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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历史 、经济 、民族和政治上的联系 ,导

致并强化了非洲地区内 、地区间 、国家间以

及非洲与其殖民宗主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

人口迁移 。目前非洲的移

民潮以地区内流动工人 、

无证非法移民 、游牧民 、边

境工人和难民为主 ,高技

能专业人员也越来越多 。

各种移民的政治 、经济 、社

会和种族背景相当复杂 。

由于共同的文化 、语言和

殖民经历 ,东 、西部非洲非

法越境行为相当普遍 ,加

之边境劳工流动 ,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内迁移与国

际迁移 、正常迁移与非正

常迁移 ,难以截然分清。

人口 、劳动力的迅速增长 ,加上经济增

长的停滞不前 ,加剧了贫困和失业 。目前
该地区劳动力以每年 2.7%的速率增长 ,

至少需要新增 750 万个工作岗位 ,才能保
持就业局势的稳定。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

家的经济自 1980年代开始呈负增长;GDP

原地踏步 ,人口每年却要增长 3%,人均国

民收入下降了 1/4。由于这个原因 ,该做

的事情没有做成 ,甚至此前几十年的积累

也坐吃山空 ,于是有人称 80年代为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失败的十年”(Adepoju ,

1996)。贫困愈演愈烈 ,绝大多数非洲人生

活水平下降。撒哈拉以南非洲现在是世界

上最贫穷的地区 , 那里的

人在 80 年代末期比那个

10 年 开始的 时候 更穷

(United Nations , 1996)。

迁移 , 不管是从农村到城

镇 ,从城镇到一国之都 ,还

是从一个国家到该地区之

内或之外的另一个国家 ,基

本上是同一组因素的产物

———机会在前面拉 ,赤贫在

后面推 。

非洲各国政府被迫通

过退休 、裁员和压缩编制等

手段缩减公共部门———最

大的就业部门;私营部门也纷纷效颦。例

如 ,尼日利亚对公职招聘———最大的雇主

———的禁令 ,可能快要解除了。这禁令弄

得全国 50多所大学和技校的学生毕业以

后只能无望地在街头闲逛。私营部门的生

产力只用得上 27%,也只有大量减员。由

于内战和政治 、经济管理不当 ,非洲国内经

济一片混乱 ,当政治 、经济和环境条件滑落



到某一临界线以下 ,非洲人觉得在自己的

国家呆不住了 ,只好远走他乡 。

因冲突而起的政治动荡是造成该地区

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政局不

稳 ,前景难以预料 ,危机一触即发。独裁政

权经常打击 、迫害 、压制学生 、知识分子和

工会领袖 ,导致专业人员和其他人员外流。

在前途未卜的民主化进程中 ,政府丧失了

能力 ,国家摇摇欲坠 ,结构调整计划首鼠两

端 ,人们失去保障 ,这些因素也引发了各种

各样的迁移 ,包括难民(Adekanye ,1998)。

过去 20年里 ,撒哈拉以南非洲上演着

一幕幕两败俱伤的战争悲剧 ,产生了大批

难民 。1969—1990年间 ,载入世界史册的

43次内战有 17次发生在非洲 ,包括安哥

拉 、利比里亚和莫桑比克发生的“非常激烈

的”内战(Schmeidl , 1996)。民族矛盾显然

是苏丹 、索马里 、塞拉利昂 、卢旺达 、布隆迪

等国产生冲突的重要原因 ,冲突源源不断

地制造出难民。各民族争夺资源和政治权

力 ,争端由此而起 ,导致了一系列后果 ,包

括人口外流 、国内流动和流亡 。卢旺达争

端的起因就是权力和土地的分配 ,土地在

卢旺达是一种奇缺资源 。而这一切背后 ,

是人口对日益贫瘠的土地造成的巨大压

力;卢旺达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

之一 。

农民手里仅有一点零星薄地 ,工作不

稳定 ,收入又低 ,他们只好给别人打工 ,或

者进城做农业以外的事情 。城里的工作机

会固然也不多 ,但这里的教育设施可使移

民子弟———将来主要的潜在外流人口———

受益匪浅 。撒哈拉以南非洲城市失业现象

越来越严重 ,而外来移民却有增无减 ,这也

是一个原因。

人口激增 、政局不稳 、民族矛盾上升 、

经济持续低靡 、严重的贫困和日益恶化的

生态条件 ,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撒哈拉以

南非洲国际移民的趋向和模式。那里的政

治动荡和经济危机使得原来的移民接收国

转而成为移民输出国。

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移民的资料

总是支离破碎 ,很不完整 。该地区最主要

的迁移形式———偷渡和跨国劳工移民 ———

总是难以追踪 ,这也说明我们须努力从多

种渠道获取数据。例如 ,关于高技能专业

人员迁移的资料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就不

如在北方移民迁入国那样容易获得。其实

许多国家在这里的大使馆都有此类移民的

档案 ,其中就有相关信息 。将这些资料来

源与人口普查以及移民专项调查结合起

来 ,就能在相当程度上丰富我们对这些迁

移的了解。

迁移的主要趋势和问题

迁移模式的变化 ,尤其是非正常迁移 、
非法移民以及贩卖人口现象的增加 ,可归

因于贫困以及不断恶化的社会环境和就业

形势。人口的急速增长和失业严重阻碍了

该地区的发展进程 ,而成为引发移民的条

件 。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迅速恶化 ,未来

前景黯淡 ,人们纷纷向国外迁移。在大多

数情况下对许多非洲人来说 ,极度贫困的

推动力和北方国家优越生活条件的吸引力

同样大(Adepoju ,1995b)。

作为家庭生存策略的迁移　迁移在非

洲向来是“家庭事件” ,现在更是如此 ,连没

有迁移的成员也密切参与其中 ,并受迁移

进程的影响 。一家人为了生存 ,会竭尽全

力帮助一个或多个成员加入劳动力迁移之

类的系统中去 ,希望这些迁移者与留在老

家的人保持密切联系 ,不时回家看看 ,经常

给家里寄点钱 。家庭也对其成员 ———通常

是长子 ,从小就教他为这类迁移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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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教育投资 , 希望从中得到回报 。

出去的人觉得自己必须把很大一部分收入

寄回家 ,养活留在老家的人 。汇款是许多

家庭维持生存 、支付其他开支的生命线 。

在塞内加尔等资源贫乏的国家进行的家庭

预算调查表明 ,家庭对外迁和汇款的依赖

非常大:30%—70%甚至 80%的家庭开销

需要靠出去的人寄钱回来支付(ILO ,

1995)。南非共和国专门为从莱索托招聘

的矿工实施了延期支付的办法 ,怕是这方

面最著名的范例 。马里(Findley et al.,

1995)和布基纳法索(Co rdell et al., 1996)

也有类似的情况 。这些国家 ,尤其是移民

家庭 ,非常需要移民们的汇款 ,因此政府就

鼓励这类劳工移民。

家庭有选择地资助迁移 ,以缓解结构

调整计划带来的巨大冲击 。这种冲击越来

越大 ,越来越深 ,移民们要支援家里那些境

况更差的成员 ,负担非常沉重 。家庭既要

满足其成员眼前生存的物质需要 ,又要给

他们一个有希望的未来 ,在罗网中苦苦挣

扎 ,越陷越深(Findley , 1997)。有些国家

在实行经济复苏一揽子计划和调整措施的

过程中 ,遭遇到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

有些国家把在业人员的工资降低了

15%—75%。政府纷纷通过退休 、裁员等

手段精简公共部门———这是最大的就业部

门 ,私营部门紧随其后。于是家庭的支柱

纷纷丢了工作 ,加入了已然庞大的失业青

年的队伍(Adepoju , 1996)。工资冻结和取

消社会福利补贴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水

平。各部门全面裁员 ,各家各户都得不到

足够的工作以养家糊口。对于绝大多数家

庭来说 ,迁移就成了应付困境的最后一招。

女性移民增加　非洲过去参与长期 、

远程迁移的主要是男性 ,现在越来越多的

女性参加进来 。从传说的情形看 ,过去是

男子四处奔波找工作挣钱 ,女子留在家里 ,

而现在女性移民越来越多了 。很多妇女的

迁移是独立的 ,为了满足自己的经济需要 ,

而不再仅仅以丈夫或家庭其他成员为转移

(Adepoju , 1997)。非洲大部分地区的社

会 ,政治结构限制妇女获得贷款 、拥有土地

和生产资料 ,严重妨害了妇女的自主和自

我实现 。就在最近 ,津巴布韦最高法庭还

做了一项可笑的规定 ,妇女“在家庭里不得

算作成人 ,只可算作`未成年男子' ”(The

Guardian Newspaper , Lagos , 31 , August ,

1999)。传统的政治结构没有给妇女自主

的权利 ,她们便视外迁为逃离的坦途 。

很久以来 ,妇女的迁移受到各种风俗

的禁止 ,城市劳动市场的工作隔离和歧视

更使女子的迁移难上加难。然而近期的研

究表明妇女的独立迁移越来越多了 ,她们

当个体户或者挣工钱 ,争取经济独立(参见

Adepoju ,1997)。以科特迪瓦为例 ,尽管传

统移民迁入国的经济持续下滑 ,该国来自

布基纳法索的女移民人数却有增无减 。究

其原因 ,是因为妇女逐渐集中于非正规商

业部门 ,这个部门相对于大多数男子(如农

业劳动者 、服务业的白领等)所在的工资收

入部门 ,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较小。妇女的

这种迁移 ,切实反映了非洲家庭遭受的压

力———妇女也和男子一样 ,迁移成了她们

的生存策略 。工作越来越难有保障 ,寄给

家里的钱越来越少 ,许多家庭越来越依靠

妇女及其农耕劳动得以支撑(Findley ,

1997)。

迁移发生了变化 ,其中包括女性移民

的增加 ,而且她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独立

迁移。国境线不能限制这种迁移:尼日利

亚 、加纳 ,甚至坦桑尼亚的一些职业妇女都

在参与跨国迁移 ,常常把丈夫留在家里照

看孩子 。女护士和女医生应聘到沙特阿拉

伯工作 ,更有些人看中了美国的高工资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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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工作一段时间 ,攒下一点积蓄 ,缓解家

里困窘的经济状况。还有些人带着孩子赴

英美学习 ,因为尼日利亚的教育系统已经

整个崩溃了(Adepo ju , 1995b)。这种新现

象构成撒哈拉以南非洲性别角色的一大变

化。

妇女参与国际迁移 ,把丈夫留在家里

看孩子 ,这种新现象标志着性别角色的转

换。不久以前是只许男性家庭成员迁移 。

南部非洲国家越来越多的妇女从农村迁往

城市 ,但莱索托还是个例外 。莱索托男子

往返于南非 ,女子则在家留守 ,保住家里的

土地 。男子迁往别处 、掌门的男子离异或

死亡 ,于是出现了由女子掌管的家庭和单

亲家庭。这种家庭的女子既要工作又要管

家 ,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人才流失与人才获得　撒哈拉以南非

洲国家自独立以来 ,就大力投资扩大高等

教育 ,培养人力资源。尽管该地区新大学

如雨后春笋 ,但很少有能开出研究生课程

的 ,科学 、技术和工程方面尤其薄弱 。近年

来合格毕业生人数大大增加 ,却少有人能

在大学里谋个长久的职位 。于是每年有数

千大学毕业生到北方国家读研究生 ,很多

人学成之后就留在那里了 。

1960年代非洲就曾发生过高技能人

才的流失 ,那时非洲国家正在史无前例地

发展教育(Fadayomi , 1996)。后来的外流

是经济 、社会 、政治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 。乌干达的高技能人才资源流失得最

多也最快 ,教育水平高的人和专业人员被

迫向肯尼亚 、南非 、博茨瓦纳 、欧洲和北美

迁移 。索马里 、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的大

学毕业生出于同样的原因 ,也纷纷到国外

找工作。导致这些国家人才外流的局面

———工作中得不到满足 、没有奖励效率的

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恶化

———波及肯尼亚 ,使肯尼亚大学毕业生通

常要花上 3年的时间才找得到一份工作。

现在情况更糟糕了 ,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

大批前往南部非洲国家 ,最近大多向博茨

瓦纳迁移。坦桑尼亚 、乌干达和肯尼亚限

制和禁止专业人员和公务员旅行 ,企图以

此减少外流 ,结果未见明显成效(Oucho ,

1995)。

70年代各行业资质高 、经验丰富的工

人和专业人员 ———医生 、伞兵急救人员 、护

士 、教师 、讲师 、工程师 、科学家和技术员

———纷纷从津巴布韦 、赞比亚 、塞内加尔 、

加纳和乌干达流入南非共和国和非洲以外

的地方 。向欧洲 、北美和中东产油国的流

动自 80 年代多了起来(Adepoju , 1991a ,

1991b)。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 ,由于

非洲国家的经济危机 ,每年大约有 2.3万

名合格的学术研究人员从非洲流失 ,寻求

较好的工作条件。仅美国一国估计就雇用

了 1.2 万名尼日利亚科研人员(World

Bank , 1995)。经济停滞对非洲大学造成

的最大冲击是高等教育拨款萎缩 、科研人

员工资降低 、研究经费越来越少 、学生的不

满越来越大。

曾经是非洲劳动力输入国(加蓬和科

特迪瓦)和移民目标国(津巴布韦和尼日利

亚)的国家 ,如今政治和经济都出现危机 ,

不仅吸引不了移民 ,连本国公民也开始向

外流动了。近年来 ,非洲的人才外流逐渐

变成了非洲国家内部的人才交流或人才获

得 。主要的人才输入国有加蓬 、博茨瓦纳

和南非共和国(Logan ,1999)。

移民中的贩卖人口现象　青年是非洲

的有生力量。未来几十年里非洲的人口将

明显年轻化 ,如果政府不下大力气改变目

前的经济形势 ,他们就只好在经济不稳定 、

困窘和匮乏中成长 。两种制度都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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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理想 ,他们烦恼不堪 、左右为难 ,

摆在面前的选择就那么几种:学一门手艺 ,

或者种地 ,或者上学然后排长队找工作 。

大多数青年 ,不论是想上大学还是想挣工

资 ,迁移的时候总是瞄准城市 ,再从城市到

外国 。这样的迁移对于少数人来说是为了

混得更好 ,而绝大多数人则纯粹是为了生

存。就说莱索托 ,拥有耕地的家庭屈指可

数 ,年轻人为了找点别的工作 ,纷纷离开农

村。他们大多去南非当了矿工 。

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形势的急转直

下 ,严重挫伤了家庭满足其成员基本需求

的能力。造成的后果之一 ,就是家庭对年

轻人的管束削弱了 、破碎了 ,年轻人东游西

逛 ,几个月连一份报酬极低的工作也找不

到。他们走投无路 ,很多人轻而易举就上

了骗子的当 ,在贩卖劳动力的人口贩子和

冒牌公司的帮助下 ,冒着生命危险踏上凶

险的旅程 , 前往北方国家寻找虚幻的绿

野。 　

非法移民中贩卖人口的案例原来是极

为罕见的 ,现在却呈增长趋势 ,因为年轻人

现在为了进入欧洲 ,什么风险都敢冒 。单

个的偷渡者舍命登上驶往南欧的轮船 ,最

近甚至上了开往东亚的船 。不择手段的经

纪人也从绝望的青年身上渔利 ,许诺将他

们从西非送往意大利 、西班牙和法国 。而

这些青年大多数实际上只到了达喀尔;有

些人即使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也是马上或

不久就被发现 ,并被驱逐出境。1996年 5

月 ,人口贩子以待遇优厚的工作为诱饵 ,骗

200名肯尼亚人上了钩 ,结果他们刚到沙

特阿拉伯就给抓住了(Adepoju , 1996)。报

纸上也报道过从尼日利亚东南部向赤道几

内亚和加蓬贩卖儿童和少女的事件 。1999

年 7月 ,一名多哥女子在向科特迪瓦的农

场和种植园偷运 8名儿童时被截获 。尼日

利亚的一条新闻列举了历年被贩卖到加蓬

的男女儿童 。这篇报道说 ,尼日利亚移民

服务局 1994年 3月解救了 51名被运往加

蓬的儿童。1996年 7月 ,73名十几岁的少

年从人口贩子手里获救 。1999年 8月 ,一

艘开往加蓬的破船在途中被截获 , 33名儿

童获救(The Guardian New spaper , Lagos ,

7 , August , 1999)。

1999年 5月底 ,数百名索马里人每人

交了 4 000美元给骗子 ,企图乘船非法偷

渡到澳大利亚。据报道 ,这些骗子中有澳

大利亚人 。这件事并非绝无仅有。不久 ,

又一批索马里人乘船经也门偷渡去沙特阿

拉伯 ,中途被截获 。8月中旬 , 20多个青年

男女在尼日利亚和贝宁边界被截获 ,他们

身上带着假证件 ,打算途经摩洛哥前往西

班牙 。他们称每人付了 7 万奈拉(naira ,

尼日利亚货币单位 ———译注)给人贩子 ,购

买护照和证件 ,而尼日利亚公职人员每月

最低工资仅为 3 000奈拉(32美元)。

1999年 8月初 ,两名偷渡的几内亚男

孩 ,年纪分别在 14岁和 15岁 ,身上带着一

封法文信 ,上面写着:

　　　　大人们 、先生们 、欧洲的成员和官员们:

我们怀着荣耀和信心给你们写这封信 ,向你

们诉说 ,我们 ,我们这些非洲孩子 , 此次旅行

的目的和我们遭受的苦难。我们请求你们

发发慈悲 , 联合起来拯救非洲。 救救我们 ,

我们受尽了煎熬。救救我们———我们饱尝

战乱 、疾病 , 却吃不饱肚子。我们有学校 , 但

没有教育 ,没有老师……我们非洲青年请求

你们建立一个切实有效的大型组织 ,使非洲

真正进步。我们请求你们像爱你们美丽的

大陆一样爱我们的土地 , 像爱你们的人民 、

你们的家 ,尤其是像关怀 、爱护你们自己的

孩子一样爱我们。如果你们发现我们拿生

命冒险 ,牺牲了自己 , 那是因为我们在非洲

受的苦太多了 ,我们需要你们为消除非洲的

贫穷和战争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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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莫桑比克米郎哥探亲的人们在马拉维的姆旺扎等公共汽车。 Sebastiao Salgado 摄影/Ama-

zonas/Contact Press Images供稿。

　　信中最后一句不幸而言中 。他们没能

活着完成这次旅程———他们偷渡的比利时

飞机到达布鲁塞尔时 ,人们在起落架里发

现了他们的尸体 ,冻僵了 、压扁了。

地区经济联盟与劳动力流动

次地区经济联盟的形成 ,在一定程度

上与这些地区过去的单一社会颇为相似 。

因此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通

过的第一项草案就是《人员自由往来草

案》 ,再度开启了一个成员国公民自由往来

的时代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是 1975 年

成立的 ,旨在促进 16个成员国之间的自由

贸易 ,强化生产因素的自由流动。类似的

联盟还有 1964 年成立的中非海关和经济

联盟 ,肯尼亚 、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于 1967

年建立的东非共同体(EAC), 1976 年成立

的大湖经济共同体(CEPGL), 以及 1977

年建立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

AS)。此外 , 1981年建立了东部和南部非

洲贸易特区(PTA);1994年建立了东部和

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取代东部

和南部非洲贸易特区;1980年成立了南部

非洲发展合作大会 ,后来成为南非发展共

同体和非洲小岛国联盟(又称印度洋委员

会)。

这些经济联盟大多以某一个国家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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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为主 ,人口也主要是向有限的几个成员

国流动———南部非洲发展合作大会以南非

共和国为主 ,中非海关和经济联盟是加蓬

唱主角 ,在西非经济共同体(CEAO)是科

特迪瓦 ,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是尼日利

亚 ,在大湖经济共同体则是刚果 。某些地

区性组织的章程里包括人员 、居住和设施

的自由流动 ,但真正实施的极少 。只有西

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广泛实行了人员的自由

流动 ,但对居留和建业的权利则不大热心

(参见 Adepoju ,1998a;Afolayan ,1998)。

地区和次地区的双边和多边合作联盟

可能极大地影响劳动力的流动 。次地区经

济联盟在协议中规定了技术劳动力有在成

员国之间自由流动和安家立业的权利;这

种联盟有利于地区内劳动力的流动 ,帮助

该地区自力更生 ,寻求发展 。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的经济整合 ,能够长远刺激该地

区内劳动力的流动 。政治长期动荡 ,经济

贫弱破碎 ,在这种形势下 ,地区和次地区的

经济组合是头等大事 。2025 年成立非洲

共同市场的备忘录通过了 ,这是整个非洲

走向统一的一个里程碑。由于许多国家对

于自由迁徙的原则各执一说 ,又不愿修改

国内的法律和管理办法 ,因此有必要协调

各国与地区和次地区协议相冲突的法律 。

为了促进地区整合与合作 ,还需申明移民

的安家立业权利 ,以及接收国的义务。

迁移的不同目标

经济局势不稳定 ,迁移的模式便多了

起来 。原先大家都往城市迁移 ,现在则迁

往国外的越来越多。同时 ,全球经济下滑 ,

以传统移民迁入国为目标的迁移受到政治

和经济的种种制约 ,外迁者的才智受到严

峻的考验 ,他们被迫把目光转向越来越多

的其他地方(Findley , 1997)。近些年非洲

人的迁移变得越来越多样和随意;移民中

许多人不再遵循老式的劳动力迁移模式 ,

而是更广泛地寻找目的地。非洲经济局势

不稳 ,越来越多的人采取循环的迁移方式 ,

或者临时迁移到许多不同的地方 ,包括那

些与迁出国没有什么政治 、经济联系的国

家 。经济疲软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作机

会减少 ,海湾国家便成了最吸引高技能专

业人员的地方 。但是这些国家近些年也出

现了经济危机的迹象 ,结果博茨瓦纳和南

非共和国又成了诱人的地方 。国内经济形

势不稳定 ,高技能专业人员被迫出国 ,他们

发现除了欧洲 、美国和海湾国家以外 ,新的

南非共和国以及经济蓬勃兴旺的加蓬也是

不错的去处(Adepoju , 1995a ,1995b)。

拿萨赫尔地区(撒哈拉南部边缘的半

沙漠地区 ,从毛里塔尼亚到乍得 ———译注)

来说 ,路线复杂 、方式各异的迁移已经取代

了传统的季节性 、循环性迁移模式(Find-

ley ,1997)。人们从马里和布基纳法索迁

往法国 、科特迪瓦和加蓬 ,从塞内加尔迁往

法国 ,从埃及迁往海湾国家 ,又有人从邻国

迁入 ,填补迁出的人留下的空缺。结果便

出现了一种步骤性迁移模式 ,先从农村到

城市 ,再从城市到国外 。这些移民学会了

一套复杂的入境和找工作的策略 。非洲内

部的跨国迁移 ,在时间和目的地的选择上

也灵活多了 ,移民们认为跨越国境与国内

旅行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

从劳工移民到商业移民　长期以来 ,

马里人主要是作为劳工迁移到法国 ,在那

里做佣人。现在情况变了。很大一部分迁

至科特迪瓦 、法国马赛和罗马的塞内加尔

人可以归入商业移民一类。大部分人在寻

找原先没什么人去的目的地 ,这些地方与

他们的祖国没有语言 、文化和殖民历史的

联系:先是赞比亚 ,后来那里的经济崩溃

135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移民问题及最新趋势



了 ,南非共和国的种族主义政权刚倒台 ,人

们又涌入南非。也有人去意大利 、葡萄牙 、

德国 、比利时和西班牙(Adepoju ,1995b)。

欧洲移民的处境每况愈下 ,当地居民

和媒体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排外 ,反移民的

政党声音越来越大 ,越来越受欢迎 ,看到这

种情况 ,一些人便远渡大西洋 ,到美国寻找

更绿的家园 , 到了那里以做小买卖为主 。

叙费兄弟会在塞内加尔原是种花生的 ,那

时花生是该国的主要经济作物 。后来土地

越来越贫瘠 ,这些农夫开始从塞内加尔迁

出 ,先是去法国 , 80年代开始去美国 ,在美

国经营小本商业。80 年代初操法语的非

洲人第一次大批涌入纽约(Enbin , 1996),

在街头做流动小贩 ,躲过城管部门的骚扰 ,

在纽约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他们一安顿下

来 ,就引来了其他移民。

南部非洲的诱惑 　1994年南非共和

国对外开放 ,移民立刻从尼日利亚 、塞内加

尔 、塞拉利昂 、扎伊尔 、肯尼亚和乌干达等

地蜂拥而至。这几个国家的一些公民早在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时期就偷偷进入了南非

名义上独立的居留地 。那时人数不多 ,而

且处于地下状态 ,大多是有一技之长的专

业人员———教师 、大学教授 、医生 、律师 、护

士和工程师。这使他们有别于来自南非周

边国家如莱索托 、斯威士兰 、博茨瓦纳 、马

拉维和莫桑比克的移民 ,那些人大多是没

有什么技术的矿工和农民。 1991 —1994

年间 ,扎伊尔的商人和学生也纷纷涌入南

非 ,他们自己的国家经济 、政权和社会几近

崩溃 。种族主义政权倒台之后来自塞内加

尔 、尼日利亚 、塞拉利昂等国的大批移民主

要是街头小贩和商人 ,他们企图在新共和

国相对繁荣的市场上占一席之地(Bouil-

lon ,1996)。

后来 ,南非的黑人发火了 ,他们不能容

忍来自非洲其他国家的移民 ,当地人和一

些政治家呼吁逮捕和驱逐所谓的非法移民

———他们的非洲同胞 ,有些人的祖国曾经

庇护过南非独立战士 ,尤其是执政党非洲

人国民大会的成员。1994年 ,新政府驱逐

了 9.1万非法移民 ,大部分(75%)是莫桑

比克人。其他被驱逐的人来自尼日利亚 、

塞拉利昂 、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这比前

三年种族主义政权统治时期驱逐的非法外

国人还要多得多(1990年 293 人 , 1992年

83 109 人)。1996 年 ,遭驱逐的非法移民

由 1995 年的 157 695 人上升至 181 230

人 。据估计 ,非法住在南非的津巴布韦人

约有 30万 ,其中每月有数千人被驱逐出境

(M fono ,1998)。

1994年 ,政府与全国矿工工会联合发

起了一些计划 ,先给移民工人以地区和全

国的选举权 ,后来又给了他们公民权。9

万原莫桑比克难民和 12.4万自 1986年就

居住在南非共和国的南非发展共同体国家

国民 ,特别是莱索托国民 ,获得了居留权。

另有 5.1万矿工获得了对《1996年外国人

控制法》的豁免权(M ilazi ,1995)。到 1999

年 8月底 ,1985—1992 年间进入南非的约

30 万莫桑比克移民和难民获准得到永久

居留权 。

《国际移民绿皮书》将移民分为 3类:

永久性移民 、技术移民和寻求庇护的难民。

颁发给移民的工作许可证上规定了移民在

该国停留的时间。人们责怪移民造成了本

国公民的失业 ,给工会为合理提高工人工

资的努力增加了难度;还把犯罪往移民身

上推。南非的排外反应由来已久 ,可以一

直追溯到种族主义政权统治时期生成和发

展的白人与黑人间的暴力文化。由于犯罪

率上升 ,白人纷纷迁出南非 ,而整个一代黑

人国民没有技术时代所需要的技能 ,根本

无法雇用 ,南非显然非常需要高技能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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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填补白人留下的空缺 。目前从学校毕

业的南非青年只有 7%能找到工作 ,整个

劳动力中估计有 40%的人没有工作 ,他们

大多数是黑人 ,较 1980 年的 30%又有所

升高。多年的经济制裁导致经济增长缓

慢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就业严重萎缩。

单是为学校的新毕业生创造工作机会 ,就

需要经济以 7%的速度增长 。理性化政策

和具体就业机会的本土化 ,必然减少对外

国工人的需求。

博茨瓦纳现在已经成为接收移民的大

国。该国经济繁荣 ,政治稳定 ,过去十年经

济保持稳定快速的增长 ,于是吸引了加纳 、

赞比亚 、津巴布韦 、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的高

技能专业人员。他们大多在私营部门和大

学里工作 ,得益于 9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的

宽松的居留和入境法律。然而就业本土化

的政策一旦在教育部门实行 ,就意味着要

淘汰大学里的外籍人员 ,外国人便没有工

作保障了 。

传统移民接收国的力量变化　加蓬是

个小而富的国家 ,国内劳动力主要由合同

工和移民组成;大部分移民来自马里 、赤道

几内亚 、尼日利亚 、塞内加尔 、贝宁 、喀麦隆

和多哥。近 1/4挣工资的人是来自非洲和

欧洲的移民。由于战乱和政治动荡 ,这些

年有成千上万的移民在不正常情况下从布

隆迪 、卢旺达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刚果到加

蓬找工作 ,希望日子能好一点 ,保障能多一

点。然而失业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经济活

跃的人口中失业率达到 20%左右 ,政府赶

忙制定了就业机会本土化的政策。1991

年发布了总统令 ,针对城市里不断上升的

失业率 ,总统令规定要保障国民的就业机

会。1994 年 9 月 , 政府为了实施劳动力

“加蓬化”的政策 ,颁布了法律 ,要求外国人

注册登记 ,并交纳居留费 ,否则须于 1995

年 2月之前离境 。期限到达 ,约 5.5万外

国国民被驱逐出境 , 1.5万人取得合法居

留权(Le Courier , 1997)。

科特迪瓦由于其富饶的自然资源 ,多

样的出口农业和种植经济 ,一直吸引着该

地区的移民 。科特迪瓦本国劳动力不多 ,

大约 1/4挣工资的劳动力是外国人。该国

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统根本不把殖民国家随

意划定的国界放在眼里 ,鼓励周边穷国向

科特迪瓦移民 。来自布基纳法索 、马里 、尼

日利亚 、利比亚 、塞内加尔和加纳的移民悄

悄潜入 ,遍布科特迪瓦的种植园 ,或者到人

家帮佣 , 这是本国人看不上的工作 , 1965

年移民占科特迪瓦全国人口的 17%, 1975

年占 22%, 1988 年占 28%, 1993 年占

25%。到 1995年 ,科特迪瓦的 1 400万人

口中 ,有 400万是移民(Toure , 1998)。接

着 ,经济滑坡 ,本国年轻人失业率上升 ,政

府根据这一情况制定了新政策 ,开始对外

国人进行登记 ,给他们发特别身份证;人们

普遍认为将来的趋势是驱逐非法移民(以

现在的划分为标准)。

难民　非洲难民数目庞大 ,成因复杂 ,

其处境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人间悲剧 。撒

哈拉以南非洲是最穷的地区 ,那里的难民

从最不发达的国家流落到同样不发达的国

家 ,到处是饥荒 、战乱 、干旱和政治动荡。

撒哈拉以南非洲 17 个国家饱受内战的蹂

躏 ,产生了 600多万难民 ,另有 1 700万人

在本国流离失所(Adepoju ,1999)。

这一地区的难民有几个重要的特点。

一是流动快 ,难以预测:产生难民的老问

题 ,例如莫桑比克的问题刚刚解决 ,新问题

又冒出来加重难民危机 ,如利比里亚 、卢旺

达 、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比绍等国的问题。

第二 ,那些产生大批难民的国家 ,同时也为

邻国的难民提供避难。这些难民通常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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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贫穷的地方 ,逃难又逃到同一地区同样

贫穷的国家。所有的难民实际上都被困在

这一地区 ,首先向他们伸出援手的 ,还是他

们的非洲同胞———这一过程是由难民和避

难国人民之间的种族和家族联系决定的 。

这种代代相传的热情好客习性 ,如今已经

不堪重负了。

过去数年又出现了新的难民国家(利

比里亚 、卢旺达 、刚果民主共和国 、几内亚

比绍 、塞拉利昂)。卢旺达近来的野蛮屠杀

和似乎是有组织的种族灭绝 ,使那里难民

的处境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 。据估计 ,约

有 100万卢旺达难民进入了扎伊尔 、坦桑

尼亚甚至布隆迪各地 。传统的难民发源地

———厄立特里亚 、苏丹 、埃塞俄比亚和索马

里———仍在成千上万地制造难民。马拉维

一穷二白 ,却是最大的难民接收国之一 ,从

莫桑比克接收了 91 万难民(占其人口的

1/10)。

寻求避难所的人并不总是跨越国界:

许多人为了逃避迫害和暴力 、自然灾害 、干

旱 、生态问题和内战 ,虽没出国 ,却也流离

失所 。这些人里有儿童 、妇女和老人 ,大多

来自农村 。

新世纪展望

许多因素表明 ,新世纪里撒哈拉以南

非洲外迁移民可能增加。随着政治和经济

危机进一步加重 ,难民和非法移民的数量

和影响都将扩大 。结构调整和目前的经济

滑坡也将加速人口外迁。该地区将有更多

非正常移民。贫困 、失业和社会经济缺乏

保障日益深重 ,国内移民中的一部分可能

先成为城市地区的移居者 ,然后成为非法

移民 ,跨越国境进入相对繁荣的国家。

经济的复苏 、生活水平的提高 、穷人的

生存 ,关键在于疗治当下的经济弊病 ,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尤其如此;否则 ,有效 、可持

续的发展就只是水月镜花。但是这个目标

尚遥遥无期。在战乱中不可能出现有意义

的发展。经验向该地区的许多国家表明 ,

没有和平与稳定 ,就不能吸引投资 ,只会导

致资本外逃;经济单一只会导致人口以各

种方式外迁 ,不论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

阻止人口外流有一个老生常谈的办

法 ,值得一提再提:帮助穷国发展国内就

业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连年困难 ,

移民人数于是增加 ,北方国家与这一地区

之间巨大的经济落差更使人趋之若鹜 ,入

境条件和入境控制再严格 , 也无济于事。

经验表明 ,凡有这种巨大差别的地方 ,移民

潮 ———正常移民和呈增长趋势的非正常移

民 ———总是从穷国流向富国 。就拿撒哈拉

以南非洲来说 ,南非共和国的人均收入数

倍于莫桑比克 ,尽管两国的国境线上拦了

电网 ,仍有非法移民拼着性命也要进入南

非 。

上文提到最近发生的那两个男孩的惨

剧 ,说明非洲贫穷国家的问题亟待解决。

比利时外交部长读了那封信深受感动 ,说

要把这封信送给欧洲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

看 。比利时合作与发展部部长说 ,这封信

“证实了许多非洲青年的惨痛处境” 。内务

部长说 , “这是感人至深的请求 ,请求我们

对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的男女担负起我们的

责任” 。比利时政府出资运回两名男孩的

遗体 ,他们在科纳克里受到了英雄般的迎

接(Guardian Newspaper , Lagos , 5 , August ,

1999)。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 、经济和政治

局势表明 ,如果失业 、不平等和贫穷继续恶

化 ,未来几年那里的移民可能继续增加。

由于公共部门和正规私营部门大量裁员 ,

非正规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已经到

了极限 。如何为上百万受过教育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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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生产就业机会 ,这是新千年里最大的

挑战 。这些年轻人不是混战一场争夺正规

部门的工作 ,就是加入越来越长的外迁行

列 ,随时准备偷越国境 , 随便什么地方都

去 ,随便什么杂活都干 ,只是离自己的祖国

越来越远 。在莱索托那样的国家 ,要加强

男孩子的教育。那里的人向来把女孩留在

学校读书 ,而让男孩准备当矿工 。现在情

况变了 ,南非不需要那么多非技术男性劳

动力了。

由于移民迁入国经济条件恶化 ,本国

公民失业率上升 ,移民便成为驱逐的对象。

近几个月加蓬和南非共和国已经开始收容

和驱逐非法移民 。偷渡客便想办法通过中

间国家前往新的目的地———南欧 、美国 、中

东和亚洲 。非洲国家应该多向公民宣传关

于国外入境 、居留和就业的规定和规章 。

塞内加尔和马里就在处理移民事务的相关

部门开设了信息和咨询部 ,这种做法值得

效仿。

如果撒哈拉以南非洲数国的经济形势

和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恶化 ,下一个十年中

正常和非正常的劳工移民人数会更多 。同

样 ,人才交流和妇女迁移也将加速从贫穷

国家向该地区富裕而劳动力短缺的国家流

动 ,尤其是加蓬 、博茨瓦纳和南非共和国。

政局不稳 、民族冲突和内战也将产生大批

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然而 ,加纳和乌干

达政治和经济氛围好转 ,于是吸引了外迁

人口的回转和新移民迁入。尼日利亚复苏

经济 、稳定政局的努力也有了成效 ,专业人

员和逃避独裁军事政权的避难者开始回

流 。其他国家应以此为榜样 。

〔黄　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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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巨大的 、出乎意料的移民运动出现在

该地区:第一种 ,在该地区内部前所未有的

跨国人口流动;第二种 ,地区外人员入境;

第三种 ,过境前往西方的过境移民 。这三

种现象对正经历移民潮的这些国家有着直

接的 、有时是重大的影响 ,激发了它们政治

上的特殊反应。

〔祝东力译〕

独联体近期移民趋势

　詹娜·扎扬柯夫斯卡娅

　　本文根据官方统计资料和相关研究成

果 ,考察了前苏联在 90年代初解体之后独

联体(CIS)移民模式的变化 , 并且分析了

造成这些变化的种种因素 。本文内容不仅

包括独联体各国之间的迁移 ,而且包括它

们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迁移 。本文特别

关注俄罗斯族和其他族群的回归 、难民和

流民的被迫迁移 、劳工移民流 、非常规移

民 ,以及被逐民族的回归等等 。

〔李存山译〕

从土耳其的过境移民

　看国际移民体制的政治学

　阿赫梅特·伊斯杜伊古

　　自 20世纪 60 年代初以来 ,移民一直

是西欧国家与土耳其的关系的显著问题 。

80年代和 90年代 ,过境移民和难民庇护

成为主要的迁移问题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成为争论的热点 。本文以此为背景 ,对土

耳其境内的过境移民和难民群进行了考

察 ,对土耳其与欧洲之间形成迁移 、庇护和

难民体制的更广阔的背景进行了评价 ,并

将过境移民问题同正在发展的全球化联系

在一起 。本文还对过境移民与国际移民政

治的联系进行了探讨 ,为此而认真考察了国

际移民体制的政治方面。“体制”一词可宽

泛地解释为一定利益运作并能够分配权力

和利弊的一种规范系统。文章认为 ,人员流

动的全球化已经对国际移民活动在一种国

际规范系统内的扩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张大川译〕

亚太地区跨国移民之动向

　罗纳德·斯凯尔顿

　　本文在叙述了古代亚太地区的人口流

动现象后 ,主要关注近半个世纪的移民状

况 。移民的原因被归结为四种:目标国的

移民入境政策;外部强权的干预;中东的发

展;以及东亚 、东南亚和南亚自身的经济开

发 。从经济 、社会和政治方面讨论了最近

以来人口流动的主要影响。当前 ,亚洲移

民的问题主要是全球化时代的主权受到挑

战以及跨国社群的出现 ,还有非法移民也

是亚洲政府特别关心的问题。情况表明 ,

东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的经济衰退对该地

区人口流动的影响甚微 ,跨国移民将继续
成为亚太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因之一。

〔祝东力译〕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移民问题

　及最新趋势

　阿得兰提·阿得泊鞠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迁移具有多种形

态 ,最常见的是地区内迁移 ,这些移民包括

移民工人 、非法移民 、游牧民 、边境工人 、难

民和高技能专业人员。由于该地区社会—

经济和政治局势的恶化 ,迁移模式也发生

了变化 ,尤其是非正常迁移增加 、迁移路线

多样化 ,移民中出现贩卖人口的现象。男

性的迁移有选择且得到资助 ,女性自主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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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越来越多 ,表明迁移已经成为一种生存

策略 。地区内的人才流动越来越多 ,尤其

是流向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地区;劳工移

民日益为商业移民所取代 。由于北方国家

移民法越来越严格 ,移民们开始在本地区

寻找去处 。人口的迅速增长 、经济低靡 、战

乱 、政局不稳 、贫困蔓延和失业增加 ,都表

明未来几年移民 ,包括难民 ,可能继续增

加。如果齐心协力协调国家法律和地区 、

次地区协议 ,次地区经济联盟有可能促进

地区内的劳动力流动 。

〔黄　觉译〕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际移民动向

　阿德拉·佩勒格里诺

　　本文考察了近几十年的国际移民动

向 ,强调了拉美次大陆在以往 50年间移民

过程的特别之处 。本文论述了拉美地区内

移民运动的主要特点 ,以及 20世纪后半叶

的一大景观 ,即愈来愈多的移民流向美国。

最后 ,作者探讨了国际移民的增加同人口

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 ,政治暴力对

移民的影响 ,以及作为移民之首要原因的

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作用。

〔李存山译〕

NAFTA体系下的国际移民和劳动力

　灵活性

　亚利山得罗·Ⅰ·卡那勒斯

　　本文为探讨 NAFTA体系下经济一体

化对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移民的规模 、成分

和形式可能带来的影响 ,提供了一个分析

框架 。我们以为 ,对移民的可能影响 ,不来

自 NAFTA之中 ,而是来自其背后的生产

运作的变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墨西哥

和美国采取了各种形式的劳动力灵活性策

略 ,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变化 ,而新形

式的移民恰恰反映了这种变化。无论是墨

西哥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还是美国实

行的经济结构调整 ,都在经济和产业的日

益一体化进程中 ,推动了两国间贸易关系

的重组 。从这个意义上讲 ,北美经济组织

内部劳动力的流动 ,实际上更取决于各国

以及共同体内工作过程之间 、劳动力市场

之间的联系 ,而非一体化进程本身。

〔王　佩译〕

国际移民、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

　劳尔·乌尔苏亚

　　社会科学若要在制订国际移民政策方

面发挥更广泛的作用 ,需面对几个问题。

社会科学的这一新任务牵涉到两大过程:

一是全球化;二是人权之在全球获得普遍

承认。两者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政策的抉

择产生影响 。新近的研究工作已经证明:

有人认为自南向北的迁移与贫困直接相

关 ,许多政策建议也源于这一认识 ,但事实

却不是这样 。作者指出 ,政策建议和研究

发现相矛盾 ,因为移民政策倚重经济理论。

但经济学其实并未虑及相关社会 、政治和

文化因素的复杂性质 ,而这些因素当然也

影响到移民的动机和迁徙过程。故而作者

提出组织多学科的理论研究 ,认为这应当

有助于设计较为有效的政策 。本文也主张

区分知识的概念性应用和工具性应用 。

〔陈　思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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