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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以色列境内来自非洲的大规模非法移民潮始于 ２００５ 年ꎮ 至

２０１３ 年ꎬ 超过 ６ ４ 万名非洲移民经西奈半岛穿过埃及与以色列边界进入以色

列ꎬ 他们主要来自厄立特里亚和苏丹等国ꎮ 这些非法移民被以色列当局视为

“渗透者”ꎬ 主要生活在特拉维夫南部地区ꎬ 给以色列政治、 经济、 安全和社

会带来一些现实问题ꎮ 近年来ꎬ 以色列国内一些政界人士和民众出于对非洲

非法移民 “人口威胁” “安全威胁” 和 “经济威胁” 的认知ꎬ 对于非洲非法

移民采取排斥态度ꎬ 要求驱逐非洲移民ꎬ 甚至多次爆发反对非洲移民的骚乱ꎮ
对此ꎬ 以色列政府采取否定非洲非法移民的难民身份、 建造边界墙、 立法限

制和拘留、 遣送离境等四方面举措ꎬ 有效遏止了非法移民涌入以色列的势头ꎮ
事实上ꎬ 非法移民问题的解决ꎬ 治标更要治本ꎬ 国际社会需帮助非法移民来

源国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ꎮ
关 键 词　 非法移民 　 以色列 　 非洲移民 　 “渗透者” 　 边界墙 　

“４Ｄ”
作者简介　 艾仁贵ꎬ 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副教授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ꎮ

随着全球化和国际交往的不断加深ꎬ 进入 ２０ 世纪下半叶ꎬ 跨国移民活动

日益频繁ꎬ 成为当今国际人口流动的主要潮流之一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
由于以色列对国际劳工的需求增多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ꎬ 大批非犹太人涌入

以色列ꎬ 对以色列的经济、 政治与安全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与犹太移民

一旦进入以色列即可自动取得公民身份不同ꎬ 当前以色列境内的非犹太外国

人群体 (Ｎｏｎ － Ｊｅｗ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 属于没有法律地位的非公民ꎬ 除去不带移民

２４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以色列移民政策史研究” (１７ＣＳＳ０１３) 的阶段性成果ꎮ 感谢

«西亚非洲» 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许多宝贵修改意见ꎬ 文中存在的疏漏由作者负责ꎮ



以色列对非洲非法移民的认知及管控　

倾向、 持经商和学习签证的入境者之外ꎬ 主要可以分为三类: 劳工移民

(Ｌａｂｏｒ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①、 持旅游签证入境的逾期滞留者②、 非法入境的寻求庇护

者ꎮ 到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ꎬ 这三类人群的总数达 ２０ 万之多ꎬ 外籍劳工人数为 ８８ １７１
人 (包括 １８ ０５９ 名签证失效的劳工)、 ７ ４ 万名持失效旅游签证的逾期滞留者

和大约 ３ ８ 万名寻求庇护的非洲移民ꎮ③

与持劳工签证或旅游签证合法入境的劳工移民和外国游客不同ꎬ 寻求庇

护的非洲移民绝大多数没有签证ꎬ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３ 年间ꎬ 成千上万来自苏丹和

厄立特里亚等国的非洲移民ꎬ 从西奈半岛通过偷渡方式穿越埃及、 以色列边

界入境以色列ꎬ 人口最多时超过 ６ ４ 万人ꎮ④ 非洲移民的大批涌入引发了以色

列社会的紧张情绪ꎬ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达了高度的担忧ꎬ “如果我们不

能阻止他们的进入ꎬ 目前已达到 ６ 万人的非洲移民人口将增长为 ６０ 万ꎬ 届时

将威胁我们作为犹太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存在ꎮ 这个现象非常严重ꎬ 它威胁着

我们的社会结构、 国家安全和民族认同ꎮ”⑤ 为此ꎬ 以色列政府先后出台了众

多的措施加以管控ꎮ 本文拟以进入以色列的非洲非法移民为分析对象ꎬ 从对

该群体的界定、 该群体进入以色列的途径及其构成、 以色列公众对该群体的

认知、 以色列政府的管控与应对等方面展开ꎬ 以探讨以色列应对非法移民问

题的经验教训及其国际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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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移民通常也称经济移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ꎬ 是在以色列劳工部门的邀请下入境以填补

劳动力市场的缺口ꎮ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ꎬ 以色列引进了来自泰国、 摩尔多瓦、 菲律宾、 中国、 斯

里兰卡、 罗马尼亚等国的大批外籍劳工ꎬ 主要集中在建筑、 农业和家政等领域ꎬ 但一些人在签证期满

后继续滞留ꎮ
随着东欧形势的紧张ꎬ 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ꎬ 不少乌克兰人和格鲁吉亚人持旅游签证入境以色列ꎬ

到期后滞留当地ꎬ 然后向以色列内政部申请寻求庇护ꎮ
Ｄａｎ Ｆｅｆｅｒｍａｎ ＆ Ｄｏｖ Ｍａｉｍｏｎꎬ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Ｊｅｗｉｓｈ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ꎬ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 / / ｊｐｐｉ ｏｒｇ ｉｌ / ｎｅｗ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８ / ０３ / ＪＰＰＩ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 Ｐｏｌｉｃｙ － Ｐａｐｅｒ － ｏｎ － ｔｈｅ － Ｒｅｆｕｇｅｅ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０９

从 ２００８ 年起ꎬ 进入以色列的非法移民群体开始被以色列境内的非政府组织所关注ꎬ 如难民和

移民热线 ( Ｔｈｅ Ｈｏｔ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ꎬ ＨＲＭ)、 非洲难民发展中心 (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ＡＤＲＣ) 等ꎬ 这些机构发布了一系列调查报告ꎬ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重视ꎮ 随后不久

学术界也参与进来ꎬ 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 Ｓｅｅ Ｉｓｒａｅｌ Ｄｒｏｒｉ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Ａｌｂａｎｙ: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２００９ꎻ Ｇｉｌａｄ Ｂｅｎ － Ｎｕｎꎬ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Ａｓｙｌｕｍ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ꎬ ２０１７ꎬ ｅｔｃ)ꎬ 但国内学术界目前对以色列

非法移民的研究才刚刚起步ꎮ
Ｈａｒｒｉｅｔ Ｓｈｅｒｗｏｏｄ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ＰＭ: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Ｊｅｗｉｓｈ Ｓｔａｔｅ”ꎬ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 Ｍａｙ ２０ꎬ ２０１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２ / ｍａｙ / ２０ / ｉｓｒａｅｌ － ｎｅｔａｎｙａｈｕ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 ｊｅｗｉｓｈꎬ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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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对非法移民群体的界定

在以色列ꎬ 非犹太人进入该国寻求庇护的行为具有 ４０ 余年的历史ꎮ 以色

列境内最早的一批非犹太的寻求庇护者可以追溯至 １９７７ 年ꎬ 当时一个 ６６ 人

的越南难民团体在日本附近搭乘以色列货轮来到以色列ꎬ 贝京政府为之提供

了庇护ꎮ 国际社会普遍赞扬了这一人道主义行为ꎮ １９９３ 年ꎬ 一个 ８４ 人的波斯

尼亚穆斯林团体在以色列的基布兹获得了庇护 (一年内绝大部分人离开以色

列前往欧洲或返回波斯尼亚)ꎮ ２０００ 年ꎬ 以色列为原属南黎巴嫩军 ( Ｓｏｕｔｈ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Ａｒｍｙ) 的 ２ ０００ 余名士兵提供了保护ꎬ 这是一个曾与以色列军队在

黎巴嫩南部作战的基督徒军事团体ꎮ①

自建国以来ꎬ 来自非洲的非犹太移民进入以色列有两波高潮ꎮ 第一波高

潮出现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移民主要来自西非国家ꎬ 他们使用旅游签证或朝

圣签证飞赴以色列ꎬ 其真实目的是前往以色列寻找就业机会ꎬ 他们中的绝大

部分在 ２１ 世纪初期被遣返回国ꎮ② 第二波高潮开始于 ２００５ 年ꎬ 移民主要来自

厄立特里亚和苏丹ꎬ 他们经西奈半岛穿过埃、 以边界非法入境ꎬ 其目的是寻

求庇护或工作机会ꎬ 并有相当数量的移民择机转至第三国ꎮ 从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３
年ꎬ 大约 ６ ４ 万名寻求庇护的非洲移民者进入以色列ꎮ③ 这波非法移民的规模

和范围在以色列的建国史上均前所未有ꎬ 以色列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大批非

洲移民的目的地或中转地ꎮ
由于各国现行的移民法规存在差异ꎬ 加上涉及各种跨国问题ꎬ 目前国际

上对非法移民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缺乏一致的定义ꎬ 但一般而言非法移民是指

未经许可、 以非法的方式进入或滞留他国的移民ꎮ “非法移民的产生来自某个

体缺乏适当的文件允许他或她继续待在该特定国家ꎮ 它以两种方式发生: 他

们要么是偷偷地穿过边界进入该国而没有携带任何文件或签证ꎬ 要么是入境

４４

①

②

③

Ｋａｒｉｎ Ｆ Ａｆｅｅｆꎬ Ａ Ｐｒｏｍｉｓｅｄ Ｌａｎｄ ｆｏｒ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ｓｙｌｕｍ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Ｇｅｎｅｖａ: ＵＮＨＣＲ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６ － ７

Ｇａｌｉａ Ｓａｂａｒ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ｓｙｌｕｍ Ｓｅｅｋｅｒｓꎬ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８”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ꎬ Ｖｏｌ ３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４５

Ｇａｌｉａ Ｓａｂａｒ ＆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Ｔｓｕｒｋｏｖꎬ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ｓｙｌｕｍ － Ｓｅｅｋｅｒｓ: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４”ꎬ ｉｎ
Ｌｏｒｅｎｚｏ Ｋａｍｅｌ ｅｄ ꎬ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ꎬ Ｒｏｍａ: Ｉｓｔｉｔｕｔｏ Ａｆｆａｒ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ｚｉｏｎａｌｉ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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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逾期逗留而没有返回其来源国ꎮ”① 因此ꎬ 非法移民的根本特征是未经许可

非法入境或逾期非法逗留ꎮ 就此而言ꎬ 未经许可从西奈半岛穿过埃、 以边界

进入以色列境内的非洲移民符合非法移民的基本界定ꎮ②

对于非法入境的非洲移民ꎬ 以色列移民部门将之归于 “非法移民” 之列ꎮ
非洲移民穿过埃、 以边界进入以色列后ꎬ 由于没有签证而被以色列国防军逮

捕并送到位于内格夫沙漠的萨哈龙拘留所 (Ｓａｈａｒｏｎｉｍ)ꎬ 在这里要经过确认其

来源国、 检查其身体状况、 将相关信息登记到资料库中等程序ꎮ 通常入境非

洲移民在被羁押一段时间 (通常为期一年) 后获释ꎬ 再由以色列内政部给予

其 “假释签证”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Ｖｉｓａｓ)ꎮ 这种签证不是在以色列的工作许

可ꎬ 持有者不能获得就业、 医疗和其他福利服务ꎬ 只能短暂停留ꎮ 非洲移民

的这种地位在法律上被称为 “临时受保护地位”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Ｓｔａｔｕｓ)ꎬ
享有非官方的法律地位ꎬ 不面临被驱逐的处境ꎮ

“非法移民” 在以色列具有特定的词汇——— “渗透者”(Ｍｉｓｔａｎｅｎ /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ｏｒ)
加以指代ꎬ 这主要源自 １９５４ 年以色列议会通过的 «防止渗透法»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ꎮ③ 该法对 “渗透者” 进行了以下界定ꎬ “蓄意和非法进入以

色列者指: 其一ꎬ 其民族身份为黎巴嫩、 埃及、 叙利亚、 沙特、 外约旦、 伊拉

克或也门公民ꎻ 其二ꎬ 上述国家或以色列之外巴勒斯坦任何地方的居民或访客ꎻ
其三ꎬ 巴勒斯坦公民ꎬ 或者无国籍或无公民身份的巴勒斯坦居民ꎬ 或者国籍或

公民身份存在疑问者ꎬ 在上述时期离开常住地居住于原先在以色列之外现在成

为以色列一部分的某个地区ꎮ”④ «防止渗透法» 规定ꎬ 对不经授权非法入境的

５４

①

②

③

④

Ｋｏｆｉ Ｑｕａｙｅꎬ Ｉｌｌｅｇａｌꎬ Ｌｅｇａｌ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ｓꎬ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ꎬ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Ｘｌｉｂｒｉｓ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２８

非法移民不等同于难民ꎬ 难民的地位是受国际法保护的ꎬ 这主要源自联合国分别在 １９５１ 年通

过的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和 １９６７ 年通过的 «关于难

民地位的议定书»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两大国际公约ꎮ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第 １ 条对难民及其地位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 ‘难民’ 一词是指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 宗

教、 国籍、 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ꎬ 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

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ꎻ 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

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ꎮ” Ｓｅｅ ＵＮＨＣＲꎬ ＵＮＨＣＲ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ꎬ Ｇｅｎｅｖａ: ＵＮＨＣＲ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８０

Ｈａｄａｓ Ｙａｒｏｎꎬ Ｎｕｒｉｔ Ｈａｓｈｉｍｓｈｏｎｙ －Ｙａｆｆｅꎬ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ꎬ “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ｏｒｓ’ ｏｒ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ｓｙｌｕｍ － Ｓｅｅｋｅｒ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５１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２

Ｅｌｉｏｔｔ Ｒｉｍｏｎꎬ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ｓｙｌｕｍ Ｓｅｅｋｅｒｓ”ꎬ Ｃａｒｄｏｚｏ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２３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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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者最高可以判处五至七年的监禁ꎮ «防止渗透法» 起初主要是为了应对巴勒

斯坦游击队员和武装分子试图渗透入境对以色列目标发动攻击的行为ꎬ 这在当

时被视为重要的安全威胁ꎮ 在大批寻求庇护的非洲移民涌入的背景下ꎬ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ꎬ 以色列政府提出对 «防止渗透法» 进行修订ꎬ 并由议会进行了一读表决

通过ꎮ① 在该提案中ꎬ 首次将所有来自非洲的非法移民纳入 “渗透者” 的名下ꎬ
并允许以色列国防军驱逐来自厄立特里亚和苏丹的非洲移民ꎬ 将之逐回埃及ꎮ②

自此以后ꎬ “渗透者” 一词在政府声明和公众话语中与非法入境的非洲移民联系

起来ꎬ 成为这一群体的法律称呼ꎮ 该词的使用体现出强烈的负面内涵ꎬ 通过将

非洲移民归类于巴勒斯坦的武装渗透者行列ꎬ 使得非洲移民与以色列历史上对

国家安全威胁的认知联系起来ꎮ 与之相对应ꎬ 打击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国家安

全话语也应用于所有入境的非洲移民身上ꎮ 这种归类将非洲移民建构为对犹太

国家的民族和文化构成入侵的 “他者”ꎬ 将这一群体定位为非法性、 危险性ꎮ

以色列的非洲非法移民基本情况

如前所述ꎬ 以色列境内来自非洲的大规模非法移民潮始于 ２００５ 年ꎬ 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间移民数量达到高潮ꎮ 由于其人数规模较大ꎬ 且集中聚居在特

拉维夫南部ꎬ 很快形成一个特征鲜明的移民群体ꎮ
(一) 非洲非法移民群体进入以色列的路线

从 ２００５ 年起ꎬ 大批来自苏丹 (以来自靠近厄立特里亚边境地区的卡萨拉

联合国难民营的难民为主) 或厄立特里亚的非洲移民涌入以色列③ꎬ 他们大部

分人采取徒步的方式来到埃及ꎬ 通过给埃及西奈和以色列南部内格夫的贝都

因偷渡组织者支付一定的金额ꎬ 在他们的协助下经西奈沙漠穿越埃、 以边界

进入以色列ꎮ④ 苏丹移民支付的数额通常要比厄立特里亚移民少许多ꎬ 据称苏

６４

①
②

③

④

该法案 ２０１２ 年经过以色列议会三读通过成为 «防止渗透法» 的第三号修正案ꎮ
Ｒｅｕｖｅｎ Ｚｉｅｇｌｅｒꎬ “Ｎｏ Ａｓｙｌｕｍ ｆｏｒ ‘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ｒｉｔｒｅａｎ ａｎｄ Ｓｕｄａ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ｙｌｕｍ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２９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７９
Ｐ Ｊ Ｔｏｂｉａꎬ “Ｕｎｐｒｏｍｉｓｅｄ Ｌａｎｄ: Ｅｒｉｔｒｅ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ꎬ ＰＢＳ Ｎｅｗｓｈｏｕｒꎬ Ｊｕｎｅ ２０ꎬ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ｂｓ ｏｒｇ / ｎｅｗｓｈｏｕｒ / ｓｐｃ / ｕｎｐｒｏｍｉｓｅｄ － ｌａｎｄꎬ ２０１９ － ０５ － ０４
Ｋａｒｅｎ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ꎬ Ｓａｒａ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ꎬ ａｎｄ Ｌａｕｒｉｅ Ｌｉｊｎｄｅｒｓꎬ Ｒａｎｓｏｍꎬ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ｓꎬ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Ｓｉｎａｉ

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ｒｏｍ Ｅｒｉｔｒｅａ ｔｏ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Ｓｏｍｅｒｖｉｌｌｅ: 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Ｔｕｆｔ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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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移民支付的金额为 ３５０ 美元 ~ ５００ 美元ꎬ 而厄立特里亚移民需要支付的金额

高达 ２ ７００ 美元 ~ ７ ０００ 美元ꎮ① 非洲移民前往以色列的路途存在一定的风险ꎬ
不仅经常被西奈沙漠的武装团伙绑架并遭受身心折磨ꎬ 而且驻守边界的埃及

边防部队对非法越境者开枪射击ꎬ 导致不少非法移民在穿越边界时丧生ꎮ②

(二) 以色列的非洲非法移民的人员状况

根据以色列内政部的统计ꎬ 从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底ꎬ 共有超过 ６ ４ 万名非

洲移民从西奈边界进入以色列ꎮ③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入境的非洲移民人数最多ꎬ
占入境总数的 ２ / ３ꎬ 其中 ２０１１ 年达到顶点ꎬ 为 １７ ２７６ 人ꎮ ２０１３ 年随着埃、 以

边界墙的建造和完工ꎬ 非法入境的移民人数大大降低ꎬ 降幅为 ９９％ ꎬ ２０１７ 年

和 ２０１８ 年非法移民的入境人数均为 ０ꎮ 另据以色列内政部的统计ꎬ 在非法移

民人数最多的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ꎬ 大约有 ５７ １９３ 名非洲非法移民居住在以色列境

内ꎬ ６３％来自厄立特里亚 (３５ ８９５ 人)ꎬ ２５ ９１％来自苏丹 (１５ ２１０ 人)ꎻ④ 除

厄立特里亚和苏丹之外ꎬ 非法移民的来源国还包括科特迪瓦、 尼日利亚、 加

纳等其他非洲国家ꎮ
从性别看ꎬ 入境的非洲移民绝大部分是青壮年男性ꎮ ２０１６ 年底ꎬ 在以色

列境内 ４０ ３００ 名非法移民中ꎬ 其中 ８３ １％ 为男性 (３３ ５００ 人)ꎬ 女性仅为

１６ ９％ (６ ７００ 人)ꎮ 从年龄组看ꎬ ２５ ~ ３４ 岁的非洲移民占 ６２ ６％ ꎬ 而 ３５ ~ ４４
岁人员次之 (占 ２４ １％ )ꎬ 这两大群体合计占 ８６ ７％ ꎮ⑤ 由于自愿离开以色列

和以色列采取强制遣返措施ꎬ 非洲移民人数减少了 １ / ３ 左右ꎮ 到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ꎬ
根据以色列人口、 移民与边境管理局的数据ꎬ 已有 ２ ６ 万名非法移民离开以

色列ꎬ 仍在以色列境内的成年非洲移民为 ３ ８ 万人左右ꎬ 另有 ４ ０００ 名儿童ꎮ
其中 ７２％来自厄立特里亚 (２６ ５６３ 人)、 ２０％来自苏丹 (７ ６２４ 人)ꎬ 另外 ８％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他们价格差别大的原因在于苏丹人是穆斯林ꎬ 而且和贝都因偷渡贩子一样说阿拉伯语ꎻ 此外ꎬ
贝都因偷渡贩子认为厄立特里亚人的流散同胞更为富有ꎮ Ｓｅｅ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Ｆｕｒｓｔ － Ｎｉｃｈｏｌｓ ＆ Ｋａｒｅｎ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ｓｒａｅｌ: Ｄｅｂｔꎬ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ꎬ Ｓｏｍｅｒｖｉｌｌｅ: 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Ｔｕｆｔ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８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ꎬ Ｓｉｎａｉ Ｐｅｒｉｌｓ: Ｒｉｓｋｓ ｔｏ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ꎬ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ꎬ ａｎｄ Ａｓｙｌｕｍ Ｓｅｅｋｅｒ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８

Ｇａｌｉａ Ｓａｂａｒ ＆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Ｔｓｕｒｋｏｖꎬ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ｓｙｌｕｍ － Ｓｅｅｋｅｒｓ: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４”ꎬ ｉｎ
Ｌｏｒｅｎｚｏ Ｋａｍｅｌ ｅｄ 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２３

Ｓｉｇａｌ Ｒｏｚｅｎꎬ Ｔｏｒｔｕｒｅｄ ｉｎ Ｓｉｎａｉꎬ Ｊａｉｌｅｄ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ｌａ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Ｔｏｒｔｕｒｅ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ｎｔｉ －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ꎬ Ｔｅｌ Ａｖｉｖ: Ｈｏｔ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６

Ｇｉｌａｄ Ｎａｔｈａｎ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Ｉｓｒａｅｌꎬ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ꎬ Ｋｆａｒ Ｍｏｎａｓｈ: Ｒｕｐｐ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ｅｎｔｅｒ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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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其他非洲国家ꎬ 包括尼日利亚、 加纳、 科特迪瓦和塞拉利昂等国ꎮ①

图 １　 进入以色列的非洲非法移民人数 (单位: 人)

资料来源: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Ｄａｔａꎬ Ｆｉｒｓ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ｏｆ ２０１８”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８ꎬ Ｔａｂｌｅ ２ꎬ ｐ 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ｉｌ / ＢｌｏｂＦｏｌｄｅｒ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ａｇｅ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ｓｔａｔｓ / ｈｅ / ％Ｄ７％Ａ８％Ｄ７％９１％Ｄ７％Ａ２％Ｄ７％９５％Ｄ７％９Ｆ％２０１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１０

(三) 非洲非法移民选择迁移至以色列的原因

关于非法移民进入以色列的动机ꎬ 有内部与外部的多种因素ꎮ 绝大部分

非法移民来自战乱频繁的东非国家ꎬ 尤其是苏丹和厄立特里亚ꎬ 他们的主要

目的是摆脱动荡和战乱的政治处境ꎬ 同时也为了寻求更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条件ꎮ 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部族冲突开始于 ２００３ 年ꎬ 随即导致大量难民涌入

埃及等国ꎬ ２００５ 年底埃及安全部队武力驱逐联合国难民署驻开罗办事处门口

的难民游行示威ꎬ 导致 ２８ 人丧生ꎬ② 这个悲剧性事件促使原本大部分聚集在

埃及的移民离开当地穿过西奈沙漠前往以色列ꎮ 厄立特里亚的政治和经济状

况也极为糟糕ꎬ 从 ２００８ 年起ꎬ 大量的厄立特里亚人为了逃避饥荒或因政治原

因进入埃及和以色列ꎮ③ 从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１３ 年底ꎬ 非洲移民源源不断地经西奈

半岛穿越埃、 以边界涌入以色列ꎬ 以色列成为这波非洲移民浪潮的目标ꎬ 除

８４

①

②

③

Ｄｉｎａ Ｋｒａｆｔꎬ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Ｙｏｕ Ｎｅｅｄ ｔｏ Ｋｎ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Ｍａｓｓ Ｄｅ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ｙｌｕｍ Ｓｅｅｋｅｒｓ”ꎬ
Ｈａａｒｅｔｚ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７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ａａｒｅｔｚ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ｎｅｗｓ / ａｓｉａ － ａｎｄ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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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经济与政治因素以外ꎬ 还包括以下原因:
第一ꎬ 从地理位置上看ꎬ 以色列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的结合部ꎬ 是非洲大

陆从陆路通往欧洲的桥梁ꎮ 绝大部分非洲移民想前往欧洲ꎬ 这主要有两条路

线: 一是经过利比亚渡地中海ꎬ 这条路线风险较大ꎬ 一则偷渡者的费用要价

太高ꎬ 另则危险的海上航行导致许多难民被淹死ꎻ 二是经以色列的陆上路线ꎬ
它不经过海路即可前往欧洲ꎬ 风险相对小很多ꎮ 正如一位苏丹达尔富尔难民

在被埃及边防警察抓获时所言: “我的选择是在开罗暂停ꎬ 再途经利比亚前往

欧洲ꎮ 我或许死于大海中ꎬ 或者前往以色列ꎮ”① 以色列或许不是非洲难民的

第一选择ꎬ 却是他们许多人最有可能的选择ꎮ
第二ꎬ 埃、 以边境线长达 ２５０ 公里ꎬ 边界漫长且相对容易穿越ꎮ 边界两

侧大部分是地广人稀的广袤沙漠地带ꎬ 不便于驻守ꎬ 这为国际偷渡者提供了

天然的便利条件ꎮ 埃及和以色列两国关系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状态ꎬ 根据 «埃
以和平条约» 规定的埃及西奈半岛非军事化ꎬ 导致埃及对西奈半岛的控制较

弱ꎬ 极端组织和激进分子在西奈半岛活动较为活跃ꎮ
第三ꎬ 偷渡组织者以西奈沙漠为中心ꎬ 构建起完备的跨国偷渡和人口贩

运网络ꎬ 源源不断地向以色列境内输送非洲移民ꎮ 尽管存在一定的风险ꎬ 但

在当地贝都因偷渡团体的组织下ꎬ 埃及的西奈半岛成为国际人口贩运的重要

据点ꎮ② 埃、 以两国对西奈边界的管控比较薄弱ꎬ 导致国际偷渡组织以此为突

破口ꎬ 借助跨国偷渡网络将大批非法移民、 劳工、 东欧女性从西奈边界偷渡

进入以色列ꎮ
第四ꎬ 以色列政局稳定、 经济状况较好ꎬ 是距离非洲最近的发达国家并

且容易抵达ꎮ 以色列的工资待遇是本地区国家中最高的ꎬ 特拉维夫作为中东

地区首屈一指的国际性都市ꎬ 比开罗更有活力ꎮ 而且ꎬ 不少国际移民希望在

以色列找到工作并改善生活ꎬ 进而作为他们前往欧洲的中转站ꎮ
(四) 非洲非法移民在以色列的生活状况

由于寻求庇护的非洲移民获得的假释签证不是工作签证ꎬ 他们没有基本

的经济和社会权利ꎬ 通常无法获得就业、 医疗、 教育等福利ꎮ 在非政府组织

９４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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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请愿下ꎬ 以色列最高法院规定ꎬ 接受临时保护地位者有权从事工作以确保

其基本的生计ꎮ 起初ꎬ 不少非法移民被吸引到基布兹和莫沙夫从事农业劳动ꎮ
但由于入境的非法移民越来越多ꎬ 以色列政府开始施加了诸多限制ꎬ 非法移

民通常从事薪水较低和危险系数较高的工作ꎬ 包括餐饮、 保洁、 建筑等行业ꎮ
此外ꎬ 以色列政府不鼓励当地雇主为非洲移民提供工作ꎬ 将之视为 “无证移

民” (Ｕ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①ꎮ 由于这些来自非洲的非法移民不能被纳入以

色列的医疗与教育体系中ꎬ 他们的医疗保障服务很大程度上依赖以色列非政

府组织的救济和帮助ꎮ
以色列政府对非法移民的诸多限制导致这一群体的贫困率非常高ꎬ 绝大

部分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非常糟糕ꎬ 集中居住在特拉维夫南部的贫困街区ꎮ
特拉维夫南部是非法移民和各类外籍劳工的集中聚居地ꎬ 被称为 “以色列的

外籍劳工之都”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ꎬ② ６０％ ~７０％左右的以色列非

法移民生活在当地ꎬ 尤其特拉维夫中央汽车站周围生活了 １ ８ 万 ~ ２ ２ 万名非

法移民ꎮ 特拉维夫南部的内夫沙阿南大街 (Ｎｅｖｅ Ｓｈａａｎａｎ Ｓｔｒｅｅｔ) 被当地民

众称为 “小非洲” (Ｌｉｔｔｌｅ Ａｆｒｉｃａ)③ꎬ 当地形成了众多的苏丹或厄立特里亚风格

的餐馆和商店ꎮ 由于非法移民在特拉维夫南部地区的高度聚集ꎬ 导致当地的

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压力剧增ꎮ

“不受欢迎的渗透者”: 以色列人眼中的非法移民

来自非洲的非法移民一旦进入以色列ꎬ 就立刻处于有关安全与认同的漩

涡之中ꎬ 而且随着其人口规模的不断增长ꎬ 它触及了一些以色列人最敏感神

经的国家属性问题ꎮ 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ꎬ 以色列不少城市尤其是非法移民聚居地

特拉维夫南部爆发了一系列反对非洲移民的示威游行ꎬ 要求遣返和驱逐非洲

移民ꎬ 这些活动带有一定的种族主义情绪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 近 １００ 余名特拉维

夫南部居民举行 “反对非洲渗透者” 的集会ꎬ 认为这些非法移民不是寻求庇

０５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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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９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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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者ꎬ 而是 “外国入侵者”ꎮ① 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特拉维夫南部的集会游行中ꎬ
示威人群高呼 “特拉维夫是犹太人的ꎬ 苏丹人滚回苏丹!” (Ｔｅｌ Ａｖｉｖ ｆｏｒ Ｊｅｗｓꎬ
Ｓｕｄａｎｅｓｅ ｔｏ Ｓｕｄａｎ!)、 “他们的家在苏丹ꎬ 不在这里ꎮ 这是一个犹太国家” “限
制他们的活动” 等口号ꎮ② 在非法移民进入以色列最高潮的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ꎬ
示威游行演变成针对非洲移民的暴力骚乱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至 ６ 月ꎬ 特拉维夫爆

发了一系列针对非洲移民的仇外暴力浪潮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ꎬ 四枚燃烧弹被投掷

到特拉维夫南部夏皮拉街区的非洲移民公寓ꎬ 事情的起因是据说一名 １５ 岁的

以色列女孩在特拉维夫南部被非洲移民强奸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和 ３０ 日ꎬ 特

拉维夫南部爆发了呼吁遣返非洲移民的集会游行ꎬ 一些抗议者参与到对非洲

移民的暴力攻击中ꎮ③

特拉维夫南部乃至蔓延整个以色列的反非法移民浪潮ꎬ 有着深层次的社

会原因ꎮ 它通常由政客煽动ꎬ 同时有许多当地的工薪阶层参与ꎬ 并传递出一

个清晰的信号: 这种仇外情绪系由国家认同问题及社会问题引发ꎮ 就后者而

言ꎬ 大批非洲移民聚集于特拉维夫的贫困街区ꎬ 而当地市政部门对这一地区

的治理滞落ꎬ 社会问题凸显ꎮ 加之ꎬ 一些政客发出煽动性言论ꎬ 指责非洲移

民是其街区建设落后的主要根源ꎬ 非洲移民成为所有社会问题的 “替罪羊”ꎬ
“所有的问题都始于来自非洲的移民ꎬ 他们占据了所有廉价的场所”ꎮ④ 归结

起来ꎬ 以色列社会主要存在三种反对非洲移民的话语:
第一ꎬ 把非洲非法移民视为 “人口威胁”ꎬ 认为他们冲击着以色列的人口

构成ꎮ 绝大部分以色列犹太人认为ꎬ 以色列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犹太国家ꎬ 犹

太人口占多数地位是确保其犹太属性的根本条件ꎮ 尤其非洲移民绝大部分是

穆斯林ꎬ 这引起以色列官方的极度担忧ꎮ 以色列内政部长埃利伊赛 (Ｅｌｉ
Ｙｉｓｈａｉ) 曾声称渗透者是 “犹太国家的生存威胁”ꎬ 他把非洲移民比作巴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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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人ꎬ 提出非法移民正在 “生下成千上万的小孩ꎬ 犹太复国主义梦想正在消

亡”ꎬ “渗透者与巴勒斯坦人一道ꎬ 将很快终结我们的犹太复国主义梦想ꎮ 绝大

部分来到这里的人们都是穆斯林ꎬ 他们 (渗透者) 认为这个国家不属于我们白

种人ꎮ”① 据此ꎬ 伊赛表示他 “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这个国家的犹太多数地

位”ꎮ② 以色列官方拒绝给予非洲寻求庇护者难民地位的理由是: 给予这些非洲

移民以难民地位的先例一旦开启ꎬ 将鼓励更多的非洲移民非法入境ꎮ 大批非洲

移民的持续涌入ꎬ 会局部改变以色列某些地区尤其是特拉维夫南部的人口结构ꎬ
使之陷入人口恐慌之中ꎮ 因此ꎬ 在媒体和政客的言论中ꎬ 来自非洲的非法移民

经常被等同于以色列最严重的人口和安全威胁 (分别指巴勒斯坦人和伊朗)ꎮ
这种对人口格局变化的担忧还引起一些以色列普通民众的共鸣ꎬ 使他们

产生一定生存焦虑情绪ꎮ 他们认为以色列不仅要提防拥有过高生育率的阿拉

伯人口ꎬ 也要警惕不断涌入的非洲移民ꎬ 强调阿拉伯人和非洲移民都是威胁

犹太国家属性的 “他者”ꎮ 生活在特拉维夫南部的一些当地居民甚至惊呼:
“特拉维夫南部现在就是南苏丹ꎮ 它不再是特拉维夫ꎬ 我时刻感到恐惧ꎮ”③

在反移民的话语动员下ꎬ 非洲移民被视为威胁犹太国家认同和文化根基的入

侵者ꎬ 激起了不少以色列人的严重忧虑ꎬ 要求驱逐非洲移民的声浪此起彼伏ꎮ
第二ꎬ 把非洲非法移民视为 “安全威胁”ꎬ 认为这些移民把病毒、 犯罪和

恐怖主义带入以色列ꎮ 由于与周围阿拉伯国家长期处于冲突之中ꎬ 以色列对

恐怖袭击高度敏感ꎬ 而非洲移民从被视作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提供重要温

床的西奈半岛偷渡和非法入境ꎬ 以色列担心这些移民像特洛伊木马一样将极

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带入以色列ꎮ 以色列内政部长伊赛警告说ꎬ 非法移民对以

色列的威胁不比伊朗核武器小ꎬ “渗透者的威胁与伊朗的威胁一样严重ꎮ (强
奸) 案件表明以色列的私人安全问题存在如此多的问题ꎮ 我们必须使民众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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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对非洲非法移民的认知及管控　

度感觉到安全”ꎮ① 不少以色列人将非洲移民称为 “强奸犯” 和 “犯罪分

子”ꎬ② 认为他们要为暴力犯罪和强奸案件负责ꎮ
在强烈的排外情绪左右下ꎬ 一些政界人士极力渲染非洲移民给以色列社

会带来的 “严重威胁”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ꎬ 以色列议会议员米里雷格夫

(Ｍｉｒｉ Ｒｅｇｅｖ) 在特拉维夫南部的示威集会上宣称 “苏丹人是我们身体里的毒

瘤ꎮ 渗透者必须被从以色列驱逐! 现在就驱逐!”③ 把非法移民比作 “身体里

的毒瘤” 言论引起了巨大的争议ꎬ 虽然事后雷格夫对此予以澄清ꎬ 但该比喻

充分反映出以色列主流社会对于非法移民的认知ꎮ 更值得注意的是ꎬ 以色列

多数民众也对 “身体里的毒瘤” 比喻表达了高度认可ꎮ 根据以色列民主研究

所和平指数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的民意调查ꎬ 大约 ５２％ 的以色列犹太人赞同议员米

里雷格夫将非洲移民称作国家 “身体里的毒瘤” 观点ꎮ④ 根据统计ꎬ 总体而

言ꎬ 右翼人士对待非法移民多数持种族主义态度ꎬ ８６％的沙斯党支持者和 ６６％
的利库德支持者赞同雷格夫的争议性言论ꎬ 而仅有 ３２％的工党支持者和 ４％的

梅雷兹党支持者赞同这一观点ꎮ 就宗教倾向而言ꎬ 正统派人士更支持ꎬ ８１ ５％
的极端正统派和 ６６％的正统派人士赞同雷格夫的言论ꎬ 而在世俗人士中的支持

度为 ３８％ꎮ 此外ꎬ 仅有 １９％的阿拉伯受访者赞同非法移民是 “毒瘤” 的观点ꎮ
这份民意调查还发现ꎬ ３３ ５％的犹太人和 ２３％的阿拉伯人赞同近期在特拉维夫

南部发生的针对非洲移民的暴力行为ꎮ 在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看来ꎬ 这是 “非常

让人吃惊的ꎬ 考虑到绝大部分民众没有同情那些为社会所广泛谴责的行径”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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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把非洲非法移民视为 “经济威胁”ꎬ 认为他们对以色列的经济和就

业市场构成了冲击ꎮ 不少以色列人认为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家ꎬ 无法为数量庞

大的非洲移民提供充分的就业和经济机会ꎮ① 他们担心大批非法移民的涌入将

给劳动力市场、 教育体系、 医疗设施等带来巨大压力ꎮ 为此ꎬ 内塔尼亚胡组

合了新的词汇——— “非法的经济渗透者”(Ｉｌｌｅｇ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ｏｒｓ)ꎮ②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内塔尼亚胡出访纽约时指出ꎬ “以色列不存在寻求庇护者问题ꎬ 他们

都是非法的劳工移民ꎻ 寻求庇护者可能来自类似于叙利亚的国家ꎬ 但绝不是

来自非洲的寻找工作者ꎮ”③ 议员伊扎克瓦克宁 (Ｙｉｔｚｃｈａｋ Ｖａｋｎｉｎ) 在议会

中说ꎬ “宾馆里所有的劳动者ꎬ 女服务员、 清洁工都是渗透者ꎮ 我在问ꎬ
你们认为这是不是夺取了以色列公民的工作?”④ 以色列司法部长阿耶蕾特
沙克德 (Ａｙｅｌｅｔ Ｓｈａｋｅｄ) 也强调ꎬ “以色列国家太小ꎬ 而且有它自己的问题ꎬ
它无法被用来作为非洲大陆的职业介绍所ꎮ”⑤

正是在反移民的话语动员过程中ꎬ 有系统、 分步骤驱逐非洲移民的主张被

正式提出ꎮ 根据民意调查ꎬ 绝大部分以色列人认为非法移民应该被遣送至第三

国ꎮ 根据 «今日以色列» ( Ｉｓｒａｅｌ Ｈａｙｏｍ)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的民意调查ꎬ 当被问及

“处理近期来自非洲的非法移民现象的最好办法” 时ꎬ ６１ ３％的以色列犹太人认

为他们应当被遣送至第三国ꎬ １８ ４％认为他们如果不愿离开就应该被送至拘留

中心ꎬ 仅有 １１ ６％认为非法移民应当被给予在以色列生活和工作的机会ꎮ⑥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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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色列民主研究所有关和平指数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的民意调查ꎬ 有 ６５ ９％的以色

列犹太民众支持将非洲移民遣送至第三国ꎮ 就政治观点而言ꎬ 这项决定在右

翼中间的支持度达 ７８％ ꎬ 中间阵营拥护将非洲移民遣送至第三国动议的人数

占 ３５％ ꎬ 而左翼仅有 ２５％ ꎮ 在以色列的阿拉伯民众中ꎬ 有 ５０％支持政府的这

项决定ꎬ 而 ３７％的人反对ꎮ 阿拉伯人的高支持率可以理解为ꎬ 他们担心非法

移民在某些领域对自身构成经济竞争ꎮ①

当然ꎬ 也有少数以色列人士认为这个国家有道义责任庇护与平等对待非

法移民ꎬ 强调犹太人是一个屡遭迫害和驱逐的民族ꎬ 也曾到处寻求避难ꎬ 尤

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国家曾拒绝向那些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敞

开大门而导致大屠杀悲剧的发生ꎮ 这些人士援引 «圣经» 典故 “你们要怜爱

寄居的ꎬ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 ( «申命记» １０∶１９)ꎬ 主张以色列

政府应该承担道义责任允许躲避迫害的非洲移民停留ꎬ 为他们提供安全的天

堂ꎮ 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多次呼吁善待非洲移民: “对外来者的憎恨与

犹太教的基本原则相冲突”ꎮ② 他们另一个实际的理由是ꎬ 非洲移民的总数不

到 １０ 万ꎬ 而以色列总人口达 ９００ 万人ꎬ 非洲移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到 １％ ꎬ
这并不会对以色列的国家属性构成威胁ꎮ

总的来看ꎬ 以色列社会自上而下对非法移民普遍存在不接受甚至严重排

斥的态度ꎬ 这种排外情绪具有强大的民意基础ꎮ 它是历史与现状、 地缘政治

与国民心理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以色列的犹太国家属性决定着它

时刻以维护犹太人的多数地位为根本目标、 被众多敌对国家长期包围所形成

的 “围困心态” 使之对外来移民有种本能的恐惧、 以色列的独特安全观则使

之习惯于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审视各种内外部威胁、 以色列强大的右翼政治

文化为排外情绪提供了现实的土壤ꎮ 基于上述因素ꎬ 来自非洲的非法移民被

一些以色列人视为 “不受欢迎的渗透者”ꎬ 并认为他们对以色列的安全与国家

属性构成了重要的威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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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对非法移民的管控与应对举措

对于大批非洲非法移民的快速涌入ꎬ 以色列政府起初没有采取有效手段

加以应对ꎬ 导致入境非法移民的人数规模不断扩大ꎬ 这给以色列社会和经济

治理带来巨大的难题ꎮ 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ꎬ 以色列政府对非法移民问题给予高度重

视ꎮ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ꎬ 以色列政府在内政部之下设立人口、 移民与边境管理局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ｏｒｄｅｒ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ꎬ ＰＩＢＡ)ꎬ 负责管理人口

登记 (包括身份证和护照)、 授予公民权、 批准和监督出入境、 处理外籍人员

(包括巴勒斯坦劳工、 非法移民、 劳工移民和难民等) 在以色列的停留问

题ꎮ① 很大程度上ꎬ 管控非法移民问题是人口、 移民与边境管理局的主要

职责ꎮ
２００９ 年内塔尼亚胡上台后ꎬ 进一步加强了对非法移民的管控ꎬ 制定了一

系列政策ꎮ 内塔尼亚胡在不同的场合ꎬ 多次提及以色列政府以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为三个阶段分界点②ꎬ 对非法移民采取四方面的管控举措ꎬ 即否

认 (Ｄｅｎｉａｌ) 非洲移民的难民地位、 建造边界墙阻止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非法移民

进入、 拘留 (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已入境的非法移民、 驱逐 (Ｄｅ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非法移民使

之离境ꎬ 它们被统称为 “４Ｄ” 措施ꎮ 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设想ꎬ 以色列政府预

计在 ２０２０ 年之前基本解决这一问题ꎮ 这些举措一环扣一环ꎬ 逐步升级ꎬ 致力

于最终解决这个问题ꎮ 从时间进程看ꎬ 以 ２０１３ 年埃、 以边界墙的完工为界点

分成前后两个时期ꎬ 前期是为了阻止非法移民进入ꎬ 后期则致力于使其离开

以色列 (包括自愿离开和遣送出境)ꎬ 这是因为 ２０１３ 年埃、 以边界墙的完工

关闭了非法移民进入以色列的入境通道ꎬ 政府转而集中精力着手解决已经入

境的非法移民问题ꎮ 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ꎬ 以色列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拘留和遣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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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移民ꎬ 在国内外引起了一定的争议ꎮ
(一) 否认非洲非法移民的难民身份

１９５１ 年通过的联合国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是世界范围内有关难民地

位的主要法律文献ꎮ 虽然以色列早在 １９５４ 年批准了该公约ꎬ 但一直没有将其

内容吸收到国内法律中ꎮ 绝大部分通过非法渠道来到以色列的非洲移民声称

他们是在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的规定下寻求庇护ꎬ 强调他们是逃离厄立

特里亚饥荒和苏丹战乱的难民ꎬ 以色列政府有义务保护他们摆脱战争、 迫害、
奴役和屠杀ꎬ 不能驱逐他们ꎮ 对此ꎬ 以色列政府多次强调ꎬ 接受有关难民和

寻求庇护者的法律是 “不明智的”ꎬ 认为寻求庇护的非洲移民不是真正的难

民ꎬ 而是寻找工作机会的经济移民ꎮ① 内塔尼亚胡在解释其对非洲移民政策时

辩解说ꎬ “我们不会采取行动反对难民ꎬ 但我们要采取行动反对那些来到这里

寻找工作的非法移民ꎮ 以色列将继续作为真正难民的庇护所ꎬ 同时也将继续

驱逐非法的渗透者ꎮ”②

作为阻止非法移民获得难民地位举措的一部分ꎬ 以色列政府对非法入境

的非洲移民的工作和居住条件加以限制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ꎬ 以色列政府实施了一

项限制非法移民就业和居住的政策ꎮ 为了从拘留所获得释放ꎬ 非法移民必须

签署一份不能在以色列中部③生活和工作的文件ꎬ 这块区域的范围为 “哈代拉

以南和盖代拉以北”ꎬ 该政策通常被称为 “哈代拉—盖代拉” 条款 ( ｔｈｅ
“Ｈａｄｅｒａ － Ｇａｄｅｒａ”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ꎮ④ 根据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哈达德 ( Ｓａｂｉｎｅ
Ｈａｄａｄ) 的解释ꎬ 这项政策是应对特拉维夫难民庇护所过分拥挤和条件糟糕的

举措ꎬ 也是为了缓解这一地区的就业状况ꎮ 由于许多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难

民署驻以色列办事处位于特拉维夫ꎬ 这项规定使得难民或移民无法获取这些

机构的帮助ꎮ 该举措引起了公众和媒体的批评ꎬ 以色列内政部长在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０ 日取消了这一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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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ｔａｉｌｓ － ａｂｏｕｎｄꎬ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１３

中部是以色列的商业和都市核心区域ꎬ 主要是特拉维夫及其毗邻地区ꎮ
Ｋａｒｉｎ Ｆ Ａｆｅｅｆ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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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非法入境的非洲移民人数不断增长ꎬ 以色列开始采取措施加以遏制ꎮ
２００９ 年之前ꎬ 以色列境内的寻求庇护申请是由位于特拉维夫的联合国难民署

驻以色列办事处进行审核ꎬ 并向以色列内政部提出建议ꎬ 后者负责决定难民

地位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ꎬ 以色列政府在内政部之下成立 “难民地位甄别小组”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ꎬ 负责处理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地位事务ꎮ 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ꎬ 以色列政府规定所有获释的新来非法移民都被给予假释签证ꎬ
并要求他们必须在每两个月前往以色列人口、 移民与边境管理局的三个办公

地点 (布内布拉克、 贝尔谢巴、 埃拉特) 更换相关证件ꎬ 从而取得免于被

驱逐的临时受保护地位ꎮ①

２０１３ 年ꎬ 随着非法移民入境人数锐减ꎬ 以色列政府允许非法移民经过

“难民地位甄别程序” 申请难民地位ꎮ②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ꎬ 非法移民获得难

民地位的难度较大ꎮ 以色列是世界上难民批准率最低的国家之一ꎬ 在 ２０１７ 年

的盖洛普移民接受指数 (Ｔｈｅ Ｇａｌｌｕｐ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中ꎬ 以色列仅

为 １ ８７ 分 (满分为 ９ 分)ꎬ 在 １４０ 个国家中排在第 １３５ 位ꎬ 是世界上接受移

民转为难民人数较少的国家之一ꎮ③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间ꎬ 共有 １５ ２０５ 名厄立特

里亚移民和苏丹移民向以色列人口、 移民与边境管理局提交难民申请ꎬ 已有

６ ５１４人的申请遭到了否决ꎬ 仅有 １１ 人获得了难民身份 (１０ 名厄立特里亚人

和 １ 名苏丹人)ꎬ 批准率仅为 ０ ０５６％ ꎮ 而 ２０１７ 年第四季度ꎬ 欧盟给予厄立特

里亚非法移民的难民申请通过率为 ９０％ 、 苏丹人为 ５５％ ꎮ④ 以色列极低的批

准率使许多非洲非法移民从一开始就不太想提交申请ꎬ 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

浪费时间ꎮ 此外ꎬ 以色列非法移民等待审批的时间较长ꎬ 平均为 ８ ５ 个月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 仍有 ８ ５８８ 名寻求庇护者的申请处于等待审批状态ꎬ 许多

８５

①
②

③

④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Ｆｕｒｓｔ － Ｎｉｃｈｏｌｓ ＆ Ｋａｒｅｎ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３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Ｄｅｎｉａｌ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 Ｔｈｅ Ｐ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Ｅｒｉｔｒｅａｎ ａｎｄ Ｓｕｄａｎｅｓｅ Ａｓｙｌｕｍ Ｓｅｅｋｅｒ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８
Ｊｏｈｎ Ｈ Ｆｌｅｍｉｎｇꎬ Ｎｅｌｉ Ｅｓｉｐｏｖａꎬ Ａｎｉｔａ Ｐｕｇｌｉｅｓｅꎬ Ｊｕｌｉｅ Ｒａｙꎬ ａｎｄ Ｒａｊｅｓｈ 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ꎬ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ｎ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ꎬ Ｂｏｒｄｅｒ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ꎬ Ｖｏｌ ８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１１６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ꎬ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ｂ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ꎬ ３０ Ｍａｉ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Ａｓｙｌｕｍ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Ｇｒａｎｔｅ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 ２８ꎬ ４ ｔ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Ａｓｙｌｕｍ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９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Ａｓｙｌｕｍ＿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ｒｅｐｏｒｔꎬ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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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于 ８ 年前提交并且仍未获最终结果ꎮ①

表 １　 非洲移民向以色列提交难民地位的申请情况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

难民申请者 提交申请份数 等待处理份数 已被拒绝份数 难民地位获批份数

厄立特里亚人 ９ ４６４ ４ ３１３ ５ １５４ １０

苏丹人 ５ ７４１ ４ ２７５ １ ３６０ １

总计 １５ ２０５ ８ ５８８ ６ ５１４ １１

　 　 资料来源: Ａｍｎｅｓ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Ｆｏｒｃ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ｌａｗｆｕｌ: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Ｄｅ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ｒｉｔｒｅａｎ ａｎｄ Ｓｕｄａｎｅｓｅ
Ａｓｙｌｕｍ － ｓｅｅｋｅｒｓ ｔｏ Ｕｇａｎｄａꎬ ｐ １１

(二) 建造边界墙来阻止非法移民入境

边境偷渡、 走私等安全问题是困扰以色列的长期性难题ꎮ 面对源源不断

从埃、 以边界涌入的非洲移民ꎬ 一开始ꎬ 以色列在边界地区部署军队以阻止

非法移民进入ꎬ 在移民从埃及一侧入境时将其强制返回埃及境内ꎬ 这种政策

被称为 “热遣返” (Ｈｏｔ Ｒｅｔｕｒｎｓ)ꎮ 针对非洲非法移民的第一批 “热遣返” 发

生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ꎬ 当时 ６ 名厄立特里亚移民被以色列国防军遣返至边界线埃

及一侧ꎬ ８ 月又强制遣返了 ４８ 名非法移民ꎮ②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驻以色列办

事处的资料ꎬ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ꎬ 大约有 ２５０ 名非法移民按照该程序被强制返回

埃及境内ꎮ③ 随后由于以色列最高法院的介入ꎬ 以色列内政部在 ２００９ 年放弃

了这一做法ꎮ
非洲非法移民通过埃、 以边界进入以色列的势头越来越迅猛ꎬ 引起以色

列社会的广泛担忧ꎬ 呼吁建造边界墙 (Ｂｏｒｄｅｒ Ｆｅｎｃｅｓ) 的声浪此起彼伏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以色列政府正式启动边界墙建造计划 “沙漏项目”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ｏｕｒｇｌａｓｓ)ꎬ
沿以色列一侧建造埃、 以边界墙ꎬ 声称其目的是打击走私、 偷渡、 非法移民

和恐怖主义ꎬ 实际上是为了遏制来自非洲国家的非法移民潮ꎮ 建造计划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获得通过ꎬ １１ 月 ２２ 日开始动工ꎮ ２０１１ 年埃及爆发 “一二

五革命”ꎬ 穆巴拉克下台ꎬ 这加剧了西奈半岛的动荡局势ꎬ 极端分子在西奈半

９５

①

②
③

Ａｎｎｉｅ Ｓｌｅｍｒｏｄꎬ “Ｐｒｉｓｏｎ ｏｒ Ｄｅ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ｆｏｒ Ａｓｙｌｕｍ Ｓｅｅｋｅｒ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ꎬ
ＨｕｆｆＰｏｓｔ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８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ｅｎｔｒｙ / ｐｒｉｓｏｎ － ｏｒ － ｄｅ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 －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 ｃｈｏｉｃｅ － ｆｏｒ － ａｓｙｌｕｍ＿ ｕｓ＿５ａ７ｃ０ｆ３５ｅ４ｂ０３３１４９ｅ４０１ｃ７７ꎬ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１６

Ｋａｒｉｎ Ｆ Ａｆｅｅｆ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ꎬ Ｓｉｎａｉ Ｐｅｒｉｌｓ: Ｒｉｓｋｓ ｔｏ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ꎬ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ꎬ ａｎｄ Ａｓｙｌｕｍ Ｓｅｅｋｅｒ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ｐ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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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聚集ꎬ 以色列加快了安全墙建造计划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 埃、 以边界墙最终完

工ꎮ 这道钢护栏项目包括摄像头、 雷达和移动检测器ꎬ 从拉法到埃拉特ꎬ 全

程长约 １５２ 英里 (２４５ 公里)ꎬ 历时三年建造而成ꎬ 估计总造价为 １６ 亿新谢克

尔 (约 ４ ５ 亿美元)ꎬ 堪称以色列规模最大的工程之一ꎮ①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ꎬ 边界墙是确保以色列国家属性的 “战略决

策”: “关闭以色列的南部边界ꎬ 阻止渗透者和恐怖分子入境ꎬ 是一项确保以

色列犹太民族属性的战略决策ꎮ 我们不能允许成千上万的非法劳工经过南部

边界渗透到以色列ꎬ 而使我们的国家遍地充斥着非法的外国人ꎮ”② 除了建造

安全墙ꎬ 以色列国防军还加强了对南部边界的驻守ꎬ 以应对埃及西奈半岛的

动荡局势和恐怖主义活动的渗透ꎮ
(三) 立法限制和拘留非法移民

随着埃、 以边界墙的完工ꎬ 以色列政府阻止非法移民入境的阶段性目标已

经实现ꎬ 转而采取措施管控已在境内的非洲非法移民ꎬ 为此该国政府对所有入

境的非洲非法移民实施拘留措施ꎬ 并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非法移民拘留设施ꎮ
非法移民进入以色列后ꎬ 一般被关押在萨哈龙监狱ꎮ 由于非法移民人数

过于众多ꎬ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 花费 ３ ２３ 亿新谢克尔 (约 ９ ４００ 万美元) 建造的

霍罗特开放拘留中心 (Ｈｏｌｏｔ Ｏｐｅｎ 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启用ꎬ 它位于靠近埃、 以

边界的内格夫沙漠ꎬ 可以容纳 ３ ３００ 名非法移民ꎮ 与一般的监狱不同ꎬ 它允许

非法移民白天离开ꎬ 但在晚上必须返回ꎮ 每年运行费用高达 １ 亿新谢克尔

(约 ２ ９００ 万美元)ꎮ③这项耗资巨大的工程在以色列官方看来是值得的ꎬ 用议

员多夫赫宁 (Ｄｏｖ Ｈｅｎｉｎ) 的话来说ꎬ “我们将数亿的新谢克尔花费于这块

沙地ꎬ 以用来投资于拯救特拉维夫南部的计划ꎮ”④

０６

①

②

③

④

Ｇｉｄｏｎ Ｂｅｎ － Ｚｖｉ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 ２４５ Ｍｉｌｅꎬ ＮＩＳ １ 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ｅｎｃｅ ａｌｏｎｇ Ｓｉｎａｉ Ｂｏｒｄｅｒ ｗｉｔｈ
Ｅｇｙｐｔ”ꎬ Ｔｈｅ Ａ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４ꎬ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 ｃｏｍ / ２０１３ / １２ / ０４ / ２４５ － ｍｉｌｅ － １ － ６ －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ｓｈｅｋｅｌ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ｆｅｎｃｅ －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ｉｓｒａｅｌ － ａｎｄ － ｓｉｎａｉ －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ꎬ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０７

Ｒｏｒｙ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Ｆｅｎｃｅ ａｌｏｎｇ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ꎬ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１ꎬ ２０１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０ / ｊａｎ / １１ / ｉｓｒａｅｌ － ｆｅｎｃｅ － ｅｇｙｐｔꎬ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１８

Ｙａｒｄｅｎ Ｓｋｏｐ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 ２９ｍ / Ｙｅａｒ ｏｎ Ｏｐｅｎ － ａｉｒ Ｐｒｉｓｏｎ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ｓｙｌｕｍ Ｓｅｅｋｅｒｓ”ꎬ
Ｈａａｒｅｔｚꎬ Ｊｕｎｅ ２９ꎬ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ａａｒｅｔｚ ｃｏｍ /  ｐｒｅｍｉｕｍ － ２９ｍ － ａ － ｙｅａｒ － ｔｏ － ｏｐｅｒａｔｅ － ｈｏｌｏｔ － ｊａｉｌ －
１ ５２５３７４９ꎬ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２１

Ｂｅｎ Ｈａｒｔｍａｎꎬ “Ｎｅｗ ‘Ａｎｔｉ －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ｉｌｌ Ｐａｓｓｅｓ Ｖｏｔｅ ｉｎ Ｋｎｅｓｓｅｔ”ꎬ 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８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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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国家相比ꎬ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对非法移民的拘留时间长度分

别为 ３２ 天、 ６０ 天、 １８０ 天ꎬ 美国平均为 １１４ 天ꎬ 加拿大为 １２０ 天ꎻ 而以色列

的拘留时间最长可以达 １ ０９５ 天ꎮ① 围绕非洲非法移民过长的拘押时间问题ꎬ
非洲移民和非政府组织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诉ꎬ 以色列议会与最高法院为此展

开了多轮博弈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ꎬ 以色列议会以 ３７ 票对 ８ 票通过了 «防止渗透

法» 第三号修正案ꎬ 将所有未经许可从南部边界进入以色列的非洲移民定义

为 “渗透者”ꎬ 并授权安全部门对其采取不超过三年的拘留措施ꎬ 而来自敌对

国家 (包括苏丹) 的非法移民可以无限期地拘押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 以色列最高

法院在第 ７１４６ / １２ 号亚当诉以色列议会案件的司法裁决 (ＨＣＪ ７１４６ / １２ Ａｄａｍ
ｖ ｔｈｅ Ｋｎｅｓｓｅｔ ｅｔ ａｌ) 中ꎬ ９ 名大法官一致裁定第三号修正案违宪并加以撤销ꎬ
“因为根据 «基本法: 人的尊严和自由» 它不成比例地限制了自由的宪法权

利”ꎮ② 以色列最高法院认定该修正案侵犯了自由的宪法权利而构成违宪ꎬ 要

求政府在 ９０ 天之内释放根据被废除的第三号修正案遭到拘押的 １ ８１１ 名非洲

移民ꎮ
在 ９０ 天到期之前ꎬ 以色列议会又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通过了 «防止渗透法»

第四号修正案ꎮ 它包括以下主要内容③: 允许对新到来的非法移民的拘押时间

缩短为一年ꎬ 将难以遣送的非法移民安置在霍罗特开放拘留中心ꎬ 可对这些

人进行无限期地拘押ꎬ 直到他们 “自愿” 离开以色列为止ꎻ 被关押在霍罗特

拘留中心的人员每天接受 ３ 次点名ꎬ 该拘留中心晚上 １０ 点至第二天早上 ６ 点

关闭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最高法院的司法裁决 (ＨＣＪ ８４２５ / １３ Ｇｅｂｒｓｅｌａｓｓｉｅ ｖ ｔｈｅ
Ｋｎｅｓｓｅｔ ｅｔ ａｌ) 又废除了第四号修正案ꎮ④ 而以色列议会再次采取了应对措施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通过了 «防止渗透法» 第五号修正案ꎬ 对新来的非法移民的拘

押时间缩短为 ３ 个月ꎬ 而霍罗特拘留中心的拘押时间缩短为 ２０ 个月ꎬ 每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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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次点名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以色列最高法院又作出司法裁决 (ＨＣＪ ８６６５ / １４
Ｄｅｓｔａ ｖ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ｅｔ ａｌ)ꎬ 要求进一步缩短霍罗特拘留中心的拘押时

间ꎬ 最长不得超过 １２ 个月ꎮ①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ꎬ 以色列议会通过 «防止渗透法»
第六号修正案ꎬ 按最高法院的要求将霍罗特拘留中心的拘押时间缩短为 １２
个月ꎮ

对于以色列纳税人来说ꎬ 霍罗特拘留中心的建造费用高达数亿新谢克尔ꎬ
再加上每年高额的运行费用ꎬ 以及拘留在此的非法移民不能从事工作ꎬ 导致

政府开支大幅度增加ꎮ 据统计ꎬ 以色列政府花费在每位拘留在此的非法移民

身上的费用高达 ２ ５ 万新谢克尔ꎮ②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ꎬ 以色列内阁一致赞成内政部

长阿里耶德利 (Ａｒｙｅ Ｄｅｒｙ) 和公共安全部长吉拉德厄丹 (Ｇｉｌａｄ Ｅｒｄａｎ) 在

未来 ４ 个月关闭霍罗特拘留中心的提议ꎮ③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 霍罗特拘留中心正式

被关闭ꎮ
(四) 鼓励或遣送非法移民离境

将非法移民关进拘留中心的做法使以色列政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ꎬ
为了逐步减少该国境内的非法移民ꎬ 以色列政府开始着手促推境内非洲移民

离开ꎮ 这项政策始于 ２０１３ 年ꎬ 内塔尼亚胡指出: “在借助边界安全墙的帮助

阻止非法移民这种现象后ꎬ 我们现在准备将境内非法移民遣返至他们的来源

国ꎮ”④ 对此ꎬ 以色列政府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ꎬ 要么接受无限期关押要么自

愿离境ꎬ 以此迫使非洲移民离开以色列返回母国或前往第三国ꎮ
为了加快非法移民离开以色列的步伐ꎬ ２０１３ 年ꎬ 以色列内政部启动了 “自

愿” 返回程序 (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ꎬ 并在内政部之下设立 “自愿离

开小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Ｒｅｔｕｒｎ Ｕｎｉｔ)ꎬ 对 “自愿” 离开以色列者给予 ３ ５００ 美元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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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金额和一张单程机票ꎮ① 根据以色列人口、 移民与边境管理局的数据ꎬ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ꎬ 有 ９ ０２６ 名非法移民离开以色列 (２０１３ 年为 ２ ６１２ 人、 ２０１４ 年增加至

６ ４１４人)ꎬ 尤其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离境人数达 ３ ９７２ 人ꎻ 离开以色列的非洲非法

移民绝大部分返回其母国ꎬ 仅有 １ ２０５ 人前往第三国ꎬ 主要是卢旺达和乌

干达ꎮ②

由于苏丹被以色列政府定义为 “敌对国家”ꎬ 而厄立特里亚国内政治和经

济状况堪忧ꎬ 这使遣返非法移民至其来源国存在较大困难ꎬ 尤其返回苏丹的

移民通常被怀疑是以色列派到苏丹的间谍ꎬ 遭到质疑甚至监禁ꎮ 在此情况下ꎬ
以色列的遣返方向转向与第三国 (例如乌干达、 卢旺达) 合作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以后ꎬ 返回来源国的非洲非法移民人数大大减少ꎬ 而主要前往第三国ꎮ 为了

促使非洲非法移民加快前往第三国的步伐ꎬ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以色列内政部宣布

了一项新政策ꎬ 规定拘押在霍罗特拘留中心的非洲非法移民和没有提交难民

申请的非法移民ꎬ 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前往卢旺达或面临萨哈龙监狱的无限期

监禁ꎬ 这项新政策被称为 “卢旺达或萨哈龙政策” (Ｔｈｅ Ｒｗａｎｄａ ｏｒ Ｓａｈａｒｏｎｉｓｍ
Ｐｏｌｉｃｙ)ꎮ③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７ 年ꎬ 超过 １ ５ 万名非洲非法移民离开以色列ꎬ 其中 ４ ０００ 多人

前往卢旺达或乌干达ꎮ④ 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ꎬ 以色列政府已与卢旺达、 乌

干达等非洲国家达成协议ꎬ 它们每接受一名非洲移民即可获得 ５ ０００ 美元补

偿ꎮ⑤ 然而ꎬ 无论卢旺达还是乌干达官方都极力否认与以色列政府达成过类似

的协议ꎮ 对此ꎬ 以色列最高法院强调ꎬ 没有正式的协议ꎬ 强制驱逐非法移民

的行为应当被禁止ꎮ 此外ꎬ 以色列政府对非法移民及其雇主实施经济惩罚措

施ꎬ 其目的是促使非法移民生活贫困ꎬ 进而加速其离开以色列的步伐ꎮ 以色

列政府宣布ꎬ 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 日开始ꎬ 所有找到工作的非法移民被要求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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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水中缴纳 ２０％的额外税ꎬ 此外他们还需将其薪水的 １６％交给雇主ꎬ 以作为

补偿性罚款ꎬ 这项法律被称为 “保证金法”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Ｌａｗ)ꎮ 非法移民只有在

离开以色列时ꎬ 才可以得到这一部分保证金ꎮ 这项新政策导致非法移民在就

业市场中更加没有竞争力ꎬ 因为它使雇佣非法移民的代价变得高昂ꎬ 其结果

是: 许多非法移民失去了工作而被合法外籍劳工取代ꎮ①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了驱逐 ４ 万名非洲非法移民的

大规模计划ꎬ 给予移民终极的选择: 要么在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 日前离开以色列ꎬ
要么被强制监禁ꎬ 但最终的命运仍是强制驱逐ꎮ 在到达规定期限时间的第二

天ꎬ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 日ꎬ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联合国难民署达成一项取消

大规模驱逐计划的协议ꎮ 协议内容为: 加拿大、 德国和意大利将接受 １６ ２５０
名非洲非法移民ꎬ 而以色列政府将给予另外 １６ ２５０ 名非法移民最多为期 ５ 年

的临时居民身份ꎬ 这些人由此得以留在以色列ꎮ② 以色列教育部长、 极右翼的

犹太家园党领袖纳夫塔利本内特认为ꎬ 该协议将 “使以色列变成渗透者的

天堂”ꎮ③ 在国内右翼政党盟友的强大压力下ꎬ 内塔尼亚胡被迫在次日 (４ 月 ３
日) 取消了这一协议ꎮ 在声明中ꎬ 内塔尼亚胡强调: “我认真听取了有关该协

议的众多评论ꎮ 其结果是ꎬ 在经过再三权衡利弊后ꎬ 我决定取消这份协议ꎮ
尽管它面临众多的法律限制和国际困难ꎬ 我们将下定决心去寻找所有可供选

择的方案ꎬ 以继续促使渗透者离开ꎮ”④

以色列政府在管控非法移民问题的过程中ꎬ 尽管存在难民批准率低、 拘

留时间过长和强制遣返至来源国等问题ꎬ 这引发了一定的争议ꎬ 但从其管控

的实际效果来看ꎬ 上述举措取得了显著的成效ꎬ 尤其是埃、 以边界墙的修建

有效遏止了非法移民涌入以色列的势头ꎮ 埃、 以边界墙的建造使得来自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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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法移民大幅度下降ꎬ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进入以色列的非法移民达 ９ ５７０ 人ꎬ
而在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进入以色列的非法移民仅有 ３４ 人ꎬ 同比下降了 ９９％ ꎮ① 此

外ꎬ 以色列政府通过鼓励或遣送非法移民离境ꎬ 该国境内的非法移民人数大

大减少ꎬ 从 ２０１２ 年底人数最多时的近 ６ 万人降低至 ２０１８ 年底的 ３ ８ 万人左

右ꎮ② 随着境内非法移民人数的减少ꎬ 以色列当地民众与非法移民之间的矛盾

有所缓和ꎮ

结　 语

在当今国际难民危机的背景下ꎬ 非法移民的涌入的确引发了一系列问题ꎬ

涉及经济、 安全、 人口等方面ꎬ 如何妥善处理人道主义与国家安全之间的两

难ꎬ 成为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急迫问题ꎮ 从国际法角度看ꎬ 非法难民处置是

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ꎬ 目前尚不存在涉及非法移民所有问题的一个综合性国

际公约ꎬ 而是散见于国际人权法、 国际劳工法、 外交关系法等诸多不同的国

际公约中ꎮ 这表明处置非法移民的国际法体系十分庞杂ꎬ 在实际工作中需按

照国际法的相关规定ꎬ 结合国情ꎬ 综合施策ꎬ 妥善应对非法移民问题ꎮ
对于以色列而言ꎬ 在过去十几年间ꎬ 以色列遇到了主要来自厄立特里亚

和苏丹等国的非洲移民问题ꎮ 与以色列政府主动引入并相对可控的外籍劳工

不同ꎬ 来自非洲的大批移民经非法渠道入境ꎬ 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穆斯林ꎬ
在所谓 “伊斯兰威胁论” 思潮的影响下ꎬ 非洲非法移民对以色列社会带来的

冲击颇具震撼力ꎮ 在经济层面ꎬ 大批涌入的非洲非法移民给本来就相对狭小

的以色列就业市场、 教育系统、 医疗保障等带来了一定的压力ꎬ 尤其是非法

移民聚集的特拉维夫南部地区更是首当其冲ꎻ 在社会方面ꎬ 非法入境的非洲

移民与当地民众 (包括以色列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紧

张ꎬ 为此以色列对非洲非法移民设置了许多社会限制 (例如建造拘留中心和

采取遣返措施)ꎬ 导致社会风险和政府财政支出大大增加ꎻ 在安全领域ꎬ 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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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非法移民从宗教极端主义相对活跃的西奈半岛非法入境ꎬ 这无疑使一些

以色列人产生对于边界安全和恐怖主义渗透问题的焦虑情绪ꎬ 更为重要的是ꎬ
在一些以色列人看来ꎬ 这种担忧还触及以色列国家属性问题ꎮ

作为国际上管控非法移民和 “边界墙” 概念的首倡者之一ꎬ 以色列管控

非洲移民问题的做法得到不少国家的肯定ꎬ 包括美国和印度在内都派遣代表

团前往以色列考察边界墙建设和以色列国防军用于加强边界安全的高科技手

段ꎬ 以及以色列管控非法移民的其他举措ꎮ 美国总统特朗普尤其对以色列的

管控举措大力称赞ꎬ 并且进行了吸收和借鉴ꎬ① 例如ꎬ 美国将非法移民称为

“入侵者”、 拘押入境的非法移民、 驱逐与遣返非法移民等做法ꎬ 尤其在美、
墨边境建造边界墙很大程度上是直接受到以色列相关做法的启发ꎮ 特朗普在

与美国国会的辩论中多次以以色列为例ꎬ 强调建造边界墙对于管控非法移民

的重要作用: “如果你们真的想知道边界墙的效果如何ꎬ 就去问问以色列ꎮ 它

９９ ９％有效ꎮ”②

但是ꎬ 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 如何从源头上解决非法移民问题? 从

非洲非法移民的来源地看ꎬ 他们绝大部分来自世界最不发达地区的东非国家

(例如厄立特里亚和苏丹等国)ꎬ 他们的跨国迁徙主要源于贫困落后、 政局动

荡、 战乱威胁、 失业无助等原因ꎬ 归根到底是发展滞后及其衍生的民生问题ꎮ
以色列政府显然也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ꎬ 除了采取上述措施管控非法移民问题

以外ꎬ 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ꎬ 以色列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帮助相关非洲国家改善经济状

况ꎬ 试图从源头上缓解非法移民问题ꎮ 其中ꎬ 以色列国际发展合作署 “马沙夫”
(ＭＡＳＨＡＶꎬ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在非洲开

展了许多可持续发展项目ꎬ 涉及农业、 教育、 卫生、 科技等领域ꎬ 开设大量

的培训课程以吸收非洲当地人参加ꎬ 这些项目致力于改善当地的经济发展水

平ꎮ 传统上ꎬ 非法移民问题的应对主要基于 “目标国”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的视角ꎬ 着眼于如何管控和应对业已存在的非法移民ꎮ 然而ꎬ 作为一个复杂

的国际现象ꎬ 非法移民不仅是 “目标国” 的问题ꎬ 而且还涉及 “来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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