自

身在西班牙华侨界以及在原籍国（中国）社会地位的途径；另一方面，华侨本身利益与国内的众多利益

紧密相联而需要拓展人际关系。 华侨协会的形式是松散的，性质是单一的， 目的是明确的。华侨协会

主要成员的教育程度偏低是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和／或在当地社会参政、议政的主要障碍。 

 

关键词：西班牙，华侨协会，宗亲及官本位文化，教育背景，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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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西中人员往来的历史回顾 

第一位西班牙人，高母羡(Juan Cobo)传教士， 带着耶稣会赴华传教的使命，于 1545 年来到广

东上川岛的时候，他开辟了中西人员往来之路。有关这段历史的文献目前均收藏于西班牙阿维拉修道

院。
1 
清朝政府于 1864 年与西班牙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于 1868 年第一次派遣政经考察师团赴欧

洲考察，其中蔡钧踏上了伊比利亚半岛，这是有记载的中国第一人直接从中国大陆来到西班牙考察
2
。 

蔡钧作为清朝政府的使节于 1881 年至 1884 年常驻马德里，回国后著书《出洋琐记》，该书为我们描写

了有关马德里和西班牙国情以及风土人情。1888 年在巴塞罗那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中国作为唯一参

加的两个亚洲国家之一，在博览会的展台上，展示了遥远东方的文化和艺术魅力
3
。1916 年民国政府派

出的第一批留西中国学生，在其百年之后，2016 年在马德里康普大学隆重举行了百年纪念活动。从二

十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西班牙内战期间，都有中国人以勤工俭学或留洋谋生

的方式来到欧洲。《橄榄枝桂冠的召唤》（倪，2001）一书以不可辩驳的史料和照片证实，在西班牙内战

期间（1936-1939）有众多的中国人从大陆、欧洲和美洲各地奔赴西班牙战场，参加西班牙抵抗法西斯

的战争。 

如果说，从 1949 年到 1979 年这三十年期间中国赴西班牙留学、移居的人数不到数十人的话，从

台湾和香港到西班牙留学、定居的人数每年则达数百人。 当中国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之

后，从中国到台湾、再从台湾到西班牙的一批老华侨可以回中国省亲， 同时也为他们自己小一辈的亲

戚申请移民来到西班牙，掀起了西班牙历史上 大的华侨移民潮，其中人数 多的是浙江青田人。 华

侨在西班牙的生存之道，从早期的饭店业发展到今天二、三十几个行业
4
，是西班牙乃至全欧洲华侨走

过的一条腥风血雨、艰辛开拓而探索求生发展的道路。 

 

二、西班牙法律赋予协会的地位和作用 

 2.1. 在西班牙合法居住的华侨人数 

根据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统计数字，截止 2017 年 6 月底， 西班牙本国公民总人数为

46,528,966 人，在其中 42,104,557 人为西班牙本国公民， 4,424,409 为外国侨民。外国侨民占西班

牙总人口的 9，5%。数据如下： 

 

                                            
1
 具体文献资料可参见阿维拉修道院网站：http://archiprov-avila.org 

2
 据记载，在蔡钧踏上西班牙国土之前，已经有来自古巴的华侨到过西班牙。 

3
 史料来源：1888 年巴塞罗那博览会(https://es.wikipedia.org/wiki/Exposición_Universal_de_Barcelona_1888 

4
西班牙华侨合法从事的行业一览，请见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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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7 西班牙本国人数与外国移民人数对照表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总人口数 46,818,216 46,727,890 46,512,199 46,449,565 46,440,099 46,528,966 

西班牙人 41,582,186 41,655,210 41,835,140 41,995,211 42,022,582 42,104,557 

外国侨民 5,236,030 5,072,680 4,677,059 4,454,353 4,417,517 4,424,409 

资料来源：西班牙国家统计局，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 

 

西班牙华侨总人数与其他主要国家侨民对照表 

国家 2017 年 2016 年 绝对增长数 相对增长比例（%） 

外国侨民总人数 4,424,409 4,417,517 6,892 0,16 

罗马尼亚 678,098 695,045 -16,947 -2,44 

摩洛哥 667,189 680,486 -13,297 -1,95 

英国 294,295 296,408 -2,113 -0,71 

意大利 203,118 191,618 11,500 6,00 

中国 207,005 195,505 11,500 3,20 

厄瓜多尔 145,879 158,951 -13,072 -8,22 

德国 141,523 142,051 -528 -0,37 

哥伦比亚 139,213 135,864 2,249 2,47 

保加利亚 126,436 130,501 -4,065 -3,11 

法国 103,062 100,737 2,324 -2,31 

葡萄牙 100,822 101,829 -1,007 -0,99 

乌克兰 94,770 90,763 4,007 4,41 

玻利维亚 76,060 89,594 -13,534 -15,11 

俄国 71,959 69,565 2,394 3,44 

阿根廷 71,622 71,283 339 0,48 

资料来源：西班牙国家移民局数据库，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 

 

从上述列明的两个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截止 2017 年 6 月底，在西班牙合法居住的外国侨民四千

两百十万零四千，其中中国侨民达十七万七千七百三十八，不包括已经入西班牙国籍的华人和非法居

住的中国人。华侨人数在西班牙的外国侨民人数中排第五位，仅次于罗马尼亚，摩洛哥，英国和意大

利。在这五个国家的侨民中，三个国家的侨民人数都呈下降趋势，只有意大利和中国侨民呈上升趋势，

与 2016 年同期相比，中国侨民净增人数为 5,506 人。也就是说，这些年西班牙遭遇的严重经济危机并

没有阻碍中国移民的到来，中国人流向欧洲定居的大趋势并无改变。改变的只是来西班牙定居的中国

人在原来祖籍国的教育背景、经济和社会地位与过去八、九十年代来的中国人不同了。现在是以投资

房地产或留学的途径来到西班牙创业定居，因此，来自中国的地域也不再局限于浙江和青田。为什么

在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高达 25%的失业率的情况下，西班牙政府还在吸纳外国移民，而中国在高速

经济发展中仍然有不少的中国人移居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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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西班牙法律赋予协会的地位和作用 

在西班牙合法注册的协会组织具有四种形式：松散的协会(asociación)，严谨的基金会

(fundación)，职业性质的行业协会(colegio)和行业协会联盟。其次，根据西班牙现行协会法，在每个

自治区司法部门注册登记的协会，其活动范围只限定在本自治区内。如果协会要在西班牙全国范围之

内进行活动或开展工作，必须在中央政府的司法部进行登记注册。第三，西班牙协会法律赋予协会的

社会地位具有法人代表资格，属于非政府组织、非赢利性质的团体，需要有税务登财务账目和每年税

务申报记录。根据能够获得的公开资料显示，截止 2014 年底，在加泰罗尼亚登记注册的协会就达 73,328

个
5
。 

在西班牙社会，大家一致公认的是：协会是凝聚一个社区或行业的力量，代表这个社区或行业的大

部人的整体利益，与政府、媒体以及社会打交道。如果是由外国移民组成的协会，主要目的是维护本国

大部分侨民在西班牙当地的自身权益和各项合法利益以及自身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和保留，必要时与

当地各级政府进行交涉，同时，也是西班牙各级政府与移民社区互相沟通、联系交流的平台和渠道。并

且，具有投票权的入籍侨民，可以通过协会探索参政、议政的途径。 

那么，华侨在西班牙组建的协会又是什么形式、什么性质、什么目的的呢？在西班牙组建各种协会

是否依循这样的基本理念来进行？ 

  

三、华侨协会的机构组织、成员与目的 

3.1 西班牙华侨协会的名称与数量 

西班牙华侨协会的名称以“高大上”为第一要点。协会名称强烈受到国内各级政府对协会排名次的

影响：全“欧洲”名称的排在第一，国家（如西班牙）名称排在第二，地区城市名称（巴塞罗那）的排

在第三，名称越大排名越靠前。名称的第二要务是行业分类名称或同乡会名称。西班牙乃至全欧洲的

华侨协会多以经贸、商会名称或行业名称以及同乡会居多，如西班牙浙江商会， 西班牙侨商会， 西班

牙温州商会，西班牙北京同乡会协会，西班牙中华体育会。 既然是在西班牙成立协会，自然要有西班

牙语的名称， 而在中文名称和西文名称之间，众多华侨协会均以中文为主，而西文名称有些则不知所

云
6
。 

如果在西班牙的华侨以青田籍华侨居多的话，那么，华侨协会的数量也以青田籍协会居绝对多数。

以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为例，每个城市都有二、三十个大大小小的华侨协会。为什么没有一个确切的数

据？理论上讲，到当地自治区或中央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门协会登记处了解一下可以掌握这个数据，实

际情况不然。因为，90%以上的华侨协会成立的标志就是举行成立大会+盛宴，然后到大使馆或领事馆

登记一下，报纸上再登一下协会成立的消息加上协会组织机构名单，一个著名的协会就算成立了。同

                                            
5 资料来源：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司法部 2014 年度工作报告。 

6
 如：西班牙多彩阳光文化交流协会(Asociación multicultural Amane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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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西班牙司法部门登记的华侨协会，很多是不去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登记的。因此，使领馆也不知

道这些华侨协会的存在。其次，按照西班牙税务法，在西班牙司法部门登记后的协会，不去当地税务部

门登记的话，是不能开展活动的。再者，如果协会每年不申报税务状况的话，第二年协会就无效了。在

西班牙两个机构（司法部和使领馆）登记注册的华侨协会已经极少，在三个政府机构（司法部、使领馆

和税务局）同时登记注册的华侨／华人协会，就凤毛菱角了。另外，西班牙华侨协会都具有所在地区的

地域特征。目前在西班牙尚未有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并且能够开展工作和活动

的全国性华侨协会。 

我们既然无法确切获得在西班牙司法部门登记注册的华侨协会数量，在使领馆获得的数据也是不

齐全的，而且，有些协会在登记注册之后，就处于“待机“状态，因此，我们采用的调研方法和田野工

作是：从近年来在华文报章上见诸的华侨协会活动报道来收集资料，掌握西班牙华侨协会的机构组织

和运作情况。同时，笔者时常参与一些协会举办的活动，结识部分协会的主要成员，与他们保持联系，

经常交流与交谈。 

西班牙侨界主要有五大华文报纸：欧华报，联合时报，侨声报、华新报,欧桥讯播报。根据其中影

响力比较大的两家报纸欧华报和联合时报的报道，我们以 近两年在这两家报纸报道的活动选出那些

实际存在并在做事运作的华侨协会。目前在西班牙 17 个自治区和 50 个省会城市，均有华侨协会，这

些协会要么用“西班牙”命名，要么用“XXX 自治区”名字命名，要么用“XX 城市”名字命名，如巴塞

罗那工商协会，西班牙温州工商会，巴斯克地区华人华侨协会，马德里上海同乡会，巴塞罗那中国学生

联谊会，什么地名都不用的极少，如中国会（活动范围在马德里）。华侨协会 集中的地区是马德里和

巴塞罗那，其他自治区的华侨协会数量都是一、两个，没有超过十个的。经常在华文报章上见诸活动

的，从行业特点来分析的话，有综合性的协会，如和平统一促进会，青田同乡会，侨民联合会；有行业

协会的，如马塔罗华人纺织业协会，西班牙中餐业协会，西班牙华人艺术协会，西班牙华人农贸协会，

西班牙华人建筑业行业协会等。在以行业名称为命名的协会中，工商业、经贸投资等居多，因为绝大多

数华侨都希望在经贸、工商、投资行业以协会名义拓展人际关系，寻求商机。 

 

3.2. 华侨协会的组织机构与成员特点 

成立一个协会，必然有会长，副会长等职位。基于中国文化的特点，尽管在海外的众多华侨都知道

这些职位是有名无实的，但还是把这些职位看作等同于国内的职位或职权那么重要，因为到了中国， 

这些职位确实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职务。比如，国务院侨办以及全国华侨集中的省市侨务办公室，每

年都组织华侨进修班或者访问团，接受报名的条件之一是会长，执行会长等等。这为广大海外华侨争

取协会的这些职位创造了客观条件，也起到了推手的作用。在西班牙乃至欧洲各国，这些协会和职位

可以帮助华侨作为侨领走进使领馆，因为使领馆也是看协会和职位来决定选择什么样的华侨作为侨领，

作为可以依靠的群众力量。 当 90%以上的协会及其会长都想与使领馆攀上关系，成为可信赖和依靠的

力量时，这时候使领馆的侨务工作就有了群众基础。使领馆是侨领们进入中国侨务部门的第一张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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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或者与自己家乡的地方政府联系上关系的第一份介绍信。当人人都想当会长时，就会创造出五人

或十人的主席团，每个人都是主席团主席，或者添加执行会长／主席一职，从而避免了人人都不想要

的“副”字当头的职位（副会长、副主席等）。 

据初步调查并与主要华侨协会的会长和主席团主席接触和了解，目前在西班牙处于活跃状态的主

要华侨协会会长／主席或主席团主席／成员，均无一人在西班牙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有的甚至在中

国也无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日常从事的工作主要为餐馆业，批发业，旅游业和进出口业务。借助协会

的名义到中国寻求自身的社会地位，身份认同和政经关系并拓展人脉是华侨协会会长／主席的主要动

机与目的。 

在西班牙众多的华侨协会既然不在西班牙司法和税务部门登记注册，那么，就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也不享有法人地位。众多华侨协会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自动放弃的这些权利权利。那么，具有西班牙法

律地位的移民协会，包括华侨协会，有什么益处呢？首先可以加入当地政府主导移民协会联盟，参与

政府有关移民政策的咨询，策划和制定工作。如， 中央政府 2009 年通过了新的外国人法之后，加泰

罗尼亚政府在要制定具体的实施政策，邀请在加泰罗尼亚主要移民群体的协会和团体参与制定工作。

笔者于 1991 年成立的加泰罗尼亚华人协会，具有西班牙的法律地位和法人资格，积极参与了这样一个

涉及到整体华侨切身利益的重要工作。这些政策今天还在有效实施中。比如，对华侨成人移民，必须提

供免费的加泰兰语的语言课程，以便具有语言障碍的新移民通过免费的语言培训，尽快融入当地社会；

对求学年龄的中国新移民，开设移民学生（学习）融入班，帮助来自中国的中小学生在一年之内融入到

当地学生的正常学习班中。其次，移民协会可以申请政府资助，举办各类文化和技能培训活动，包括社

会融入活动。由于华侨协会绝大多数没有法律地位，因此，这份资助就落到了当地一个叫“蚂蚁“非政

府组织协会，由他们给中国新移民举办各类语言融入，技能培训等活动。而这类活动在其他国家的移

民群体中，都是由自己的侨民协会组织的。 

综合上述情况，正对 50 家西班牙华侨协会的现状
7
，我们从人员、地域分布，从事行业、法律地位

和工作范围和性质对西班牙华侨做了初步调研，调研结果如下表显示： 

 

 

 

 

 

 

 

                                            
7
 50 家西班牙华侨协会名单请参见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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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班牙 50 家华侨协会分布情况： 

 

该图表显示，70%的华侨协会集中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两个地区和城市，这是因为这两个地方有中国的

使领馆并且是华侨居住人数 多的两个大城市。 

 

(2)西班牙华侨协会的主要行业分布情况： 

 

 

从图表上我们看到，创建华侨协会需要经济实力，目前上述四大行业是华侨旅居西班牙的主要经济

支柱。中餐业是华侨在欧洲赖以生存的传统行业，年久 长，自然是协会主要成员的重要经济来源。 

 

 

 

 

 

 

 

35% 

35% 

5% 
5% 

5% 

15% 

西班牙华侨协会状况

马德里自治区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

巴斯克地区

瓦伦西亚自治区

安达鲁西亚自治区

其他自治区

中餐酒吧业 33%

批发零售业 27%
进出口贸易 30%

10% 

协会主要成员从事的行业分布情况

中餐酒吧业 33% 批发零售业 27% 进出口贸易 30% 房产中介与旅游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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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班牙华侨协会的工作范围与性质 

 

我们从图表中看到，工商贸易性质的协会占绝对多数；在祖籍国--中国参与政治活动，如担任全国

或地方各级省市人大，政协，海外交流协会等职务；在西班牙居住国参政的华侨协会侨领尚未找到，但

是个别华人参政的现象已经出现。比如：加入西班牙大大小的党派，参加党派的各项工作等。 

 

(4)西班牙华侨协会主要成员的教育背景与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	

	

	

祖籍国政治性

6% 
体育摄影旅游性

1%

社会服务公益性
12%

工商贸易性
58%

文化艺术性
23%

华侨协会的工作范围和性质

祖籍国政治性 体育摄影旅游性 社会服务公益性 工商贸易性 文化艺术性

受过西班牙中高等教育
1%

掌握西班牙语
11%

融入当地社会
8%

在西拔牙未受
过任何培训和

教育
52%

在中国未受过中高等教育
28%

华侨协会成员的教育背景与融入程度

受过西班牙中高等教育 掌握西班牙语

融入当地社会 在西拔牙未受过任何培训和教育

在中国未受过中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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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查结果的图表中我们看到，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华侨在西班牙居住一辈子，未受过任何培

训和教育。作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华侨在祖籍国也没有受过中高等教育的缘故。这也从另外

一个方面证实，西班牙的移民政策主要是引入体力劳动型而非脑力劳动型的移民
8
。掌握西班牙语、用

西语沟通无障碍的华侨只占 11%，造成的结果是融入当地社会的华侨只占 8%。教育是民族生存与发展

的根本，也是华侨在居住国获得民众尊重、树立良好形象、融入当地社会并获得一定政治、社会地位的

必要条件之一。可以说，教育是华侨得以在当地社会从数量上发展上升到质量上发展的必要途径。分

析上图所显示的调查结果，西班牙部分华侨协会乃至全欧洲的一些华侨协会主要成员的教育程度，尤

其是在居住国受教育的程度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同时，根据华侨协会运作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

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侨务部门、海外交流协会、统战部门等，与这一类的华侨协会和侨领往来的比

例占 95%以上。 

 

四、推动华侨协会蓬勃兴起的两大要素 

近三年，西班牙的华侨协会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出现，分析其原因，我们认为有两大主要推手， 

推动并鼓励西班牙华侨乃至全欧洲的华侨热衷于创办各类协会。 

 

4.1. 推手之一：中国传统的宗亲文化 

宗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习俗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作用主要凝聚本家族的骨肉情与友邻情。

族人与友人互相之间沟通的纽带与桥梁。如果按照这个定义来分析上面阐述的协会现象的话，我们可

以看到，几乎所有倡议成立协会的创始人／会长都是在本家族和朋友圈内事业有成，手头富裕起来的

一群人。根据美国学者斯帝芬．P．罗宾斯组织行为学的理论
9
（Robbins，2009），在具备了一定的

经济基础之后，人的本性是追求出人头地，在自己的族群里获得地位和尊重。当一个族群的首富成立

一个协会并以会长的地位赢得本族群的认同、地位和尊重时，其他族群的首富自然会效仿跟进。尤其

是以青田籍为主的欧洲华侨，其族亲关系非常广泛且庞大，青田人之间非亲既友的现象极其普遍。从

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协会就是一个族群和一群友人的小团体，其特点是家长制，会长说了算，协会的

职位分配也是以族群成员与会长的亲情关系远近来决定。在西班牙众多的华侨协会中，不乏夫妻一家

人的协会，也不乏同村、同城市或同省市一群人的协会，如青田同乡会，文成同乡会，东北华侨协

会，山东华侨协会，北京协会，广东华侨协会，上海华侨协会，福建华侨协会等等，但是，在西班牙

还没有一个涵盖及容纳来自全国各地的华侨协会，作者认为这是宗亲文化的使然，也是中国文化和习

俗在海外华侨协会的特征表现之一。西班牙也没有聚结海峡两岸同胞的华侨协会，这是政治因素造成

                                            
8 居西班牙移民人数首位的罗马尼亚和第二位的摩洛哥移民的教育程度背景也是如此。 
9
Stephen P. Robbins, Timothy Judge: Ornaizational behavior, 13th edition, 2009, Prentice hall Inc, ISBN 013600717-1, San _Diego, C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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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如此众多的华侨协会给西班牙当地社会造成的印象就是中国人不如其他国家的侨民那么团

结。曾记得：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地方警察于 2005 年底接替西班牙国家警察，全面管理本自治

区日常治安。地方警察总局邀请我安排一个与华侨社区代表的见面会，他们认为两、三个代表就够

了，当我把反复筛选后的十二个代表的名单递交给他们时，他们百思不得其解，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么

多的代表。我想如果今天地方警察总局再次邀请我安排一个与华侨社区代表的见面会，我已经不知道

如何筛选十二个代表，或者增加更多的侨领去参会。从这个亲身经历过的例子来讲，面对西班牙当地

社会，华侨协会越少越好，而且，西班牙司法部以及各个自治区的司法部门也不可能给如此众多的华

侨办理注册登记。因此，根据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在未来十多年内，在西班牙还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

的、全国性的华侨协会，能够融入西班牙当地社会的华侨协会则更少。因此，只能在宗亲文化的影响

与推动下，出现各类具有浓厚地域和族亲色彩的华侨协会。 

 

4.2. 推手之二：中国特有的官本位文化 

近五年，国务院侨办陆续推出有关充分发挥海外华侨作用的各项新政策，并且积极组织各国侨

领回国参加各类学习进修班，考察团。举办世界华商大会，邀请各国侨领参加国宴、侨宴、国庆典礼、

全国或地方各级人大、政协会议，加入全国或地方各级海外交流协会以及其他官方组织等等。我们从

中不难看到，能够被邀请参加这些活动的华侨都需要一个头衔---一个协会的头衔。因此，稍有点财力

的华侨便趋之若惊，纷纷成立协会，以期被选上参加国务院侨办或地方各级侨办组织的重要活动。一

方面可以在自己的族群内以及侨居国的华侨界突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另一方面可以借此拓展在国内

的政经人脉，为自己的业务铺垫开道。但是，一个人的协会也好，一百个人的协会也好，需要做实事才

能真正体现自身的政治正确和经济实力，才能争得使领馆和国内各级有关侨务部门的关照。因此，有

的协会热心办慈善会，有的协会积极组织春节嘉年华，有的协会忙于接待来自国内的各大小代表团。

积极并热心参与当地社会公益或关爱活动的则少之又少，比如此次巴塞罗那遭遇恐怖袭击造成十几人

死亡。各国侨民团体，尤其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侨民协会都纷纷公开谴责恐怖活动并对死者表示哀悼。

唯独没有西班牙、特别是加泰罗尼亚华侨协会的声音。从西班牙当地社会角度来看，一直认为在西班

牙的中国侨民是一个非常封闭、不与外界往来的群体。作者认为，这是宗亲和官本位文化推动下的西

班牙乃至欧洲华侨协会的特点之一。 

 

4.3. 华侨协会与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 

我们认为，海外华侨始终是中国政府关注的对象。 尤其在当前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其

走向“贯穿亚欧非大陆，…… 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 。”(发改会,2015)，欧洲、尤其是西班牙成

为“一带一路”的终点站之一。因此，在欧洲的华侨力量必定要被动员起来参与到中国经济发展与建

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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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27 个国家以及欧洲 40 多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各不相同。处在每一个欧洲

的华侨和华侨协会的情况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华侨在融入当地社会的状况，各国华侨不尽相同。西

班牙的华侨融入当地社会的情况以及华侨社团发展与英国或者法国有着很大的区别。如果从西班牙华

侨及其协会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情况来分析，我们会看到： 

第一，在西班牙的华侨及其华侨协会，绝大部分处在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状态，所以，当地社会和民

众一直认为中国人社区很封闭，与当地社会无实质上的往来。处在这种边缘化状态下的华侨和协会，

只能将眼光向东看，去寻找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利益，自觉自愿地放弃在当地社会维护自身利益和

权益的机会。这是西班牙众多华侨协会的软肋之处。因此，当地媒体因高平事件大肆抹黑中国人的时

候，没有华侨协会有能力和意愿站出来在西班牙地主流社会维护在西班牙全体华人的整体形象。类似

例子举不胜举。多年来，西班牙华侨始终在当地媒体的负面报道以及正面形象严重遭到扭曲的现实中

生存，而绝大多数华侨协会因不了解西班牙社以及媒体的运作规律和特点，都怕事生非而保持沉默。 

第二，同样的，西班牙的华人经济在西班牙整体经济中也是处于边缘化状态。酒吧、饭店业、建筑

业，批发零售业等一系列低技能、无高新技术含量的行业是富裕起来的西班牙年轻人不愿意再从事的

行业，都留给了来自东欧、中国、北非和南美的外国移民。西班牙华侨乃至整个欧洲华侨都希望借助

“一带一路”这股由东向西吹来的劲风改变目前华侨经济和经营模式。成立众多华侨协会也是希望获

得自身经济发展的机会，分得一杯羹。但是，从笔者多年来与西班牙侨领们的接触、观察和调查研究来

分析，“一带一路”可以改变西班牙以及欧洲个别一、两个华侨的经营模式和理念，但是绝对改变不

了大部分华侨经营模式和理念，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目标是要深入到途径欧洲国家的当地主

流经济和市场的洪流之中。西班牙的华人经济乃至全欧洲的大部分华人的主体经济目前还都不在当地

主流经济的洪流中发展。 

第三，根据作者此次访谈调查结果显示，在西班牙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的华侨和华人， 包括土生

土长的第二代华侨，尽管他们仍然持中国国籍，但是都在积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目前有近二、三万的

年轻华侨在西班牙主流社会和工商、金融、科技、法律、旅游、酒店、教育等领域内发展成长。据调查，

他们依靠西班牙主流社会的各种力量开展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活动。因为他们觉得在西班牙主流社

会同样能够获得一种人生成功和价值感，获得一定的政治、社会地位以及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我们

深信，在主流社会打拼的、知识性年轻华侨必定是西班牙华侨协会未来发展的趋势。 

 

五、初步结论 

欧洲华侨具有上百年悠久的历史，在改革开放这四十年中，旅居欧洲包括西班牙在內的华侨人数

如井喷式地成长（Mariani,8:2013）。站在欧洲的角度关注华侨的生存与发展，是欧洲各国与中国政经

关系发展的需要和必然结果。欧盟对中国移民到来的关注焦点与华侨协会所关心的焦点不同

（Mariani,2013），中国政府对中国人移居欧洲的关注焦点也是不同与前面两个焦点。这三个焦点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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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起来，我们认为其共同点是：西班牙华侨及其协会是欧洲华侨发展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国

传统宗亲文化和现代文化在欧洲的延伸。西班牙的华侨协会和社团只是欧洲华侨协会和社团的一个缩

影(李，1999)。占据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欧洲华侨均来自中国浙江丽水地区的青田县(Zhou,261)。华侨

的从众心理造成分居在欧洲各国的华侨均以同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事模式在各自的居住国，按照中国的

宗亲文化和官本位模式、并且为着同样的自身利益发展而创建华侨协会。近三年在西班牙兴起的众多

华侨协会是欧洲华侨协会近几年来蓬勃兴起的一个典型案例。 

从受当地教育的背景角度来看，目前西班牙大部分华侨协会的主要成员均因先天性教育素养不足，

且绝大部分在当地居住国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无法逾越当地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融入当地社会比较艰

难。因此，由经贸社会性的华侨协会演变发展成参政议政的政治力量的可能性很低。在维护华侨在当

地社会的正当权益的过程中始终需要依靠使领馆的途径而非当地法律途径。 

在近 18 万旅居西班牙的华侨中，近两、三万知识型、 科技型和投资型的华侨和华人在西班牙主

流社会和科技工商经贸行业奋斗。从数量上讲，他们不及未受过当地教育的新老华侨，但是从社会地

位和社会影响力以及教育程度等诸多质量方面的因素衡量， 他们具有巨大的政治与经济潜力，他们代

表着欧洲各国知识型、 科技型年轻华侨的特征。 

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来看，经商型的华侨协会及其主要成员会积极、主动地捕捉“一带一路”所

带来的商机；在西班牙以及欧洲主流社会的受过中、高等教育的知识型华侨，则会在当地主流社会为

华侨的整体形象、社会和政治地位以及媒体影响力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对华侨自身在居住

国的生存、学习、工作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将会起到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 

调查、研究并论述西班牙第一代华侨的状况探讨华侨协会的的组织结构、性质与作用，是为了进一

步探讨并研究处在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西班牙以及欧洲知识型华侨，他们在居住国与祖籍国之

间是否能够找到思想理念、事业发展以及社会地位的三个平衡点。 

 

·作者简介： 

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兼资深研究员；翻译与东亚研究学院终身教授兼博导。研

究方向：欧洲华侨协会与参政，欧洲华侨国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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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itat de Catalunya, “Memoria del departamento de Justícia” 2014, 2015, Generalitat de Catalunya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司法部 2014、2015 年度报告） 

Knerr, Bèatrice, “Chinese Diaspora In Europe, History,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Kassel university press,   

GmbH, 2015, Kassel 

Latham，Kevin Wu，Bin， “CHINESE IMMIGRATION INTO THE EU: NEW TRENDS, DYNAMICS AND  

IMPLICATIONS”,	Europe China Research and Advice Network，2013, London 

Li,	Minhuan, “Chinese Immigrant Association in western society” (English),1999, Amsterdan, Holanda 

Mariani Thierry, “Chinese migration to Europ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arliamentary Assembly, 2013,  

Stephen P. Robbin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3th edition, 2009, Prentice hall Inc, CA, USA, 《组织行为学》 

Zhou, Min & Benton, Gregor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Diaspora”, eboo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17 

⽹页: 

http://archiprov-avila.org（阿维拉修道院）(访问⽇期：2017年 07⽉ 10⽇) 

https://es.wikipedia.org/wiki/Exposición_Universal_de_Barcelona_1888 (访问⽇期：2017年 8⽉ 25⽇) 

http://www.stats.gov.cn/ （中国国家统计局）(访问⽇期：2017年 08⽉ 31⽇) 

http://www.ndrc.gov.cn/（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访问⽇期：2017年 09⽉ 11⽇) 

http://www.ine.es/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 (访问⽇期：2017年 09⽉ 121⽇) 

https://www.idescat.cat/（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统计局）(访问⽇期：2017年 09⽉ 30⽇) 

http://treballiaferssocials.gencat.cat/ca/ambits_tematics/immigracio/informes-destrangeria/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 

外国移民融入委员会(访问⽇期：2017年 9⽉ 30⽇) 

http://www.migrationpolicy.org/programs/mpi-europe（美国移民政策研究学院／欧洲分部）(访问⽇期：2017年

10⽉ 10⽇) 

 

 
II、附录： 
1).西班牙华侨绝大多数华侨华人从事的主要行业一览： 

 

（1）中餐业，（2）服装加工业，（3）服装及百货批发业，（4）小商品零售业，（5）酒吧业，（6）面包连锁

店，（7）蔬菜水果连锁店，（8）点心店，（9）食品店，（10）中国货行，（11）旅行社，（12）家庭式小旅馆，

（13）房地产中介公司，（14）理发美容店，（15）按摩店，（16）中文学校，（17）媒体报社，（18）移动电

信通讯服务公司，（19）旅游导游服务公司，（20）律师代书服务公司， （21）进出口贸易公司。每个行业的从

业人数以及占全体华侨的比列，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 

 

 

2).目前处于工作状态的西班牙华侨协会名单： 

注：下列协会排名次序与其重要性和影响力无关，按收集资料的时间先后排列。资料收集截止 2017 年 9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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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协会名称      协会会长／主席团主席 

(1)     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       毛峰 

(2)     西班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徐松华 

(3)     巴塞罗那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陈志荣  

(4)     西班牙温州同乡会       刘继东 

(5)     西班牙青田同乡会       倪晔敏      

(6)     西班牙华人企业联合会      黄志坚 

(7)     西班牙中西商会       王绍基     

(8)     巴塞罗那华人商贸总会      戚显进 

(9)     西班牙温州总商会       张树永 

(10) 西班牙浙江同乡会       戴华东 

(11) 西班牙浙江总商会*      周志文 

(12) 加泰罗尼亚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   许建南 

(13) 西班牙巴塞罗那中华总商会*     徐向宏 

(14) 西班牙华侨社团联谊总会     林传平 

(15) 西班牙巴塞罗那福建工商总会    陈庸光 

(16) 西班牙上海联谊会       周申民 

(17)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北京同乡会    韩杰 

(18) 西班牙中华妇女联谊总会     张蕾 

(19) 西班牙中华体育会       何建荣 

(20) 西班牙侨民联合会       阮龙飞 

(21) 西班牙山东同乡会       张建新 

(22) 西班牙妇女协会       叶玉兰 

(23) 西班牙华侨农贸协会      将善良 

(24) 中西文化艺术交流协会      杨若星 

(25) 多彩阳光文化交流协会      叶彰炯 

(26) 西班牙华裔文化与艺术协会     李娜    

(27) 西华青年联合会       王涛 

(28) 西班牙侨商会        金浩 

(29) 西华妇女工商总会*      王尚梅     

(30) 巴塞罗那青田同乡会*      周建虹 

(31) 巴塞罗那中餐业协会      陈胜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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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西班牙基督教教徒会      陈正波 

(33) 西班牙上海妇女会       吴毓文     

(34) 中国会         陈弘 

(35) 巴斯克华侨华人协会      杨忠敬 

(36) 加利西亚华侨协会       周建平 

(37) 瓦伦西亚华侨工商联合会     林建芬 

(38) 安达露西华侨协会       陆阿程      

(39) 西班牙文成同乡会       胡向阳 

(40) 西班牙中医针灸研究交流发展学会   张秀明 

(41) 河北商会／西班牙中华工商企业投资促进会 曹志刚 

(42) 中国与西班牙电影协会      林宇 

(43)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华人纺织制作业协会  孙思鹏 

(44) 西班牙安徽同乡会       齐正友 

(45) 加泰罗尼亚中百华商协会     林茂锡 

(46) 西班牙国际武术协会      孙涛 

(47) 西班牙古今文化交流协会     刘泽民 

(48) 加纳利群岛华侨联合会      张显龙 

(49) 西班牙摄影家协会       关捷 

(50) 西班牙华人建筑行业协会会     李贤明 

*作者担任高级顾问的华侨协会。 

 

3).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部分协会名单 （资料截止 2016 年底） 

奥地利   

    奥地利华人总会  

    奥地利浙江商会  

    萨尔茨堡奥中文化交流协会  

    欧华车导协会  

    奥地利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维也纳丝绸之路文化之家  

    奥地利妇女联合会  

    奥中科技交流协会  

    奥地利福建同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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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    

    爱尔兰华协会  

    爱尔兰福建商会  

    爱尔兰和平统一促进会  

    爱尔兰华侨华人互助中心  

比利时   

    比利时欧洲华人青年联合会  

    比利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比利时中华商会  

冰岛  

    冰岛华人华侨协会  

德国       

     巴伐利亚州华商总会  

    德国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全德华人社团联合会  

    欧洲文成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  

    德国柏林中国妇女联谊会  

    全德国华人华侨社团联合会  

丹麦       

    丹麦中华工商联合会  

    北欧广西同乡会  

俄罗斯    

    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俄罗斯滨海边区华人工商联合会  

芬兰       

    芬兰华人联谊会  

法国       

    法国华侨华人爱心会所  

    法国潮州会馆  

    法国华裔互助会  

    法国华侨华人会  

    法国青田同乡会  

    欧洲杭州华人华侨妇女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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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       

    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  

    荷兰瑞安教育基金会  

    荷兰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荷兰欧华文教协会    

捷克       

    捷克青田同乡会   

卢森堡    

    卢森堡中国经济文化交流协会 

挪威       

    挪威华人联谊会  

    挪威浙江华侨华人联谊总会  

葡萄牙   

    葡萄牙华侨华人总会  

    葡国移民政策咨询委员会  

瑞典       

    瑞典华人工商联合总会  

    北欧华人报社  

瑞士       

    瑞士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列支墩士登  

    列支墩士登中国协会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罗马尼亚瑞安同乡会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华商会  

    斯中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会  

希腊       

    希腊首届青田同乡会  

    希腊华侨华人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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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匈牙利华人妇女联合总会  

    匈牙利中国商会  

    匈牙利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  

    匈牙利华侨华人商业总会  

    匈牙利青田同乡会  

    欧洲浙江总商会  

意大利   

    意大利华人华侨参议委员会  

    意大利南部华侨华人贸易总会  

    罗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  

    意大利温州工商总会  

    意大利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意大利青田同乡总会  

    意大利那不勒斯华侨华人工商总会  

英国   

  全英华人社团联合总会 

    英国福建华商总会  

    英国依斯特本华人协会  

    《英国侨报》报业集团  

    英国浙江联谊会  

    英国东北同乡会  

波黑   

   波黑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华人华侨联合会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