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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马格里布移民问题及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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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马格里布移民的复杂性在于它的双重流向: 一方面是马

格里布国家向欧洲国家的移民ꎬ 另一方面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向马格

里布国家的移民ꎮ 因此ꎬ 马格里布移民问题与地中海北岸的欧洲和撒哈

拉以南的非洲联系密切ꎬ 是一个超越国界和洲际的全球性问题ꎮ 马格里

布移民问题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原因ꎮ 移民对马格里布国家的

影响具有双重性ꎮ 欧洲国家和马格里布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ꎬ 努力消除

移民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ꎮ 鉴于马格里布移民问题的复杂性ꎬ 迫切需要

各利益攸关方展开多层次、 多方位的合作ꎬ 制定超越国家的区域性和全

球性治理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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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可以简单定义为 “所居住的国家不是其出生地或国籍所在地的人”ꎬ
这也是国际上用于统计移民存量 ( ｔｈｅ ｓｔｏｃｋ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的概念ꎮ① 移民有合

法与非法之分ꎮ 顾名思义ꎬ 合法移民是被居住国正式授权、 符合法律的迁移ꎬ
而非法移民 (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是指到另一个国家居住时采用了违法的手段ꎬ
包括伪造证件、 逾期滞留并有犯罪行为等ꎮ 但由于各国的法律不尽相同ꎬ 所

以国际上更倾向于使用 “非正规移民” (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一词ꎮ② 实际上ꎬ
非正规移民包括前述的非法移民ꎬ 还包括那些虽然具有合法的居留身份、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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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也采用非正规移民指代非法移民、 非授权移民和非正规的外国工人、 甚至难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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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逃避税收却在非法部门工作的外国移民ꎮ 后者也可以被称作 “非正规的

外国工人 (ＩＦＷꎬ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ꎮ①

目前ꎬ 引起世界高度关注的不是全球比例尚小的合法移民ꎬ 而是愈演愈

烈的地中海区域的非正规移民和难民问题ꎮ 在其身份尚未被确认之前ꎬ 难民

可以被视同非正规移民ꎮ② 自 ２０１５ 年初以来ꎬ 有 ２ ０００ 多人在偷渡地中海时丧

生ꎬ 这被国际舆论普遍称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灾难”ꎬ 欧洲国家由

此面临冷战后第二次最迅猛难民潮的冲击ꎮ③ 地中海由此成为移民问题的重灾

区ꎬ 而马格里布④国家大多与地中海接邻ꎬ 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马格里布国

家、 非洲之角甚至地中海东岸的移民前往欧洲的通道ꎮ 故ꎬ 弄清马格里布的

移民问题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地中海移民危机ꎮ
本文将通过概述马格里布移民问题的历史成因和现状ꎬ 并结合分析马格

里布移民问题及其对马格里布国家的影响ꎬ 进而探讨涉及马格里布国家、 以

欧洲为主的地中海地区和整个非洲的移民治理方案ꎮ

马格里布移民问题的历史形成

马格里布移民包含两股流向: 一是从马格里布国家流向欧洲国家的移民

(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ｓ)ꎻ 二是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甚至包括东非之角) 流向马格里

布国家的移民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ꎮ 马格里布移民问题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ꎮ
(一) 流向欧洲的移民

马格里布地区向欧洲移民的问题至少可以追溯至 ７ 世纪阿拉伯人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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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 (Ｒｅｆｕｇｅｅ) 是指因灾难 (自然的或人为的) 而离开原居住地或国家的人ꎬ 与移民的定义

不同ꎬ 但都是一种迁徙ꎮ 本文不讨论难民问题ꎬ 但地中海地区的移民与难民是经常交织在一起的ꎬ 所

以文中提到的移民问题多少包含了难民问题ꎮ
方华: «难民保护与欧洲治理中东难民潮的困境»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４ 页ꎮ
“马格里布” (Ｍａｇｈｒｅｂ) 一词源于阿拉伯语ꎬ 意指 “西部”ꎬ 是阿拉伯人于公元 ６３９ ~ ６４２ 年

征服埃及之时对埃及以西地区的称呼ꎮ 这一词汇可以小到仅指摩洛哥一国 (摩洛哥的阿拉伯语国名即

是马格里布)ꎬ 也可以大到包括利比亚、 突尼斯、 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五国ꎮ 本文主要

是指广义的马格里布国家ꎬ 这些国家在人口、 经济、 宗教和文化领域显示一定程度的发展共性ꎮ 马格

里布五国主要是指 １９８９ 年成立的阿拉伯马格里布国家组织ꎮ 由于利比亚东部在殖民主义到来之前很多

时候是与今天的埃及连在一起的ꎬ 故历史上的马格里布是指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国ꎬ 再加

上利比亚西部ꎬ 通常又称 “大马格里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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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ꎬ 但囿于篇幅和探讨的主题ꎬ 本文试从阿尔及利亚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开

始ꎬ 再以 ２０ 世纪中叶马格里布国家的独立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来进行回顾ꎮ
１ 殖民主义时期的移民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实行了长达 １３２ 年 (１８３０ ~ １９６２ 年) 的殖民统治ꎮ 从

法国北端的敦刻尔克 (Ｄｕｎｋｉｒｋ) 到撒哈拉的塔曼拉塞特 (Ｔａｍａｎｒａｓｓｅｔꎬ 今阿

尔及利亚南部重镇)ꎬ 地中海将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分隔开ꎬ 如同 “塞纳河 (Ｌａ
Ｓｅｉｎｅ) 流经巴黎”①ꎮ 尽管始终存在身份认同的问题ꎬ 但法国人仍然用此比喻

来形容两国的密切联系ꎮ 法国政治哲学家巴利巴尔 (Éｔｉｅｎｎｅ Ｂａｌｉｂａｒ) 指出:
“自 １９６２ 以来ꎬ 阿尔及利亚和法国虽然分成了两个国家ꎬ 但两者又组建了一

个半民族ꎬ 法国人中有阿尔及利亚人ꎬ 阿尔及利亚人中有法国人”②ꎮ “拜尔

斯 (ｂｅｕｒｓ)” 是一个专用于泛指所有出生在法国的马格里布地区、 包括阿尔

及利亚阿拉伯人或柏柏尔人后裔的贬义词ꎮ
继阿尔及利亚沦为法国殖民地之后ꎬ 摩洛哥每年有人季节性地到阿尔及

利亚从事农业生产或到当地的沿海城市工作ꎮ 后者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增长

迅速ꎮ 据统计ꎬ 到 １９３０ 年ꎬ 每年都有约 ８ ５００ 名摩洛哥人到阿尔及利亚工

作ꎮ③ 摩洛哥也在 １９１２ 年沦为法国与西班牙的保护领地ꎬ 这一年也标志着摩

洛哥向法国移民的开始ꎮ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ꎬ 很多摩洛哥人到法国的工厂和矿场劳动ꎬ 有的甚

至到军队服役ꎬ 摩洛哥人在法国军队的人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４ 万增

加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 １２ ６ 万ꎮ 此外ꎬ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 (１９３６ ~ １９３９
年)ꎬ 佛朗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ｒａｎｃｏ) 政权从西属摩洛哥殖民地里夫地区招募了 ４ 万

摩洛哥人来壮大自己的队伍ꎮ④ 与此同时ꎬ 阿尔及利亚前往法国的移民在

１９２４ 年突破 １０ 万人大关ꎬ 之后再也没有出现低于该数字 (除了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 的情况ꎮ １９４５ 年之前ꎬ 阿尔及利亚人在法国的移民均为男性ꎬ 以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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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勒柏柏尔人 (Ｋａｂｙｌｅ － Ｂｅｒｂｅｒｓ) 为主ꎬ 他们绝大多数从事建筑、 矿产开发

和公共工程方面的工作ꎮ①

自 １９４７ 年起直至 １９６２ 年阿尔及利亚独立ꎬ 根据法国颁布的新法规ꎬ 阿

尔及利亚人获得了法国公民的待遇ꎬ 故在这一阶段从阿尔及利亚到法国的移

民可以视同国内迁徙ꎮ 至 １９５６ 年ꎬ 已有 ３０ 万阿尔及利亚人到了法国ꎬ 其中

以阿拉伯人为主ꎬ 他们在法国通常被称作 “阿尔及利亚裔法国穆斯林”
(Ｆｒａｎçａｉｓ － ｍｕｓｕｌｍａｎｓｄ'Ａｌｇéｒｉｅ)②ꎮ

１９４９ 至 １９６２ 年间ꎬ 随着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ꎬ 法国停止了招

募阿尔及利亚移民到本土工作ꎬ 而摩洛哥到法国的移民人数从 ２ 万增至 ５ ３
万ꎮ 由于大批法国雇主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 (１９５４ ~ １９６２ 年) 回到了

法国ꎬ 所以大多数摩洛哥人是跟随其雇主从阿尔及利亚去的法国ꎮ③ 由于阿尔

及利亚人当时正在为独立而与法国作战ꎬ 相比之下ꎬ 摩洛哥人因性格温和而

受到法国的欢迎ꎮ
２ 独立后的移民

摩洛哥和突尼斯均在 １９５６ 年取得独立ꎬ 而阿尔及利亚从 １９５４ 年开始经

过 ８ 年抗法战争最后也赢得了独立ꎮ 在独立初期ꎬ 突尼斯主要是向法国输出

劳动力ꎮ 阿尔及利亚到法国的移民至 １９６５ 年达到 ５０ 万人ꎻ 摩洛哥到欧洲登

记的移民从 １９６５ 年到 １９７２ 年大约增加了十倍ꎬ 即从 ３ 万增至 ３０ 万ꎮ 直至

１９７３ 年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ꎬ 马格里布国家到法国或西欧各国的移民大

多为非正规移民ꎮ 但由于当时西欧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良好ꎬ 故不存在任何非

法移民的问题ꎮ④

然而ꎬ 石油危机的爆发促使一些西欧国家开始关闭自由移民的大门ꎮ 马

格里布国家的移民流向和方式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ꎮ 利比亚的劳动力市场吸

引了突尼斯的单身移民ꎬ 而突尼斯到法国的移民由单身劳工开始改为举家迁

徙ꎮ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ꎬ 意大利成为突尼斯非技术工人的重要移入国ꎬ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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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前ꎬ 突尼斯已经有不少渔民到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从事渔业生产ꎮ①

与石油危机发生的同期ꎬ 摩洛哥国内发生了两次未遂政变ꎬ 再加上经济

不景气ꎬ 海外移民开始受到严格控制ꎮ 西欧国家为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开

启了签证制度ꎬ 由此使已经在当地的摩洛哥人获得了永久居留权ꎮ 后来ꎬ 摩

洛哥在欧洲国家的移民又通过家庭团聚路径ꎬ 移入人数反而从经济危机前的

２９ １ 万增至 １９８２ 年的 ７０ 万ꎮ 之后ꎬ 摩洛哥在西欧国家的移民人数继续攀升:
１９９２ 年为 １２０ 万ꎬ １９９８ 年为 １６０ 万ꎬ ２０１２ 年达到 ３１０ 万ꎮ 西欧国家对劳动力

的需求使摩洛哥的海外移民继法国之后ꎬ 出现了向多国移居的趋势ꎬ 这些国

家包括德国、 比利时和荷兰等ꎮ②

到 ９０ 年代初ꎬ 随着欧洲国家签证制度的普及和边境控制的加强ꎬ 永久定

居、 非正规入境和逾期居留成为欧洲马格里布移民的主要特征ꎮ 近年ꎬ 由于

获得高等教育学历的青年在国内就业困难ꎬ 马格里布的学生和高技术人才开

始移向德国和北美国家ꎮ
(二) 跨撒哈拉移民

本文将从撒哈拉以南非洲流向马格里布的移民简称为跨撒哈拉移民ꎬ 他

们使用的通道是早已存在的沟通撒哈拉沙漠南北两端的跨撒哈拉商路ꎮ 跨撒

哈拉移民的形成有传统的历史原因ꎬ 也有复杂的现实原因ꎬ 尤其是利比亚卡

扎菲当政时期实施的对非洲政策所带来的影响ꎮ
１ 跨撒哈拉移民概述

撒哈拉自古以来是人类进行贸易、 朝圣、 探险和征服等活动的会合与过

渡地带ꎬ 其中多民族组成的绿洲地带见证了人口流动的悠久历史ꎮ 但英、 法

殖民主义者到来后ꎬ 他们开始划分边界ꎬ 由此限制并阻碍了跨撒哈拉传统的

人口流动和贸易往来ꎮ
非洲国家取得独立后ꎬ 生活在撒哈拉的部分游牧民族被限定为城市或农

村的定居居民ꎬ 如马里的图阿雷格人 (Ｔｕａｒｅｇ)ꎬ 跨撒哈拉的移民体系也逐渐

形成: 利比亚和毛里塔尼亚成为周边国家的移民输入国ꎬ 而埃及、 摩洛哥、
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都是移民输出国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ꎬ 萨赫勒地区出现干旱ꎮ ８０ 年代ꎬ 非洲多国亦遭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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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的严重干旱ꎮ 加上一些战乱和冲突ꎬ 如乍得内战、 利比亚 － 乍得冲突和

西撒哈拉冲突ꎬ 造成撒哈拉地区出现两种类型的人口流动: 一种是贫困的游

牧民和商人移至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南部ꎬ 在建筑工地和油田工作ꎮ 由于当

地缺少劳动力ꎬ 这种流动人口通常受到欢迎ꎮ 另一种是数以千计的难民在利

比亚、 阿尔及利亚、 毛里塔尼亚和埃及扎营ꎮ①

８０ 年代初ꎬ 因低油价所致的经济衰退使利比亚的工人出现了 “本土化”ꎮ
但利比亚人不愿意从事艰苦的工作ꎬ 也不愿意到闷热的撒哈拉腹地工作ꎮ 利

比亚就很快发展成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ꎬ 不过大多数移民源自邻国埃及ꎬ 另

有不少苏丹人也获准进入该国ꎮ
进入 ９０ 年代之后ꎬ 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的早期移民和半游牧民也开始大

规模地跨撒哈拉迁徙ꎬ 走私货物 (香烟、 毒品和汽车) 和人口 (非法移民、
妇女和儿童) 成了他们新的生活来源ꎮ 同期ꎬ 利比亚因受国际社会的制裁而

出台的新政策吸引了 １００ 多万跨撒哈拉移民ꎮ
不过ꎬ 跨撒哈拉移民在利比亚境内引起了反移民浪潮ꎬ 以致数百名来自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移民在 ２０００ 年的冲突中丧生ꎮ② 利比亚政府为此采取严格

限制移民的措施ꎬ 在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５ 年间驱逐了 １４ ５ 万非正规移民ꎮ 这些移民绝

大多数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ꎬ 其中一部分移民因此转移到了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和突尼斯ꎮ③ 另外ꎬ 尼日利亚和加纳政府各自撤回了 ５ ０００ 侨民ꎮ④

２ 跨撒哈拉移民的目的地

利比亚人口较少ꎬ 长期因石油工业的发展而成为吸收移民的主要国家ꎬ
故与突尼斯、 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三国有所不同ꎮ 但由于 １９８８ 年底发生洛克

比空难事件ꎬ 联合国安理会在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０ 年期间对利比亚实行制裁ꎬ 这对跨

撒哈拉移民及其迁徙路线网的整合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决定性作用ꎮ
在被制裁期间ꎬ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因缺少阿拉伯同伴的支持而将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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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媒体报道有 ５００ 尼日利亚人在冲突中丧生ꎬ 但尼日利亚政府宣布只有 １５ ~ ５０ 人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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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转向非洲大陆ꎮ 他将自己定位为非洲国家的领导人ꎬ 本着泛非团结的

精神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发展援助资金ꎬ 并且欢迎撒哈拉以南非洲人

来利比亚工作ꎬ 以此作为其新泛非政策的一部分ꎮ 利比亚境内的传统移民来

自北部阿拉伯非洲国家ꎬ 现在却成了从西非到非洲之角移民的目的地ꎮ
除了上述利比亚的泛非政策ꎬ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西非和中部非洲地区的部

分国家因政治动荡、 内战和经济衰退ꎬ 也增加了到马格里布的跨撒哈拉移民

数量: ９０ 年代初ꎬ 马里和尼日尔的不少图阿雷格反政府武装成员来到了利比

亚ꎬ 这为后来 ２０１２ 年的马里危机埋下了隐患ꎻ① １９９７ 年ꎬ 刚果民主共和国推

翻了蒙博托政权ꎬ 以及随后的大湖地区战争导致大批难民迁移到摩洛哥ꎻ 苏

丹和非洲之角地区经常性的战乱促使移民不断流向埃及和利比亚ꎮ 另外ꎬ 作

为西非移民主要目的国的科特迪瓦在 １９９９ 年爆发内战ꎬ 很多移民劳工不得已

转向了北非马格里布国家ꎮ
综上所述ꎬ 马格里布国家向外移民的目的地是以西欧国家为主ꎬ 尤其是

法国、 西班牙和意大利ꎮ 其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地理位置邻近ꎬ 二是语言相

近 (法语、 西语、 意大利语均属拉丁语系)ꎬ 三是殖民主义的历史联系ꎬ 四是

现代化的西欧发达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移民所向往和追求的目标ꎮ 与此同时ꎬ
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南部的油田需要劳动力ꎬ 卡扎菲的泛非政策ꎬ 以及事实

上的通往欧洲的过渡地带性质ꎬ 使得马格里布国家又成为跨撒哈拉移民的目

的地ꎮ 这两种移民最大不同在于ꎬ 马格里布国家只是跨撒哈拉移民获得就业

机会的场所ꎬ 而马格里布国家向欧洲的移民则是为了长期定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ꎮ

马格里布移民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影响

移民自古以来是人类活动的方式之一ꎬ 有的出于被迫和强制ꎬ 如遇到天

灾人祸和历史上的大西洋奴隶贸易ꎻ 而有的出于主动追求更好的环境ꎬ 如英

国人到达北美ꎬ 这是很多现代移民的选择ꎮ 纵观历史ꎬ 财富分配不均衡或经

济发展不平等始终是人口流动的基本前提ꎬ 而从贫困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正

是移民的基本规律ꎮ 当然ꎬ 移民浪潮的形成往往与突发性事件密切相关ꎮ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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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虽然有合法与非法之分ꎬ 但其定义很大程度上是人为操纵的ꎮ 做出主动选

择的移民大多是个人行为ꎬ 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或为了获得更好的就职和收

入机会ꎬ 所以对自己的发展影响远大于对国家的发展影响ꎮ 可是ꎬ 移民问题

作为一个超越国界的国际现象就不仅是个人的ꎬ 而是关乎移出国的发展、 移

入国的安全及移民本身的身份认同等重大问题ꎮ
(一) 马格里布移民的复杂性

如前所述ꎬ 马格里布地区移民的形成与自古形成的跨撒哈拉商路相关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到北非的行程有海路和陆路ꎬ 海路与下述的西部非洲路

线相同ꎬ 很少有人乘坐飞机ꎮ 绝大多数人通过陆路经尼日尔的阿加德兹

(Ａｇａｄｅｚ)ꎬ 然 后 分 成 两 路: 一 路 取 道 阿 尔 及 利 亚 南 部 的 塔 曼 拉 塞 特

(Ｔａｍａｎｒａｓｓｅｔ)ꎬ 另一路是到利比亚的塞卜哈 (Ｓｅｂｈａ) 绿洲ꎮ 从利比亚南部来

的移民通常到达的黎波里和突尼斯海岸ꎬ 而从阿尔及利亚南部来的移民则经

乌季达 (Ｏｕｊｄａꎬ 位于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北部交界处)ꎬ 然后通过直布罗陀

海峡到西班牙或取道西撒哈拉到加那利群岛ꎮ ２０１０ 年底之前ꎬ 从撒哈拉以南

非洲来的移民ꎬ 估计每年有 ６ ５ 万 ~ １２ 万人到达马格里布国家ꎬ 其中 ７０％ ~
８０％的移民进入利比亚、 ２０％ ~３０％的移民进入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ꎮ① 每年

有数万跨撒哈拉移民同马格里布人一起试图横渡地中海、 登上欧洲国家的海

岸或岛屿ꎮ
马格里布移民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其存在双向流动ꎬ 即马格里布国家不仅

是西欧国家移民的主要来源国ꎬ 而且是跨撒哈拉移民的中转站ꎮ 从非洲至欧

洲的移民主要有 ３ 条路线ꎬ 其中有两条都经过马格里布国家与地中海相连:
一是中部地中海路线ꎬ 从突尼斯和利比亚到意大利和马耳他ꎻ 二是西部地中

海路线ꎬ 从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到西班牙ꎻ 三是西部非洲路线ꎬ 从西非海岸

到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ꎮ②

摩洛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跨撒哈拉移民到欧洲的必经之路ꎮ 因为摩洛

哥与西班牙隔海相望ꎬ 中间仅隔着 １４ 公里的直布罗陀海峡ꎬ 是距离欧洲最近

的国家ꎮ 另外ꎬ 海路是从摩洛哥西南部的大西洋海岸到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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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ａｒｙ Ｉｓｌａｎｄｓ)ꎮ 此外ꎬ 西班牙在摩洛哥北部有休达 ( Ｃｅｕｔａ) 和梅里亚

(Ｍｅｌｉｌｌａ) 两块飞地ꎮ 所以ꎬ 从摩洛哥到西班牙海陆通道都是最近的ꎮ 对非正

规移民而言ꎬ 海陆两路虽然均有风险ꎬ 但仍有挡不住的诱惑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缘自突尼斯、 席卷整个北非和西亚地区的中东变局爆发ꎬ 突

尼斯的本阿里和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相继垮台ꎬ 利比亚战争随之爆发ꎬ 大

批突尼斯人直接从利比亚移至欧洲ꎮ 因此ꎬ 当下马格里布移民问题发展现状

与 ２０１０ 年底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存在密切关联ꎮ
中东变局的蔓延及其较强的冲击力促使摩洛哥、 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

亚等国采取严格的军事管制以控制非法移民ꎬ 而利比亚却处于权力的真空地

带ꎬ 加上尼日尔从首都尼亚美至北部阿加德兹沿途的岗哨相对宽松ꎬ 来自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非正规移民普遍选择了这一通道ꎮ 但从阿加德兹到比尔

马 (Ｂｉｌｍａ) 和德尔库 (Ｄｉｒｋｕ) 绿洲要穿越最为荒凉的特内雷沙漠 (Ｔｅｎｅｒｅꎬ
图阿雷格语中的 “沙漠”ꎬ 与阿拉伯语的 “撒哈拉” 同义)ꎬ 这使跨撒哈拉的

移民通道比偷渡地中海可能更加危险①ꎬ 但西方的舆论优势使地中海成为最为

关注的焦点ꎮ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ꎬ 第一批突尼斯难民到达意大利的兰佩杜萨岛ꎮ 同

年 ４ 月ꎬ 约有 ２５ ０００ 人到意大利寻求避难ꎬ 另有 ８００ 人到达马耳他岛ꎮ② 意大

利为约 ２ 万突尼斯人颁发了临时签证ꎬ 为此遭致法国的批评ꎮ 因为有申根国

家的免签协议ꎬ 意大利实际给了这些移民在欧洲申根国家迁徙的自由ꎬ 由此

将移民问题扩大到了北部的欧洲国家ꎮ③

随着跨撒哈拉移民路线的改变ꎬ 中部地中海自 ２０１３ 年初以来已经成为最

常用的地中海移民通道ꎮ 与传统经由摩洛哥的移民通道不同ꎬ 该通道的目的

地是意大利的地中海岛屿ꎬ 距利比亚海岸最近的兰佩杜萨岛 ( Ｌａｍｐｅｄｕｓａ
Ｉｓｌａｎｄ) 约为 １８０ 公里ꎮ

利比亚战乱对跨撒哈拉移民造成很大的影响ꎮ 卡扎菲生前的泛非政策在

连接东非之角移民体系和欧洲 － 地中海移民体系中起到了关键作用ꎮ 除了不

５６

①

②

③

李晋: «尼日尔移民车沙漠抛锚致 ９０ 人干渴而死»ꎬ 载国际在线网站: ｈｔｔｐ: / / ｇｂ ｃｒｉ ｃｎ /
４２０７１ / ２０１３ / １１ / ０１ / ７８２ｓ４３０５５６３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２３

“Ｅｕｒｏ －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ꎬ ＥＵ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Ｂｒｉｅｆꎬ
Ｎｏ ６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 ｐ １９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Ｎａｔｔｅｒꎬ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 Ｃｈａｎｇｅ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ＭＰＩ (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ꎬ Ｍａｙ ２８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ａｎｄ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 ｔｕｎｉｓｉａ －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ｇａｍｅ － ｃｈａｎｇｅｒꎬ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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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增加的埃及人通过利比亚偷渡地中海到意大利ꎬ 也有来自苏丹、 厄立特里

亚、 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劳工ꎬ 他们通常住在开罗ꎬ 然后通过苏丹、 乍得

和埃及到利比亚ꎮ 跨撒哈拉移民过程耗时一个月到几年不等ꎬ 他们经常需要

在某个城镇暂时停留ꎬ 并在那里工作ꎬ 挣到足够的钱后再开始下一段路程ꎮ
移民在穿越撒哈拉到北非的过程中ꎬ 通常需要花数百美元给受贿者和走私者ꎬ
以及交通和日常必需的费用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据摩洛哥研究员拉赫鲁 ( Ｍｅｈｄｉ
Ｌａｈｌｏｕ) 估计ꎬ 乘坐一艘从摩洛哥到西班牙的船ꎬ 未成年人要付 ２００ 美元ꎬ 摩

洛哥人是到 ５００ ~ ８００ 美元ꎬ 而对撒哈拉以南法语和英语非洲人分别是 ８００ 美

元和 １ ２００ 美元ꎮ 从利比亚到意大利的价格大致相同ꎮ①

然而ꎬ 跨撒哈拉商路上不只是想去欧洲的非正规移民ꎬ 还有一些从事正

常经商和生产的工作移民ꎮ 譬如ꎬ 在塞内加尔、 马里和毛里塔尼亚ꎬ 一些经

商者形成了较为固定的陆上贸易网络ꎬ 而且有不少来自西非和中非的移民在

毛里塔尼亚从事渔业生产ꎮ 他们不仅补充了后者的劳动力不足ꎬ 而且为家乡

人民带去了汇款或海产品ꎮ②这些移民很大程度是出于主观能动性ꎬ 与欧洲战

后初期的马格里布情况一样ꎬ 不存在非法移民的问题ꎮ 但随着美国在这一地

区部署反恐怖主义的泛萨赫勒倡议③之后ꎬ 连正常的移民都会被怀疑为恐怖分

子ꎬ 自然加剧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与马格里布国家的压力ꎬ 影响了马格里布国

家自身的发展ꎮ
(二) 移民问题的影响

移民对出生国和居住国的影响视具体情况而定ꎬ 并不存在纯粹的利和弊ꎮ
对移入国而言ꎬ 消极方面首先是移民带来的人口压力ꎮ 由于接受国尚未在这

方面做好准备ꎬ 移民过多地到来引起住房和就业岗位的短缺ꎬ 以比利时和德

国为例ꎬ 估计两国 ２０１５ 年分别接纳 ２ ０００ 名和 １ ５ 万名移民 (包括难民在

内)ꎬ 但实际数字很可能分别高达 １ ５ 万和 ８ 万人ꎻ④ 其次是当地居民因生活

６６

①

②

③

④

Ｈｅｉｎ ｄｅ Ｈａａｓꎬ “Ｔｒａｎｓ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ｒｍｅｌｌｅ Ｃｈｏｐｌｉｎ ａｎｄ Ｊｅｒｏｍｅ Ｌｏｍｂａｒｄꎬ “Ｏ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ｏａｄｓ: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ｂ
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ｕｒｉｔａｎｉａꎬ Ｓｅｎ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ｌｉ ”ꎬ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Ｌａ Ｒｅｖｕｅ ｃａｎａｄｉｅｎｎｅ ｄｅｓ
éｔｕｄｅｓ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８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５９ － ７５

２００２ 年由美国国务院提出与毛里塔尼亚、 马里、 尼日尔和乍得四国结成反恐阵线ꎬ ２００５ 年改

名跨撒哈拉反恐倡议 (ＴＳＣＩ)ꎬ 扩大至 １１ 个非洲成员国 (除了上述四国ꎬ 还包括摩洛哥、 阿尔及利

亚、 突尼斯、 利比亚、 尼日利亚、 布基纳法索、 塞内加尔)ꎮ
资料源自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笔者与比利时学者的私人邮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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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干扰而开始排外ꎬ 由此引发暴力冲突和种族主义抬头ꎻ 再次是恐怖主义

的威胁ꎬ 很多新到欧洲或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在欧洲国家处于边缘化的境地ꎬ
很容易出现极端行为ꎬ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在从阿姆斯特丹到巴黎的高速列车上发生

的持枪案即是一例ꎮ① 事实上ꎬ 外来移民对移民接收国的影响还有积极方面的

作用ꎮ 马格里布和其他非洲国家的移民为西欧国家不断注入新的劳动力ꎬ 而

且承担了当地绝大部分又脏、 又累的工作ꎬ 不仅降低了发达国家的生产成本ꎬ
而且改善了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ꎮ

对移出国而言ꎬ 消极面首先在于劳动力的流失ꎬ 因为移民大多是青壮年

即劳动力人口ꎬ 移民的输出使国内劳动力短缺ꎬ 造成发展滞后ꎻ 其次是专业

技术人才的流失ꎬ 由于国内缺失合适的职位或收入偏低ꎬ 移民中有不少受过

高等教育者到发达国家寻求好的工作环境和收入ꎬ 并发挥自己的特长ꎮ 移民

的积极面表现为汇入国内 (主要是家庭) 的收入增加ꎬ 其总数远超发达国家

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 (ＯＤＡ)ꎻ 二是社会关系网络扩大ꎬ 社会资本增加ꎬ
民间交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进国与国友好关系的发展ꎮ 这正是摩洛哥和突

尼斯等国对移民输出持积极态度的缘由ꎮ
突尼斯现有 １２０ 万人生活在国外ꎬ 约占其总人口 (１ １２５ 万) 的 １１％ ꎬ 而

摩洛哥的海外移民人数超过 ３００ 万ꎬ 占总人口 (３ ３００ 万) ９％ ꎮ 虽然ꎬ 摩洛

哥海外移民人数的比例不如突尼斯ꎬ 但由于摩洛哥兼有移民输出与输入ꎬ 或

许可以更好地说明移民对马格里布国家自身发展的影响ꎮ 因此ꎬ 本文现以摩

洛哥为研究案例ꎬ 说明马格里布移民对本国发展的影响ꎮ
移民是摩洛哥与欧洲关系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ꎮ 摩洛哥迁移到欧洲

人数的增加ꎬ 除了招工形式之外ꎬ 家庭团聚也是一个重要的增长因素ꎮ 后者

分两种形式: 一种是男方在西欧国家工作ꎬ 其妻带着孩子到欧洲与他团聚ꎻ
另一种是与在欧洲当地取得永久合法居住权的人结婚ꎬ 他们的孩子出生在当

地ꎮ 第二种移民在 １９９８ 年已经超过 １６０ 万ꎮ 从 １９８１ 年到 ２００９ 年ꎬ 只有 １ / ４
在西欧和北欧的摩洛哥移民返回本国ꎮ②

７６

①

②

哈扎尼 (Ａｙｏｕｂ Ｅｌ Ｋｈａｚｚａｎｉ) 是摩洛哥移民ꎬ ２０１４ 年居住在西班牙ꎬ ２０１５ 年生活在比利时ꎬ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２１ 日从比利时带枪上车ꎬ 试图在车上制造血案ꎬ 幸亏被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制伏ꎬ 无人

死亡ꎮ
Ｈｅｉｎ ｄｅ Ｈａａｓꎬ “Ｔｒａｎｓ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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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ꎬ 西班牙和意大利由传统的移民输出国变成了输入

国ꎮ 摩洛哥在两国的合法移民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２ 万人增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２０ 万人ꎮ①

但两国分别在 １９９０ 年和 １９９１ 年出台了签证制度之后ꎬ 越来越多的摩洛哥人

开始经由直布罗陀海峡非法移民、 签证逾期不返或选择定居ꎮ 欧洲国家尽管

采取了诸多控制移民的手段ꎬ 但非法移民数量有增无减ꎬ 其根源在于南欧国

家需要劳动力ꎮ 摩洛哥人在西班牙的移民数量在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年间占据了第一

位ꎬ 直到 ２００８ 年才被罗马尼亚人超过 (摩洛哥当年是 ６５ ３ 万多人ꎬ 而罗马

尼亚移民达 ７１ ６ 万多人)ꎮ②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随着摩洛哥海外移民的增加ꎬ 汇回国内的资金激增ꎬ ２０１２
年达 ６９ 亿美元 (与去西班牙和意大利及其他国家移民增多直接关联)ꎬ 这是外

国直接投资的 ３ 倍和国际发展援助资金的 ６ 倍ꎬ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７％ꎮ③

从摩洛哥的角度来看ꎬ 移民是其重要的财政收入及发展资源ꎬ 可以减少

贫困和失业ꎬ 可以促进政治的稳定并增加外汇收入ꎮ 所以ꎬ 摩洛哥向外移民

的趋势是不会减弱的ꎮ 与此同时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到摩洛哥的移民也是有传

统的ꎬ 这可以从摩洛哥境内的一些族群名称中辨别 (如 “Ａｂｉｄ” 是奴隶ꎬ
“Ｈａｒａｔｉｎ” 是被解放的奴隶ꎬ “Ｓｕｄａｎ” 是黑非洲人ꎬ “Ｇｎａｗａ” 是西非黑人ꎬ
“Ｓａｈｒａｗａ 是来自撒哈拉的人”)ꎮ④

然而ꎬ 摩洛哥现在面临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到来的挑战ꎬ 后者或将摩洛哥

视作通往欧洲的跳板ꎬ 或者就在摩洛哥非法滞留ꎮ 目前ꎬ 摩洛哥有 ２ ５ 万至 ４ ５
万非正规移民ꎬ 他们没有摩洛哥的合法居留身份ꎬ 与许多在欧洲的非法移民一

样境遇很差ꎬ 甚至更差ꎮ⑤ 这些既可能成为摩洛哥潜在的劳动力ꎬ 也可能成为潜

在的安全威胁ꎬ 这就对马格里布国家移民问题的治理前景提出了挑战ꎮ

８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ｅｉｎ ｄｅ Ｈａａｓꎬ “Ｔｒａｎｓ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ꎬ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ＢＢＣ Ｗｏｒｌ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 ｐ ３４

Ｈｅｉｎ ｄｅ Ｈａａｓꎬ “Ｍａｒｏｃ: Ｐｒéｐａｒｅｒ ｌｅ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ｐｏｕｒ Ｄｅｖｅｎｉｒ ｕｎ Ｐａｙｓ ｄ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ｏｉｒｅ” 
Ｓｅｂａｓｔｉｅｎ Ｂａｃｈｅｌｅｔꎬ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Ｔｒｉａｌｓ ａ ‘ Ｒａｄｉｃａｌｌｙ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ꎬ １５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ａｌｌ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２０１４０１１５１５５１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１５
笔者 ２０１３ 年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拜访过两名来自尼日利亚、 一名来自科特迪瓦的居住者ꎬ 他

们住在同一家房东的底层ꎬ 尼日利亚人的两个房间都非常小ꎬ 连床都放不下ꎬ 科特迪瓦人的屋里放了

一张双人床ꎮ 后者因为没有语言障碍ꎬ 而且是在某足球队效力ꎬ 所以其生活状况尚可ꎮ 而受访的两位

尼日利亚人正在等英国的签证ꎬ 但获签希望似乎非常渺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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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试图让摩洛哥在减少通往欧洲的非法移民和过渡性移民时发挥

作用ꎬ 而不是促进摩洛哥国民的流动性ꎬ 这其实有违摩洛哥的发展意愿ꎮ① 于

是ꎬ 摩洛哥政府一方面支持本国人移民欧洲ꎬ 由此获得了移民的回报ꎻ 另一

方面ꎬ 摩洛哥政府严厉控制跨撒哈拉移民前往欧洲ꎬ 又因此从欧洲那里获得

一笔发展资金ꎬ 这些均对本国的发展有利ꎮ
综上所述ꎬ 移民问题对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ꎬ 适当的移民政策可以使移

民从国家的 “包袱” 变成社会发展的动力ꎮ

马格里布移民问题的治理

移民是一种基本人权ꎬ 属于全球治理的客体之一ꎮ “所谓全球治理ꎬ 指的是

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国际规制 (Ｒｅｇｉｍｅｓ) 解决全球性的冲突、 生态、 人权、 移

民、 毒品、 走私、 传染病等问题ꎬ 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ꎮ”② 由于马

格里布移民问题直接威胁到欧洲国家ꎬ 尤其是南欧国家的安全与发展ꎬ 由此

成为一个跨洲际的全球性问题ꎮ 所以ꎬ 它需要欧洲与马格里布国家共同努力ꎮ
(一) 欧洲和马格里布国家的治理方案

１ 欧洲的政策选择

针对地中海区域的移民问题ꎬ 欧洲采取了愈加严厉的措施ꎮ 从欧共体时

期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的环地中海政策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１９７２ － １９９２) 到欧盟的巴塞罗那进程 (Ｔｈｅ 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１９９５)ꎬ 我们可

以发现: 欧盟的战略从发展经济与文化合作的愿望转向了以打击非法移民为

首要任务ꎮ “九一一” 事件后ꎬ 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海牙计划 (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③ 第一次将反恐怖主义分子和 “非法移民” 一起提上日程ꎬ 把两

者视作欧盟的共同威胁ꎮ 虽然没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参与非法移民的确凿证

据ꎬ 但其成员有浑水摸鱼的可能ꎬ 威胁移民和欧洲国家的安全ꎮ
约旦经济学家伊卜拉欣赛义夫认为ꎬ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 “以前所未

９６

①
②
③

Ｈｅｉｎ ｄｅ Ｈａａｓꎬ “Ｍａｒｏｃ: Ｐｒéｐａｒｅｒ ｌｅ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ｐｏｕｒ Ｄｅｖｅｎｉｒ ｕｎ Ｐａｙｓ ｄ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ｏｉｒｅ?” 
俞可平: «全球治理引论»ꎬ 载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２５ 页ꎮ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Ｆｒｅｅｄｏｍ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１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ꎬ ２００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ｗａｔｃｈ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２００４ / ｏｃｔ / ｈａｇｕｅ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 ｄｒａｆｔ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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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移民潮威胁欧洲注定了他的政权垮台”①ꎮ
移民问题之所以引起欧洲国家如此恐惧ꎬ 主要有 ３ 个原因: 一是非法移

民是欧洲不想让他们进入的人ꎬ 因为马格里布移民在荷兰、 法国和比利时等

西欧国家的犯罪率相对比较高ꎻ 二是移民人数与寻求庇护和难民的人数远远

超过了欧盟国家的预料ꎬ 而欧洲国家因出于经济萧条、 就业率下降、 社会负

担增加的担忧而难以承受ꎻ 三是担心地中海区域的偷渡有恐怖主义势力插手ꎬ
地区安全因此受到威胁ꎮ 这主要是由环地中海区域的特殊性造成的: 东边和南

边为伊斯兰阿拉伯世界ꎬ 又是国际 “恐怖主义” 势力的大本营和中东变局的发

源地ꎬ 战乱已造成上千万难民 (仅叙利亚一国就有 １ １６０ 万人) 流出ꎮ 而地中

海又像是一个内海ꎬ 海上有岛屿可以到达欧洲国家ꎬ 故难民潮势不可挡ꎮ
南欧国家早就通过加强边防来严控非法移民ꎬ 如西班牙在休达和梅里亚

架设围栏ꎬ 还在直布罗陀海峡部署了雷达预警装置ꎮ 有几个欧洲国家将边境

控制 “外部化”ꎬ 即与北非国家联合打击非法移民ꎬ 要求北非国家重新签订协

议以换取发展援助ꎬ 用资金支持来换取其边境控制的军事装备并限制移民临

时工作许可的数量ꎮ 自 ２００３ 年起ꎬ 西班牙与摩洛哥、 利比亚与意大利还开始

在地中海合作进行边境巡逻ꎮ
２００４ 年设立的 “外部边界” (Ｆｒｏｎｔｅｘ) 是新欧盟外部边境控制的机构ꎬ

负责在塞内加尔、 毛里塔尼亚、 佛得角和加那利群岛用飞机、 直升机和巡逻

艇巡逻ꎬ 以防非法移民、 贩卖人口和恐怖主义活动的渗透ꎮ “外部边界” 的巡

逻区域还包括马耳他、 意大利的兰佩杜萨岛ꎬ 以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海岸ꎮ
然而ꎬ 欧盟上述限制移民的措施并没有阻挡非正规移民的到来ꎮ 一些学

者建议可以通过适当调整移民政策来改善这一状况: 一是临时增加移民的就

业类别ꎻ 二是变更准入条件ꎬ 如瑞典对高技能的人才放宽签证ꎻ 三是改善移

民条件ꎬ 以便增加对周期性回归移民的吸引力ꎬ 等等ꎮ② 有鉴于此ꎬ 我们也可

以根据非洲的状况ꎬ 制定相应的移民政策来改善目前的危机ꎮ
２ 马格里布国家的治理方案

众所周知ꎬ 移民的发生通常源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非

０７

①

②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Ｓａｉｆꎬ Ａｒａｂ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ｗａｐｐ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ꎬ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ｒａｂｉｃ ｂｙ Ｊｏｕｍａｎａ Ｓｅｉｋａｌｙꎬ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ＢöｌｌＳｔｉｆｔｕｎｇꎬ ｐｐ １０６ － １１０ꎬ １０６

Ｄｅｍｅｔｒｉｏｓ Ｇ Ｐａｐａｄｅｍｅｔｒｉｏｕꎬ Ｍａｄｅｌｅｉｎｅ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Ｓｏｍｅｒｖｉｌｌｅꎬ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ｏｗｎｔｕｒｎ: Ｗｈａｔ ｔｏ Ｅｘｐ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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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移民的增加是与利比亚领导人提出的泛非政策、 多国内战 (阿尔及利亚、
科特迪瓦、 刚果民主共和国) 和经济萧条 (西非和东非之角) 相伴而生的ꎮ
进入新世纪之后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已经超过北非国家成了被欧洲边防部队截

获最多的非法移民来源地ꎮ 这些移民还遭到了北非国家的抵制ꎬ 因为后者不

愿意看到这么多非正规移民滞留在那里ꎮ①

摩洛哥为了维护与欧盟的关系ꎬ １９９６ 年与欧盟签署了欧洲 － 地中海合作

协议 (ＡＡＥＭꎬ ｌ’ ａｃｃｏｒｄ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ｅｕｒｏ － ｍéｄｉｔｅｒｒａｎéｅｎ)ꎮ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 年ꎬ
摩洛哥和突尼斯通过了新的移民法ꎬ 表示要严惩非法移民者ꎬ 这也被批评者

认为是屈服于欧盟的压力并充当了欧盟的 “警察”ꎮ
利比亚也同样担当了意大利的 “警察”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

尼 (Ｓｉｌｖｉｏ Ｂｅｒｌｕｓｃｏｎｉ) 和卡扎菲签约ꎬ 要求后者将非法移民直接从利比亚遣返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ꎬ 以封锁意大利的南部边境ꎮ 就在此约签订两个月后ꎬ
欧盟同意终止对利比亚 １８ 年的武器禁运制裁ꎮ 因为贝卢斯科尼劝说的缘故ꎬ
利比亚获得了承担边境防卫所需要的装备ꎮ 从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到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ꎬ
意大利贡献了 ５０ 架包机、 将 ５ ６８８ 人从利比亚运回其所在的国家ꎬ 包括孟加

拉、 埃及、 厄立特里亚、 加纳、 马里、 尼日尔、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苏丹

和叙利亚ꎮ
欧洲国家与北非国家合作阻止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非法移民北上ꎬ 这很可

能导致马格里布国家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矛盾加剧ꎬ 故要求马格里布国

家采取适当的政策来缓解这一矛盾ꎮ
马格里布国家与欧洲国家协力打击非法移民ꎬ 但与此同时也可以调整自

己的移民政策ꎮ 譬如ꎬ 摩洛哥还保留了欧盟要求驱逐的大规模非法移民ꎬ 因

为这会影响到它与西非国家的战略关系ꎬ 故至今塞内加尔人和马里人到摩洛

哥不需要签证ꎮ②

鉴于马格里布移民问题涉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移民和地中海东岸的移民ꎬ
所以仅靠欧洲和马格里布国家的治理方案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ꎮ 这就要求

马格里布移民问题的治理需兼顾整个非洲大陆ꎮ

１７

①
②

Ｈｅｉｎ ｄｅ Ｈａａｓꎬ “Ｍａｒｏｃ: Ｐｒéｐａｒｅｒ ｌｅ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ｐｏｕｒ Ｄｅｖｅｎｉｒ ｕｎ Ｐａｙｓ ｄ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ｏｉｒｅ?” 
Ｓｅｂａｓｔｉｅｎ Ｂａｃｈｅｌｅｔꎬ ｏｐ ｃ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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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马格里布移民问题的治理前景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ꎬ 非盟委员会主席德拉米尼  祖马 ( Ｎｋｏｓａｚａｎａ
Ｄｌａｍｉｎｉ － Ｚｕｍａ) 呼吁即将参加第 ２５ 届非盟首脑会议的非洲各国领导人尽一

切可能阻止移民危机ꎬ “因为移民人数的增长以及越来越多的难民偷渡去欧

洲ꎬ 将会加剧非洲各国技术型人才短缺及经济困境ꎮ”① 阻止移民危机的发生ꎬ
需要相关利益攸关国采取适当的措施ꎬ 而所有适当的措施必须兼顾马格里布

国家、 欧洲和非洲的实情ꎮ
首先ꎬ 从人口学角度看ꎬ 欧洲老龄化严重ꎬ 无论如何需要补充年轻的新

生劳动力ꎬ 而非洲是最年轻的大陆ꎬ 拥有相当大的人口红利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ꎮ 人口红利是指 １５ ~ ６４ 岁的劳动力人口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也可以

理解成 “就职人口”) 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大、 抚养比率低ꎮ 而抚养比率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ｒａｔｉｏ) 是 １４ 岁以下人口数 (包括 １４ 岁) 与 ６５ 岁以上的人口数

相加ꎬ 然后除以 １５ ~ ６４ 岁的人口数所得到的百分比ꎮ 抚养比率可以分为孩子

抚养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ｒａｔｉｏ) 和老人抚养率 (Ａｇｅ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ｒａｔｉｏ) 两

个部分: １４ 岁以下人口数除以劳动力人口数所得百分比为孩子抚养率ꎬ 而 ６５
岁及其以上人口数除以劳动力人口数所得百分比为老人抚养率ꎮ

非洲的人口红利是否可以缓解移民问题、 促进非洲的经济发展? 从潜在

的赡养比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ꎬ 即劳动力人口数与 ６５ 岁以上人口数

的比例是 １２ ９ ∶ １ 来看ꎬ 非洲具有很大的人口优势ꎮ 非洲人均寿命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间仅 ５７ 岁ꎬ 所以他们赡养老人的负担很小ꎮ 但由于 １４ 岁以下的人口

占 ４１％ (而世界平均数是 ２６ ５％ )ꎬ 说明抚养儿童的负担很重ꎮ② 因此ꎬ 非洲

的人口红利还是要打折扣的ꎮ 况且ꎬ 要使人口红利兑现ꎬ 非洲国家要重视青

少年的教育与健康 (包括营养和疾病预防)ꎬ 减少 ５ 岁以下的婴儿死亡率和孕

产妇的死亡率ꎬ 这些都属于截至 ２０１５ 年的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 (ＭＤＧｓ)
制定的目标ꎬ 但因为没有实现ꎬ 所以要留给后续的发展目标ꎮ

其次ꎬ 从发展现状看ꎬ 非洲是向欧洲提供移民劳动力的传统大陆ꎬ 而欧

洲是经济发达地区ꎬ 所以非洲向欧洲移民的趋势短期内仍然不会改变ꎮ 既然

２７

①

②

«非盟主席呼吁解决非洲移民危机»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ｈｏｔｏ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１２ / ｃ＿ １２７９０７３２１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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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都能提出上述增加移民类别、 改善移民条件、 吸引移民回归的建议ꎬ 非

洲国家也应重新制定更加宽容的移民政策ꎮ 以摩洛哥为例ꎬ 该国因忽视移民

的权利而受到非政府组织与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ꎬ 导致 ２０１３ 年做出重大改革

的决策ꎬ 重启 “难民和无国籍保护署 ( Ｂｕｒｅａｕ ｄ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Ｒéｆｕｇｉéｓ ｅｔ
Ａｐａｔｒｉｄｅｓ)”ꎬ 允许移民的子女上学ꎬ 并自 ２０１４ 年起实行 “例外” 法规等ꎮ 此

外ꎬ 在摩洛哥出现了一些民间团体ꎬ 包括移民、 宗教、 律师等组织ꎬ 他们本

着尊重人权的意愿ꎬ 帮助摩洛哥在海外的移民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摩洛

哥的移民ꎮ①

再次ꎬ 从非洲移民的发展趋势看ꎬ 非洲向欧美发达国家移民的趋势不会

改变ꎬ 而且大多数是合法移民ꎮ 欧洲国家也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或大赦使一部

分非法移民转变成为合法移民ꎬ 譬如ꎬ 西班牙经过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６ 年、 １９９１ 年、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５ 年共 ６ 次修订移民法ꎬ 使其境内 ８３％ 的非

法移民获得了合法居留的地位ꎮ② 另外ꎬ 希腊 ２００１ 年大赦非法移民 ２２ ８ 万人ꎬ
意大利 ２００２ 年大赦 ６３ ５ 万非法移民ꎬ 葡萄牙 ２００４ 年大赦 ３ 万非法移民ꎬ 西班

牙 ２００５ 年大赦 ５７ ５ 万非法移民ꎬ 均有助于这些新的居民移到其他申根国家ꎮ③

这些移民无疑将成为巨大的潜在劳动力补充欧洲市场ꎮ④ 与此同时ꎬ 他们将自

己所挣的外汇寄回国内ꎬ 促进了非洲本土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经济的发展ꎮ
最后ꎬ 我们看到凡是到达欧洲的非洲移民总是想尽办法留下来ꎬ 通常是

走人道主义救援的途径ꎮ 一些移民未能抵达欧洲ꎬ 就聚集在摩洛哥、 阿尔及

利亚、 突尼斯、 利比亚的港口和埃及首都开罗ꎬ 另有一些移民则滞留在跨撒

哈拉沿线ꎬ 而贸易的繁荣有助于复兴过去的驼队商路和沙漠中的绿洲ꎬ 如马

里的加奥、 尼日尔的阿加德兹、 乍得的阿贝歇 (Ａｂéｃｈé)、 利比亚的塞卜哈和

库夫拉 (Ｋｕｆｒａ)、 阿尔及利亚的塔曼拉塞特ꎬ 以及毛里塔尼亚的努瓦迪布

３７

①
②

③

④

Ｓｅｂａｓｔｉｅｎ Ｂａｃｈｅｌｅｔꎬ ｏｐ ｃｉｔ
“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ꎬ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ＢＢＣ Ｗｏｒｌ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 ｐ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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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ｕａｄｈｉｂｏｕ)ꎬ 等等ꎮ①

尼日尔北部阿加德兹是笔者亲眼所见的中世纪跨撒哈拉商路中得以复兴

的古城ꎬ 究其原因有: 一是政府对老城进行了结构改造、 拓宽了进入市场的

街道ꎻ 二是与北部距离 ５０ 公里的铀矿重镇阿尔利特 (Ａｒｌｉｔ) 有公路连通ꎬ 且

同属一个行政大区ꎬ 阿加德兹是大区的首府ꎬ 为政治中心ꎻ 三是伊斯兰教的

作用ꎬ 矗立在城市中心的清真寺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泥砖宣礼塔ꎬ 成为穆斯林

的圣地ꎮ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移民的到来ꎬ 很多豪萨人到此经商ꎬ
城市也得以扩大ꎮ

从上述实例中ꎬ 我们看到非洲复兴的希望和巨大的潜力ꎮ 非洲的资源

(包括重要的移民资源) 依然可以支撑非洲的发展ꎬ 前提是这些资源能够真正

掌握在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手里ꎮ

结　 语

移民问题交织着历史与现实、 政治与经济、 宗教与社会等错综复杂的联

系ꎮ 马格里布移民问题更是与整个地中海周围的西亚、 南欧和撒哈拉关系密

切ꎬ 是一个超越主权国家和洲际边界的全球性问题ꎮ 它对欧洲、 马格里布及

整个非洲国家的发展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ꎬ 所以需要多层次、 多方位、 多主

体参与合作ꎬ 亟待制定超越国家的区域性和全球性治理方案ꎮ
移民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最基本的人口问题ꎮ 非洲要正确认识并发挥

其人口红利的优势: 大批 １５ ~ ６４ 岁的劳动人口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ꎬ 它不

仅可以补充和更新老龄化严重的欧洲国家所需的人力资源ꎬ 而且可以源源不

断地提供非洲发展的新生力量ꎮ 但应重视青少年的教育和职业培训ꎬ 减少婴

幼儿死亡率ꎬ 提高人口质量ꎬ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掘人口潜力并发挥人才的

作用ꎮ
非洲国家与其担心人才的流失ꎬ 不如制定适当的人才政策ꎬ 注重培养本

土的人才ꎬ 采用优惠的政策引进人才和留住人才ꎬ 这些人才很可能就是回归

的移民ꎮ 所有移民都是潜在的人力资源ꎬ 如何把移民变成发展的动力ꎬ 而不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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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沦为地中海沉船的牺牲品ꎬ 制定合理的政策是关键ꎮ
面对不属于非盟成员国的摩洛哥ꎬ 处于分裂状态的利比亚和索马里等国ꎬ

非盟应采取灵活应对的政策ꎮ 摩洛哥本可以为非洲大陆的发展起到更积极的

作用ꎬ 而并非执念于 “脱非入欧”ꎮ 北非其他国家也可以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

展方面发挥作用ꎮ 另外ꎬ 针对萨赫勒 － 撒哈拉地带的权力 “真空” 和 “恐怖

主义势力” 猖獗ꎬ 是否可以考虑用移民开发的经济手段ꎬ 尝试打破严格的国

界壁垒、 建设相互贯通的交通设施、 复兴跨撒哈拉商路的贸易和文化交流ꎬ
以此遏制走私与恐怖主义活动ꎮ 总之ꎬ 不要让非洲大陆的国家有排外的倾向ꎬ
因为非洲需要团结和相互支持ꎮ 马格里布移民问题及其治理前景有赖于非洲

大陆和环地中海国家的共同努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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