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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色的彩虹: 南非排外行为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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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益坚　 刘国强

　 　 内容提要　 １９９４ 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ꎬ 持续推进包容性社会建设ꎮ
随着大量外国移民涌入南非ꎬ 南非的排外行为增多且持续不断ꎮ 南非排外的

对象主要是外籍非洲黑人ꎬ 排外的参与群体范围相对较广ꎬ 排外行为持续发

生且频次较高ꎬ 排外方式较为极端ꎮ 经济问题的社会化是导致南非发生排外

行为的根本原因ꎬ 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是南非排外的重要思想来源ꎬ 长期的种

族隔离是南非排外的历史缘由ꎬ “相对剥夺感” 是排外情绪的主要来源ꎬ 媒体

的舆论导向是南非排外思潮的催化剂ꎮ 排外行为是南非政治经济转型时期出

现的集种族主义、 民族主义、 暴力文化和社会分层等为一体的复杂问题ꎬ 给

南非造成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ꎮ 为此ꎬ 南非需要制定整体性的长期解决方案ꎬ
通过促进经济发展、 创造就业岗位和商业机会、 完善制度建设、 加强社会治

理、 打击犯罪等多种路径解决这一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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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 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ꎬ 曼德拉总统曾充满希望并富有诗意地

期待南非成为多元包容的 “彩虹之国”ꎮ 相对较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吸引了大量

外国移民涌入南非ꎬ 在造成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的同时ꎬ 也引发了南非持续

不断的排外行为ꎮ １９９４ 年以来ꎬ 针对移民的暴力排外事件多达数百起ꎬ 对南

非造成多重负面影响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爆发的大规模暴力排外事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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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更为严重ꎬ 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批评ꎮ 南非也一度被列为世界上对

移民不友好的国家之一①ꎮ 因此ꎬ 我们在看到新南非过去 ２５ 年发展中不断推进

包容性社会建设的同时ꎬ 也要正视该国存在的排外行为ꎮ 本文拟从分析南非排

外行为的主要特点入手ꎬ 对南非排外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理论和现实层面的解

析ꎬ 进而论述排外行为对南非政治、 经济、 文化和外交等领域所造成的影响ꎮ

南非排外行为的主要特点

排外行为在非洲既非新鲜事物ꎬ 也非南非独有ꎬ 部分非洲国家历史上也

曾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排外行为ꎮ 例如ꎬ １９７２ 年加纳发生针对尼日利亚人的排

外攻击ꎻ １９７２ 年乌干达政府驱赶至少 ６ 万印度和巴基斯坦后裔ꎻ １９８３ 年和

１９８４ 年尼日利亚政府为了报复加纳政府ꎬ 命令所有加纳人离开尼日利亚ꎻ
２０００ 年津巴布韦政府为加快土地改革进程ꎬ 曾大规模驱赶白人农场主ꎮ 但是ꎬ
南非由于其独特的历史进程ꎬ 其排外行为也表现出一些显著的特点ꎮ

(一) 排外行为持续不断且频次较高

在 １９９４ 年民主选举之前ꎬ 南非排外情绪已经显现ꎬ 并且出现有记录的排

外暴力活动ꎮ １９４９ 年ꎬ 南非曾发生过一次规模较大的暴力骚乱ꎬ 因种族隔离

制度被迫迁移、 警察搜查和失业等原因ꎬ 祖鲁人的怒火引发骚乱ꎬ 其矛头主

要针对商人和外国人ꎬ 即他们眼中的 “剥削者”ꎮ 一些失去理智的祖鲁人在骚

乱中放火、 抢劫甚至杀人ꎬ 造成至少 １４７ 人死亡ꎮ② 在新南非成立后的 ２５ 年

中ꎬ 南非的排外行为一直持续不断ꎬ 每年均会发生相关事件ꎬ 其中在 ２００８ 年

和 ２０１５ 年爆发了两次大规模暴力排外事件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１ 日ꎬ 南非第一次大规模暴力排外事件在约翰内斯堡亚历山

德拉镇被点燃ꎮ 自 １９１２ 年南非联邦成立以来ꎬ 亚历山德拉镇一直是南非国内

民众和国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ꎬ 这里生活着来自南非各地和非洲各国的人ꎮ
暴力事件迅速从亚历山德拉镇蔓延到南非各地ꎮ 一些南非排外者在城市附近

的贫民区手持武器到处寻找外国人ꎬ 对来自津巴布韦、 莫桑比克、 马拉维等

非洲国家的移民实施了抢劫、 强奸和烧杀ꎬ 袭击一直持续到 ５ 月底 ６ 月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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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间内发生了 １３５ 起以上的排外事件 (其中一半发生在城市化程度最高的

豪登省)ꎬ 造成至少 ６２ 人死亡、 近 ７００ 人受伤、 数十人被强奸、 ３４２ 家商店被

抢劫 (其中 ２１３ 家被洗劫一空)ꎬ 十多万人流离失所ꎮ① 这些袭击针对的是外

籍非洲黑人ꎬ 但有 １ / ３ 的受害者是南非人ꎬ 主要是由于这些人与外籍黑人结

婚或拒绝参加暴力活动等原因ꎮ②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的大规模暴力排外事件因受到

国际社会 (特别是非洲国家) 的广泛关注和强烈谴责ꎬ 南非的排外形势有所

缓和ꎬ 但还是持续发生针对外籍黑人的排外事件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 南非爆发第二次大规模暴力排外事件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约翰

内斯堡索韦托的索马里店主开枪打死了一名涉嫌抢劫的 １４ 岁南非少年ꎮ③ 此

后不久ꎬ 南非传统领袖祖鲁王古德维尔兹维利蒂尼 (Ｇｏｏｄｗｉｌｌ Ｚｗｅｌｉｔｈｉｎｉ)
在社区讲话时ꎬ 发表了 “外国人应该卷铺盖回家” 的排外言论ꎮ④ 一些民众

追随祖鲁王的号召ꎬ 第二次大规模暴力排外事件在德班、 约翰内斯堡和开普

敦等城市爆发ꎬ 一些南非排外者抢夺财物、 肆意毁坏私人房屋、 商铺ꎬ 并对

外国人施暴ꎬ 造成 １５ 人死亡、 ３０７ 人被捕、 ２ ０００ 多人流离失所⑤ꎬ 并引发周

边国家的恐慌和不满ꎮ 随后ꎬ 南非政府发起了名为 “清扫行动”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ｉｅｌａ) 的军事行动ꎬ 共逮捕 ８８９ 名外国人ꎬ 其中 ７４５ 名是非法移民ꎮ

近年来ꎬ 南非的排外行为依然持续不断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 豪登省卡特勒洪

镇爆发暴力排外事件ꎮ 尽管暴力事件一度集中在大城市周围的城镇ꎬ 但迅速

蔓延至 ９ 个省份和周边农村地区ꎮ 受影响最严重的省份仍然是西开普省、 豪

登省、 夸祖鲁 －纳塔尔省、 自由邦省、 林波波省、 姆普马兰加省和东开普省ꎬ
这些省已经成为排外行为的多发地ꎮ⑥ 自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开始ꎬ 南非各地陆续爆

发当地民众与外国移民的冲突事件ꎮ 比勒陀利亚发生当地民众与外国移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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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冲突ꎬ 随后当地民众到内政部门前示威游行ꎬ 要求控制移民数量ꎮ①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 德班发生严重的暴力排外事件ꎬ 多家外国商铺被抢ꎬ 导致至少 ６ 人

死亡、 多人重伤ꎬ 林波波省一些地区也相继发生排外骚乱ꎮ② 南非外长西苏鲁

女士紧急召见多国大使通报情况ꎬ 并发表声明呼吁执法人员采取最强有力的

手段打击排外暴行ꎮ③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初ꎬ 南非多地再次发生抢劫外国人商铺的

暴力排外事件ꎬ 造成至少 ５ 人死亡ꎬ 拉马福萨总统对暴力行为进行了谴责ꎮ
目前ꎬ 南非排外行为未得到根治ꎬ 加之经济持续低迷、 失业率居高不下ꎬ 因

此还有再次爆发大规模暴力排外事件的可能ꎮ
(二) 排外行为方式较为极端

一些南非民众常常通过暴力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诉求ꎬ 认为只有通过暴力

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使问题得到解决ꎮ 南非 “暴力文化”④ 的形成与种族

隔离的历史有较大关系ꎮ 在种族隔离时期ꎬ 南非黑人遭受任意逮捕、 殴打、
酷刑和暗杀ꎬ 而他们通过非暴力方式表达诉求却得不到南非政府的重视ꎬ 暴

力遂成为南非黑人争取自由斗争的重要方式ꎬ 尽管最终的自由不是通过暴力

方式而是通过谈判实现的ꎬ 但是南非已经逐渐形成 “暴力文化”ꎮ⑤ 当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大规模暴力排外事件表现出集体使用暴力程度高、 持续时间长、 蔓延速度

快等特点时ꎬ 世人才会感到如此震惊ꎬ 并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ꎮ 一些南

非人认为暴力是有效表达诉求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ꎬ 虽然暴力的具体表现

形式不断变化ꎬ 但它仍然是一些南非人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之一ꎮ
暴力成为南非排外情绪的重要宣泄方式ꎮ 根据使用暴力的程度ꎬ 南非的

暴力排外行为主要分为以下两类: 一是采用驱赶、 抢劫和毁坏财物的方式ꎮ
即使来自津巴布韦、 莫桑比克、 马拉维和赞比亚等南部非洲国家的移民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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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２ꎬ ｐｐ １９３ － ２１９ꎻ Ｂ Ｈａｍｂｅｒꎬ ａｎｄ Ｓ Ｌｅｗｉｓꎬ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ｕｍａ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ꎬ １９９７

Ｌｉｖｅ Ｈａｇｅｎｓｅｎꎬ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ａ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ｅ Ｄｏｏｒｎｓꎬ Ｔｈｅｓｉｓ (ＭＡ)ꎬ Ｓｔｅｌｌｅｎｂｏｓ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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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南非城镇中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很长时间ꎬ 一些南非人对待外国移民仍

有或多或少的敌意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ꎬ 作为移民聚集地的亚历山

德拉镇ꎬ 在南非第一次民主选举期间爆发了一次排外攻击事件ꎬ 一些居民认

为非法移民是犯罪率和失业率上升、 性侵案增多的罪魁祸首ꎮ 他们组织了

“回家行动”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ｕｙｅｌｅｋｈａｙａꎬ 意为返回家园)ꎬ 试图武装 “清理” 镇

上的外国人ꎬ 袭击看起来像外国人的人并毁坏其财物ꎬ 强行将其赶出城镇ꎮ①

１９９７ 年ꎬ 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本地小贩连续两天袭击外国小贩ꎬ 抢劫外国人

的财物ꎮ② ２００１ 年ꎬ 赞德斯普鲁特的居民放火焚烧了数百名津巴布韦移民的

房子ꎬ 迫使他们逃离定居点ꎮ③ ２００６ 年ꎬ 开普敦周边城镇的暴徒抢劫索马里

店主的商铺ꎮ④ ２００７ 年ꎬ 普马兰加省的 ４１ 家外国人商店被抢ꎻ 豪登省的津巴

布韦人与南非人发生冲突后ꎬ 当地居民抢劫了 １１１ 家商店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ꎬ 豪

登省 ６０ 家商铺被抢ꎻ ２ 月ꎬ 西开普省的居民强行驱赶至少 ５ 名索马里店主ꎬ
自由邦省 ８０ 家商铺被抢ꎻ ３ 月ꎬ 豪登省有 １５０ 个棚屋和商铺被烧毁或破坏⑤ꎬ
比勒陀利亚有外国商铺被烧⑥ꎮ ２００９ 年年中至 ２０１０ 年末ꎬ 至少有 ２００ 家外国

商铺被抢、 ４ ０００ 人流离失所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在排外行为的影响下ꎬ 至少１ ０００人
流离失所、 １２０ 家商铺或企业因此永久或暂时性关闭ꎮ ２０１４ 年 １ ~ ３ 月ꎬ 约有

２００ 家商店被抢ꎬ ９００ 人流离失所ꎮ⑦

二是采用殴打甚至强力攻击致人死亡的方式ꎮ 持续出现的暴力排外行为ꎬ
造成大量外国人被攻击甚至杀害ꎮ １９９８ 年ꎬ １ 名来自莫桑比克和 ２ 名来自塞

内加尔的小贩在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之间的一列火车上兜售糖果ꎬ 被从

失业抗议集会上回来的一群人从行驶的火车上抛下并致死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外籍难

民遭受袭击ꎬ 造成 ３０ 名难民死亡ꎻ⑧ ６ 名外国人在约翰内斯堡郊区的象牙公

园被一群南非人殴打ꎬ 其中 ２ 人被施以 “胎刑” (Ｎｅｃｋｌａｃｉｎｇꎬ 把一个浸过汽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Ａｎｕｏｌｕｗａｐｏ Ａ Ｄｕｒｏｋｉｆａ ａｎｄ Ｅ Ｏ Ｃ Ｉｊｅｏｍａ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３ ２９８
Ｉｂｉｄ ꎬ ｐ ３ ２９５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Ｃｒｕｓｈꎬ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Ｓｔｏｒｍ: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ａ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ＳＡＭＰ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 ５０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４８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Ｓｔｅｅｎｋａｍｐꎬ “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ａ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Ｉｔ Ｓａ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ｒｕｓｔ?”ꎬ Ｔｈｅ Ｒｏｕｎｄ

Ｔａｂｌｅꎬ Ｖｏｌ ９８ꎬ Ｎｏ ４０３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４４１
Ｐｏｒｔｉａ Ｎ Ｋｌａｓｓ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６ － ７
Ａｎｕｏｌｕｗａｐｏ Ａ Ｄｕｒｏｋｉｆａ ａｎｄ Ｅ Ｏ Ｃ Ｉｊｅｏｍａ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３ ２９６
Ｊｅａｎ Ｐｉｅｒｒｅ Ｍｉｓａｇｏ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４４９
Ａｄｅｏｙｅ Ｏ Ａｋｉｎｏｌａ ｅｄ 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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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的轮胎套在受害人脖子上点燃) 致死ꎬ ３ 人受重伤ꎬ １ 人设法逃离ꎮ① ２０００
年ꎬ ２ 名莫桑比克籍的农场工人在被指控偷窃后ꎬ 遭到 １ 名南非治安队员的袭

击ꎬ 其中 １ 名工人死亡②ꎻ 由于害怕外国人索取当地人的财物ꎬ ７ 名外国人在

开普敦的开普平原被杀害ꎮ③ ２００１ 年ꎬ １ 名苏丹难民在列车上被武装人员殴打

致死ꎮ④ ２００５ 年ꎬ 津巴布韦和索马里难民在博塔维尔遭到殴打ꎮ⑤ ２００６ 年ꎬ 开

普敦周边城镇有 ２９ 名索马里人被杀ꎮ⑥ ２００７ 年ꎬ 开普敦的索马里商铺受到暴

力攻击ꎬ １３ 名索马里人死在店内ꎻ⑦ 豪登省的津巴布韦人与南非人发生冲突

后ꎬ 当地居民袭击移民社区造成 ２ 人死亡、 １８ 人受重伤ꎮ⑧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ꎬ 东

开普省 ２ 名索马里店主被烧死⑨ꎬ 豪登省发生要求外国人离开的袭击事件ꎬ 造

成 ４ 人死亡、 １０ 人重伤ꎻ ３ 月ꎬ 豪登省发生一系列袭击事件ꎬ 造成至少 ７ 人

死亡ꎬ 比勒陀利亚有 １１ 名外国人遇害ꎮ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ꎬ 几乎每月都有至

少一起针对外国人的袭击事件ꎮ ２００９ 年年中至 ２０１０ 年末ꎬ 至少有 ２０ 人死亡、
４０ 人重伤ꎮ ２０１１ 年ꎬ 至少 １２０ 名外国人被杀 (其中 ５ 人被烧死)、 １００ 人重

伤ꎮ ２０１２ 年南非暴力事件数量有所增加ꎬ 至少有 ２５０ 起暴力事件导致 １４０ 人

死亡、 ２５０ 人重伤ꎮ ２０１３ 年平均每周有 ３ 起重大暴力事件ꎮ 据统计ꎬ 仅 ２０１４
年 １ ~ ３ 月就估计发生了 ３００ 起排外暴力事件ꎮ

(三) 排外的对象主要是外籍黑人

新南非成立后ꎬ 境内的外籍黑人越来越多ꎬ 并主要是来自其他非洲国家

的寻求庇护者和非法移民ꎮ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ꎬ １９９５ 年南非境内的移民总

数为 １００ ４ 万人 (占南非人口总数的 ２ ４％ )ꎬ ２０００ 年为 １００ ２ 万人 (占

２ ２％ )ꎬ ２００５ 年 １２１ １ 万人 (占 ２ ５％ )ꎬ ２０１０ 年为 １９４ ３ 万人 (占 ３ ８％ )ꎬ

３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Ｃｒｕｓｈ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４７
Ｉｂｉｄ ꎬ ｐ ４７
Ａｎｕｏｌｕｗａｐｏ Ａ Ｄｕｒｏｋｉｆａ ａｎｄ Ｅ Ｏ Ｃ Ｉｊｅｏｍａ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３ ２９６
Ａｄｅｏｙｅ Ｏ Ａｋｉｎｏｌａ ｅｄ 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３０
Ｉｂｉｄ ꎬ ｐ １３０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Ｓｔｅｅｎｋａｍｐ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４４１
Ａｄｅｏｙｅ Ｏ Ａｋｉｎｏｌａ ｅｄ 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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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为 ３１４ ３ 万人 (占 ５ ８％ )ꎮ① 南非境内的移民主要包括永久居留移民、
临时居留移民、 寻求庇护者和非法移民ꎬ 其中绝大多数是寻求庇护者和非法

移民ꎮ (１) 寻求庇护者ꎮ 随着 ２０００ 年 «难民法» 的生效ꎬ 每年都有大量寻求

庇护者通过各种渠道涌入南非ꎬ 主要来自刚果 (金)、 埃塞俄比亚、 尼日利

亚、 索马里和津巴布韦等国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南非政府已向寻求庇护者发

放 １０６ 万份 “临时许可证” 和 １１ ９ 万份 “难民身份许可证”ꎮ② 此外ꎬ 还有

大量寻求庇护者滞留在南非境内一边工作学习一边不断尝试申请相关证件ꎮ
(２) 非法移民ꎮ 每年都有大量周边邻国的公民进入南非寻找工作或做生意ꎮ
１９９４ 年以来ꎬ 南非每年都要使用大量的人力、 物力遣返这些非法移民出境ꎮ
据统计ꎬ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５ 年南非共遣返 ３３４ ２ 万人ꎬ 其中 １９９４ 年遣返 ９ １ 万人ꎬ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４ 年每年在 １５ 万 ~ １９ 万人之间ꎬ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每年都超过 ２０ 万人

(其中 ２００７ 年为 ３１ ３ 万ꎬ ２００８ 年为 ２８ １ 万) 被遣返ꎮ 而 ２００８ 年以后遣返人

数快速下降③ꎬ 导致南非境内的移民数量快速上升ꎮ 非法移民绝大部分来自莫

桑比克、 津巴布韦和莱索托等周边邻国ꎮ④ 某些人被遣返之后ꎬ 又越过管理松

散的边境线再次进入南非ꎬ 甚至出现同一人在一年内被数次遣返的 “旋转门”
(Ｒ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Ｄｏｏｒ) 现象ꎮ 遣返非法移民也给南非政府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ꎮ

南非排外行为主要针对来自非洲大陆其他国家的移民ꎬ 特别是黑人移民ꎮ
普通民众和警察常通过身体特征和语言来区分南非黑人和外籍黑人ꎬ 即南非

警察利用肤色、 着装、 语言、 身高、 发型、 口音 (某些词的发音)、 气味或接

种疫苗的标志等特征来识别和拘留可疑的外国人ꎮ⑤ 南非人的排外程度也因黑

人移民的国籍而不同ꎮ 南非人认为来自博茨瓦纳、 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的移民

比来自津巴布韦、 莫桑比克的移民更受欢迎ꎬ 也比来自更远地方的非洲人更

受欢迎ꎮ⑥ 当排外行为发生的时候ꎬ 受害者不仅只是外籍黑人ꎬ 事实上南非一

些少数民族由于 “看起来很陌生” “长得太黑” “不像南非人” 等原因也常被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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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外国人ꎬ 他们在城市社区里也常常受到祖鲁人或科萨人的排挤ꎮ① 白人和

其他有色人一般不会成为暴力排外行为的对象ꎬ 这是因为南非白人和其他有

色人大多生活在城市ꎬ 与底层黑人的直接利益冲突相对少ꎮ 但南非白人掌握

着南非大量的土地和生产资料ꎬ 南非黑人无力改变现状ꎬ 因而常使用非暴力

手段来表达心中的愤怒ꎮ
(四) 参与排外行为的群体范围相对较广

南非排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排外情绪无处不在②ꎬ 下至普通民众、 上至

政治精英ꎬ 他们均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ꎮ
普通民众的排外行为发生在日常生活中ꎬ 主要表现为侮辱、 歧视、 抢劫、

殴打甚至杀害外国人ꎮ 主要起因是普通民众认为南非有太多的外国人与当地

人竞争有限的公共资源和就业岗位ꎮ 南非民众认为外国人 (特别是外籍黑人)
不属于南非ꎬ “他们应该回去ꎬ 因为我们没有工作ꎮ 作为一名公民ꎬ 我想要每

天 １５０ 兰特的工资ꎬ 但外国人每天只要 ７０ 兰特ꎮ 他们在厨房和工厂接替我们

的工作岗位ꎮ 他们拥有较好的劳动技能ꎬ 而我们的教育不佳ꎬ 因而缺乏劳动

技能”ꎻ “这些外国人到处做生意ꎬ 他们取代了我们的生意他们正在摧毁

我们自己的企业和生活ꎬ 索马里人使得我们的生意做不下去ꎮ 他们必须回到

自己的国家ꎬ 这样南非的情况才会变好”ꎮ③ 因此ꎬ 南非人见到外籍黑人常会

问三个问题ꎬ “你是哪里人?” “你为什么来这里?” “你什么时候回去?”ꎬ 这

让一些外籍黑人感觉不舒适ꎮ④

政府官员和政府部门的排外言论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南非排外情绪高

涨的催化剂ꎮ 政府官员的表现是很矛盾的ꎬ 一方面通过发表对外国人的贬损

言论来表达对外国人的看法并获得选民支持ꎬ 另一方面又否认国内排外情绪

和排外行为的存在ꎬ 认为许多外国人被杀只是普通的犯罪行为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部分南非议员和政府官员都在传递一种暗示: 非法移民正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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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Ｄ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Ｍｕｔａｎｄａ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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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国家的稳定、 发展、 社会服务和社会结构ꎮ① 非国大发言人曾在声明中指

出ꎬ 人权在很大程度上不适用于外国人ꎬ 特别是移民ꎮ 非国大议员洛克

(Ｄｅｓｍｏｎｄ Ｌｏｃｋｅｙ) 也曾说过 “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将人权扩大到非公民的范

围”ꎮ② 南非政府的一些高官也会发表具有暗示性、 煽动性的言论ꎬ 比如 “大
量移民” 造成政府资金短缺、 经济增速放缓③、 «重建和发展计划» (ＲＤＰ)
实施成效不明显④、 失业率增加、 犯罪率上升⑤、 疾病蔓延等一系列问题ꎬ 并

表示政府愿意通过帮助外籍移民 “回家”⑥ 来应对南非持续出现的排外行为ꎮ
官员们在言语中暗示ꎬ 本来南非人可以获得政府承诺的经济繁荣和更好的公

共资源ꎬ 但随着大量移民的到来而难以实现ꎬ “来自非洲其他国家的外国人应

该为南非糟糕的现状负责”⑦ꎮ 这些言论足以进一步煽动南非人的排外情绪和

排外行为ꎬ 并使生活在南非的一些外国人感到恐惧和焦虑ꎮ
南非内政部、 警察局等移民执法部门在打击非法移民的同时ꎬ 也存在滥

用职权和反移民的倾向ꎮ 南非内政部作为主管移民和难民事务的部门ꎬ 负责

审核发放外国人合法身份证件 (临时、 永久或难民身份)ꎬ 以及遣返或驱逐非

法移民和外籍罪犯ꎮ 内政部因滥用职权和反移民的倾向而备受批评ꎬ⑧ 也常常

被抱怨故意刁难外籍黑人并拖延其合法身份证件的办理进度ꎮ 南非法官在处

理案件时ꎬ 也经常批评内政部官员在履行职责时没有遵守正当程序和相关法

规ꎮ⑨ 这种故意拖延行为对寻求庇护者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ꎬ 不仅延误其寻找

工作ꎬ 也使他们可能被内政部官员或警察逮捕ꎮ 而且大多数人会被拒绝难民

身份ꎬ 随后如果被内政部官员或警察抓住ꎬ 他们将被遣返出境ꎮ 南非警察部

门负责逮捕和拘留非法移民ꎬ 调查参与犯罪活动的外国人ꎬ 并与其他移民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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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色的彩虹: 南非排外行为解析　

法机构通力合作开展行动ꎮ 一些研究者发现ꎬ 非法移民被遣返时ꎬ 有时存在

虐待、 殴打和索贿等情况ꎮ①

总体而言ꎬ 新南非成立后ꎬ 针对外籍黑人的排外问题长期存在ꎬ 久拖不

决ꎮ 但这并不意味着南非是一个排外的国家ꎬ 排外行为仅代表少部分南非人

对外来移民的负面态度ꎮ 事实上ꎬ 当下约有 ２２０ 万非洲移民和世界其他国家

移民在南非生活、 学习和工作ꎬ 他们已成为南非的一部分ꎬ 而非法移民数量

大约在 ５０ 万 ~ １００ 万之间ꎮ②

南非排外行为产生的原因

南非排外是一个涉及较多因素的复杂问题ꎬ 在排外事件持续发生之后ꎬ
学者、 政治家、 新闻记者和普通民众等都对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各自的看法ꎮ
本文尝试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对其进行多维解析ꎮ

(一) 理论层面的解释

１ 社会认同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ꎬ 个人自我形象源于其认为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ꎮ③ 对

社群表达积极态度的一种方式是民族主义ꎮ 在民族主义框架内ꎬ 一个人对国

家内部的积极情绪也可能导致对外部群体的拒绝和敌意ꎮ④ 因此ꎬ 民族国家的

建构过程常常也是一个充满着敌视、 排斥和暴力的过程ꎮ
南非由众多不同肤色、 语言和民族的人构成ꎬ 在历史上也经历过多次社

会身份认同的变化ꎮ 南非区分 “我群” (ｕｓ) 和 “他群” ( ｔｈｅｍ) 的历史可以

追溯到荷兰和英国定居者进入南非的殖民时期ꎮ⑤ 在殖民时期和种族隔离时

期ꎬ 为了便于统治ꎬ 南非白人制造和灌输 “白人至上” 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ꎬ
使南非黑人在心理上低人一等ꎬ 并建立起 “我群” 与 “他群” 的社会分层ꎬ
“我群” 是指南非白人ꎬ 而 “他群” 是指南非黑人ꎮ １９９４ 年后ꎬ 南非人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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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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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ｏｎｗｙｎ Ｈａｒｒｉｓ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４１ －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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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南非形成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认同ꎮ 社会认同不再基于种族、 肤色或

文化ꎬ 而是更多地基于国籍和公民身份ꎮ 政府也通过制定新的移民政策重新

区分了 “我群” 与 “他群”ꎬ 在某种意义上ꎬ “我群” 指的是南非人ꎬ 而 “他
群” 指的是外籍黑人ꎮ① 在一些南非人看来ꎬ 外籍黑人 “破坏经济发展、 阻

碍资源分配、 增加犯罪率ꎬ 破坏了南非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物质基础和社会

认同”②ꎬ 对南非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构成了威胁ꎮ 因此ꎬ 新南非成立后ꎬ
正在形成中的强烈的南非民族主义国家认同是南非排外的重要原因ꎬ 南非排

外并不完全是 “对陌生人的恐惧”ꎬ 而是基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ꎮ
２ 相对剥夺理论

相对剥夺理论认为ꎬ 社会动荡来源于一个人获得少于另一个人的观念ꎮ
当一个人将个人处境与某个参照物或某种预期相比较而发现自己获得较少时

所产生的受剥夺感ꎬ 这种感觉会产生消极情绪ꎬ 进而产生不满、 怨恨或愤怒ꎮ
如果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是外国人ꎬ 就可能会产生排外情绪和排外行为ꎮ③

１９９４ 年之后ꎬ 南非黑人对新南非有较高预期ꎬ 并希望获得多年来所期望

的公共资源ꎮ 但实际情况是ꎬ 政治民主化确实带给黑人一些政治权利ꎬ 少数

黑人成为新的精英阶层ꎬ 而绝大多数黑人依然贫穷ꎬ 不平等现象还在加剧ꎮ
南非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ꎬ 超过 ５０％ 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ꎬ
２０１８ 年失业率为 ２７％ (世界平均为 ５％ )④ꎮ 这激发了穷人对资源的激烈争

夺ꎬ 并将外国人视为一种对其生存的严重威胁ꎮ 众多南非人认为ꎬ 移民占用

了本来属于他们的住房、 教育和就业等有限的资源ꎬ 这导致了南非黑人针对

外来移民的怨恨和愤怒ꎮ 正是源于主观上的不满情绪ꎬ 人们认为他们有权表

达自己不满ꎮ 因此ꎬ “相对剥夺感” 是南非排外的消极情绪来源ꎮ
３ 替罪羊理论

替罪羊理论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的自我防御机制ꎬ 又可称为目标转移ꎮ
目标转移是指个体无法对挫折制造者进行还击时ꎬ 将其攻击转移到另一个更

弱目标上的行为ꎮ 例如ꎬ 被父母殴打的孩子可能会将侵犯行为转移到年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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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身上ꎮ① 替罪羊往往是一个弱者ꎬ 他们可能本不应为某事负责ꎬ 但他

们则成了受害者ꎮ 当事情逐渐恶化时ꎬ 寻找替罪羊就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ꎬ
这对于政治领导人和普通民众来说都是如此ꎮ②

在种族隔离期间ꎬ 许多南非人将他们的不幸归咎于种族隔离政府ꎮ 种族

隔离制度结束以后ꎬ 新政府承诺为南非黑人提供以前被排斥的教育、 住房、
医疗卫生和其他服务ꎬ 但受经济条件限制政府难以完全兑现其承诺ꎬ 民众因

此产生强烈的不满和失落感ꎮ 人们将愤怒和不满发泄出来ꎬ 从而掩饰他们焦

虑的真正原因ꎮ 非法外籍黑人移民就成了替罪羊ꎬ 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ꎬ 容

易触及ꎬ 容易攻击ꎬ 被指责为南非的各类问题负责ꎬ 而且外籍黑人被侵犯之

后一般也不敢报警ꎬ 害怕被警察作为非法移民而遣返ꎮ 因此ꎬ 外籍黑人成为

南非一系列问题的替罪羊ꎮ
４ 社会隔离理论

按照社会隔离理论的解释ꎬ 南非排外是该国与国际社会长时间隔离所造

成的结果ꎮ 排外情绪和行为是社会转型的产物ꎬ 它源于对未知的恐惧ꎬ 是对

未知所引发的焦虑的一种防御ꎮ③ 该理论部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非洲移民会受

到南非人的排斥ꎬ 而来自欧美和亚洲国家的移民却受到较好的对待ꎮ
在种族隔离时期ꎬ 南非关闭边境ꎬ 几乎不接受来自其他非洲国家的黑人获

得其公民身份ꎬ 而对于来自欧美国家和其他非洲国家的白人则是持欢迎的态度ꎮ
即使有少数周边邻国的黑人进入南非ꎬ 也大多在南非的农场和矿场工作生活ꎬ
不与南非人混居ꎬ 绝大多数南非人与他们几乎没有接触ꎮ 南非人长期与其他非

洲国家 (特别南部非洲国家以外的非洲国家) 形成一种事实上的隔离状态ꎬ 对

外部世界的了解很少ꎮ 长期的种族隔离使得南非人非常强调群体边界的维护ꎬ
而造成对差异的忍耐力较低ꎮ １９９４ 年以后南非开放边境ꎬ 大量的外籍黑人涌入

南非ꎬ 并与南非人混居和工作在一起ꎬ 这使得南非人直接接触了未知的外国人ꎮ
与完全陌生的外国人进行空间和资源的共享ꎬ 使得南非人越来越难以接受ꎬ 排

外情绪不断积蓄ꎮ 一部分南非人的认识还停留于种族隔离时期ꎬ 认为白人能够

带来就业机会和经济繁荣ꎬ 而外籍黑人对于南非来说是一种威胁ꎮ 根据社会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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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理论的解释ꎬ 受隔离影响的南非人和外国人之间容易因为相互不了解而产

生敌意ꎮ 该理论不仅能解释南非人对外籍黑人的排外行为ꎬ 而且还能解释由

于种族隔离历史所导致的南非内部各民族或部族之间的歧视和排斥ꎮ
５ 生物文化理论

生物文化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外籍黑人有别于南非黑人而使其被攻击成为

可能ꎮ 按照生物文化理论的解释ꎬ 外籍黑人会成为主要的排外目标ꎬ 是因为

通过生物特征和文化差异比较容易区分南非黑人和外籍黑人ꎮ 例如ꎬ 尼日利

亚人由于身体特征、 服饰风格、 发型以及不会说某种南非土著语言等ꎬ 在生

物文化特征上与南非黑人明显不同ꎬ 使得他们很容易被识别为排外的对象ꎮ①

南非警察内部也有一套识别的方法: 一是通过语言中的口音来区分ꎮ 例如使

用祖鲁语里一些特定单词的发音ꎬ 通过不同国家的人在说一些特定词汇时的

口音等来区分南非黑人与外籍黑人ꎻ 二是通过身体、 发型和服饰等外观特征

来区分ꎮ 例如莫桑比克人的手臂上有疫苗接种标记ꎬ 莱索托人往往穿靴子、
携带拐杖或披着传统特色的毯子等ꎮ② 一些研究显示ꎬ 被警察逮捕的人中至少

有 １０％是基于生物文化特征逮捕的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 “甚至南非人有时也被拘

留或驱逐出境ꎬ 因为他们说祖鲁语ꎬ 而逮捕他们的官员是索托人”ꎮ③ 生物文

化理论可以解释外国人如何被区分出来ꎬ 却没有说明这些特征差异的含义以

及这些含义是如何产生的ꎬ 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斯威士兰人较少成为排外的目

标ꎬ 而南非的一些少数民族却时常成为攻击的目标ꎮ④

上述多种理论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南非排外行为的发生给予理论支撑ꎬ 但

是新南非成立后ꎬ 本土黑人在国家政治、 经济生活中的身份发生了质的变化ꎬ
种族隔离的社会环境不复存在ꎬ 那么排外情绪与行为为什么在南非长期存在?
由此ꎬ 需要我们走近新南非的发展现实ꎬ 从现实层面探寻具体的原因所在ꎮ

(二) 现实原因

１ 经济长期低迷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使得经济问题社会化ꎮ
虽然南非实现了举世瞩目的政治转型ꎬ 但经济转型进展缓慢ꎬ 经济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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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迷、 增长乏力ꎬ 并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ꎮ １９９４ 年之前ꎬ 南非以采矿

业和农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ꎬ 存在严重的结构性不平等和医疗、 教育等

公共体系方面的问题ꎮ １９９４ 年之后ꎬ 南非融入全球经济体系ꎬ 产业结构发生

较大变化ꎬ 农业、 采矿业和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ꎬ 金融、 商

业等服务业的比重快速上升ꎮ 这种变化产生的一个结果: 经济发展对低技术

工人的需求不断下降、 对高技术工人的需求不断增加ꎮ 由此ꎬ 南非陷入高技

术领域人才短缺和低技术领域大量失业的两难境地ꎬ 导致失业率长期居高不

下ꎬ 保持在 ２０％以上ꎬ 其中 ２０１８ 年为 ２７％ ꎮ 更为严重的是ꎬ 青年 (１５ ~ ２４
岁) 失业率偏高 (在 ５０％以上)ꎬ 其中 ２０１８ 年为 ５２ ８％ ꎮ①

１９９４ 年以后ꎬ 大批南非白人移民到欧美国家ꎬ 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人员也移

出南非ꎬ 与此同时ꎬ 大量的外籍黑人涌入南非ꎮ 由于南非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ꎬ
政府支出的不断增加和制造业的不断萎缩使得南非出现了经济上的 “双赤字”
(政府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ꎬ 南非政府既没能通过实施 “黑人经济赋权法

案” (ＢＥＥ) 来较好地促进黑人中小企业发展和提高本国黑人就业率ꎬ 也没能创

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将大量外来廉价劳动力转化为南非经济发展的推动力ꎬ 反而

任由失业的低技术南非人与移民直接竞争ꎬ 许多外籍移民拥有一定的劳动技能ꎬ
因而移民的就业率比南非人的就业率要高ꎮ② 许多南非人 (特别是青年人) 由

于长期失业导致财务焦虑、 对未来缺乏安全感和未能获得预期的社会地位ꎬ 感

觉自己遭受到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双重伤害ꎬ 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挫折感和强烈的

排外情绪ꎮ 持续发生的暴力排外行为ꎬ 特别是 ２００８ 年大规模暴力排外事件的发

生使得南非经济更加雪上加霜ꎮ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ꎬ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７ 年南非经济年

均增长率为 ３ ６％ꎬ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７ 年下降为 １ ６％ꎻ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７ 年南非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２％ꎬ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７ 年下降为 ０ ４７％ (其中有三年为负增

长)ꎻ 基尼系数从１９９３ 年的０ ５９ 上升到２０１４ 年的０ ６３ꎻ 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从 １９９４ 年的 １９ ３％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９％ꎮ③ 经济增长乏力使得民生问

题恶化ꎬ 政府既创造不了更多的就业岗位ꎬ 又无法提供更多的公共资源ꎬ 底

层民众被迫与外籍黑人争夺有限的就业岗位和公共资源ꎬ 使得经济问题社会

化ꎬ 造成双方直接的利益冲突ꎬ 引发排外事件此起彼伏、 持续不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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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南非政府对移民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ꎬ 使该国排外行为长期存在ꎮ
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出现排外情绪和排外行为ꎬ 政府需要通过抑制和引导

措施来发挥积极作用ꎮ 但南非政府没有对国内外国人遭受袭击的问题表现出

足够的重视ꎮ① 移民一直是南非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在 ２０ 世纪的大部分时

间里ꎬ 南非的移民政策都受到 “双门政策” ( “前门” 欢迎那些符合种族隔离

政策的永久居留移民ꎬ 主要是白人ꎻ “后门” 则用于促进采矿业和农业所需的

临时廉价劳动力的稳定流动ꎬ 主要是来自周边邻国的黑人) 的影响ꎮ② １９９４
年之后ꎬ 新的移民法一直在起草之中ꎬ 因此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沿用了种族隔

离时期的 «外国人控制法»ꎬ 除了剔除其中种族主义的内容之外ꎬ 基本使用的

是以往的移民政策ꎮ 在南非致力于保护人权和重返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ＳＡＤＣꎬ 以下简称 “南共体”) 的背景下ꎬ 南非政府必须在保护国内就业的内

部压力与妥善处理外国移民的外部压力之间寻求平衡ꎮ 经过近 ８ 年的协商谈

判ꎬ 南非于 ２００２ 年出台了 «移民法»ꎮ 虽然新南非政府成立后已经认识到需

要面对全新的移民问题ꎬ 但是其似乎一直没有预料到会有大量低技术移民涌

入南非③ꎬ 显示出其对移民问题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 其一ꎬ 政府没有从战略

层面对移民问题进行治理ꎮ 南非政府只是将移民管理视为国家日常行政事务

的一部分ꎬ 交由内政部作为唯一的部门进行管理ꎬ 移民事务的国家预算不到

１０ 亿兰特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南非政府发布的移民问题白皮书仅是静态地看待移民问

题ꎬ 缺乏从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的角度进行积极治理ꎮ 其二ꎬ 政府缺乏基于

风险管控的移民管理办法ꎮ 南非没能采用将风险置于境外的基本管理原则ꎮ
在大量移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南非之后ꎬ 政府相关部门一方面缺乏必要的统

计数据和情况评估ꎬ 另一方面又需要基于宪法精神保障移民权益而投入相应

的公共资源ꎬ 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ꎬ 并使国民面临治安环境恶化的风险ꎮ 其

三ꎬ 南非缺少移民融入社会的管理程序ꎮ 一些外国人也在努力适应并融入当

地社区ꎬ 但政府和社区并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和配套工作ꎬ 使得一些移民聚

居区变得日益孤立ꎬ 并逐渐成为当地人眼中的 “禁区”ꎮ④ 由此可以看出ꎬ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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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长期缺乏针对此问题的系统性法律和相关举措ꎮ ２０１１ 年 “非洲相互审

查机制” (ＡＰＲＭ) 的监测项目给南非打了 “红色” 分数ꎬ 原因是南非未能很

好地解决排外问题ꎮ①

３ 南非政府失当的移民政策导致移民问题复杂化ꎮ
南非政府所采取的移民政策存在一些失当之处ꎮ 其一ꎬ ２００２ 年的 «移民

法» 部分内容不够细致ꎬ 实施时随意性较大ꎮ «移民法» 降低了技术移民的限

制ꎬ 同时对非法移民采取更严格的管控ꎬ 但法案中一些内容模棱两可ꎬ 将重

点几乎完全集中在吸引高技术移民上ꎬ 忽视对现有非法移民问题的处理细则ꎬ
没有正视移民人口结构的复杂状况ꎬ 未能制定较为全面的配套措施来解决这

一问题ꎬ 使得新法发挥的作用有限ꎬ 几乎没有得到政府、 企业和民众的认可

和支持ꎮ② 南非内政部在具体实施该法案时也存在较大的随意性ꎬ 例如 “公司

内部转让许可证” 在各行业中的配额分配和技能要求等没有与商业部门进行

沟通协商ꎬ 造成业务管理与实际情况脱节ꎻ 政府部门之间也缺乏基本的沟通ꎬ
各类移民许可证的配额分配几乎全部由内政部相关负责人自行决定ꎬ 劳工部

在 ２０１２ 年也承认在移民问题上与内政部的沟通有限ꎮ③

其二ꎬ 对大赦的预期让更多的非法移民进入或滞留在南非ꎮ １９９４ 年以后ꎬ
南非对外国人进行了 ５ 次大赦或者特别豁免ꎬ 分别是: １９９５ 年对矿工的大赦ꎻ
１９９６ 年对南共体公民的大赦ꎻ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０ 年对莫桑比克人的大赦ꎻ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对津巴布韦人的特别豁免ꎻ ２０１６ 年对莱索托人的特别豁免ꎮ 在前三次

大赦中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数分别是 ５ １ 万人、 １２ ４ 万人和 ８ ２ 万人ꎮ 在对

津巴布韦人的特别豁免中ꎬ ２７ ５ 万份申请中有 ２０ ３ 万份获得批准ꎬ 但并非所

有申请人都获得了永久居留权ꎬ 有许多人获得的是三年期的工作或学习签证ꎮ
在对莱索托人的特别豁免中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已批准 ４０ 万份申请中的 ４ ８ 万

份申请ꎮ④ 事实上ꎬ 许多南共体国家的公民已经以非法移民或寻求庇护者的身

份在南非生活ꎬ 有些人已经通过欺诈性文件获得了相关身份在南非工作、 学

习或做生意ꎮ 大赦和特别豁免为南共体 (特别是津巴布韦人和莱索托人)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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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南非永久居留权或者临时签证提供了一个机会ꎬ 这也使得更多的南共体公

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南非或滞留在南非ꎮ
其三ꎬ １９９８ 年 «难民法» 存在严重的制度漏洞ꎮ １９９８ 年 «难民法» 制定

之初是基于一种认识ꎬ 认为南共体国家相对稳定以及南非与传统难民输出国

的距离较远ꎬ 因而寻求庇护者的人数不会太多ꎮ 南非在批准相关国际难民公

约之后ꎬ 通过了 «难民法»ꎬ 并确定了难民在南非享有的基本待遇ꎬ 包括: 不

遣返ꎻ 不以非法进入为由进行起诉ꎻ 除非对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构成威胁ꎬ
否则不驱逐出境ꎻ 保障基本人权和基本的自给自足权利ꎬ 包括在南非境内工

作和教育的权利ꎮ 南非为了节省建设和维护难民营的费用ꎬ 采用了非营地化

的管理政策ꎬ 允许等待审批期间的寻求庇护者在南非境内自由流动ꎮ ２０００ 年

以后ꎬ 数十万申请庇护的南共体公民涌入南非ꎬ 特别是在津巴布韦经济危机

时期大量津巴布韦人以寻求庇护者的身份进入南非ꎮ 而非洲其他国家和部分

亚洲国家的人也大量以寻求庇护者的身份进入南非ꎮ 更为推波助澜的是ꎬ 根

据法院判决ꎬ 南非难民事务常设委员会 (ＳＣＲＡ) 依据 «难民法» 第 ２２ 条的

规定ꎬ 允许寻求庇护者在等待其难民身份申请的审批期间为了解决生存问题

可以在南非境内工作和学习ꎮ 这相当于给等待审批的寻求庇护者签发了一份

工作、 商业和学习签证ꎬ 进一步导致寻求庇护者蜂拥而至ꎮ 随着寻求庇护者

的人数不断增加ꎬ 系统不堪重负ꎬ 审批周期越来越长ꎬ 许多审批时间长达数

年ꎬ 而政府也没有采取措施来改善这一状况ꎮ 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ꎬ 获得难民身份

的人有权获得向南非公民提供的所有社会补助金ꎮ 即使寻求庇护者的难民申

请被拒绝之后ꎬ 他们依然可以通过上诉程序、 欺诈性婚姻、 使用虚假身份和

欺诈性文件等手段来继续滞留在南非ꎮ 这相当于寻求庇护者利用 «难民法»
的制度漏洞绕过了 «移民法» 的相关规定ꎬ 并导致大量外国人进入南非申请

庇护ꎬ 而又没有任何形式的文件可以验证他们的身份甚至国籍ꎮ 这一漏洞又

经常被诸如人口走私者和贩运者等犯罪集团所利用ꎬ 并产生权力寻租、 社会

不稳定和国家安全等一系列问题ꎮ 南非是世界上接收寻求庇护者最多的 ５ 个

国家之一ꎬ 实际上大约 ９０％的申请人没有资格成为难民ꎬ 他们只是来寻找工

作或商业机会ꎬ 他们中许多人拥有一定的劳动技能ꎬ 因此 «难民法» 的漏洞

其实是新时期南非为了获得临时廉价劳动力而有意打开的一个后门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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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南非媒体营造排外舆论氛围ꎬ 使得民众的排外情绪有增无减ꎮ
大多数南非民众与外国人的直接接触较少ꎬ 其排外情绪主要是通过纸质

媒体所传达的信息逐渐形成的ꎮ 南非的媒体 (尤其是纸质媒体) 在报道南非

外国人情况时ꎬ 大多持有反移民的态度ꎬ 往往将其置于负面的角色ꎮ 报纸报

道非法移民时常使用工作窃取者、 罪犯、 贩毒者、 疾病或瘟疫携带者等带有

明显贬义的标签式词汇ꎬ 并将某些国家的人与某种犯罪行为等同起来ꎮ 例如ꎬ
一些媒体在报道时ꎬ 称尼日利亚人和摩洛哥人为毒贩ꎬ 刚果人制造假护照和

走私钻石ꎬ 莱索托人走私黄金和铜ꎬ 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妇女从事卖淫活动ꎬ
莫桑比克人是偷车贼ꎮ① 在 ２００８ 年爆发的大规模暴力排外事件中ꎬ 媒体在其

中推波助澜ꎬ 在 “加剧紧张局势、 促使暴力蔓延” 中扮演了 “毫不含糊的恶

意角色”②ꎮ
通过以上的分析ꎬ 我们看到经济问题的社会化是南非排外的根本原因ꎬ

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是南非排外的重要思想来源ꎬ 长期的种族隔离是南非排外

的历史缘由ꎬ “相对剥夺感” 是排外情绪的主要来源ꎬ 政府的重视不足和政策

失当是移民越来越多的直接成因ꎬ 一些媒体的偏颇报道是南非涌动排外情绪

的催化剂ꎮ 另外ꎬ 由于属于非法移民群体的外籍黑人容易从生物特征和文化

差异上被识别ꎬ 并且是不受保护的弱势群体ꎬ 因而其成为南非一系列问题的

替罪羊ꎮ

南非持续排外事件的影响

以负面的心态来看待移民ꎬ 也会使自身受到负面因素的影响ꎮ 持续的暴

力排外已经使南非在政治、 经济、 文化和外交等方面面临多重现实困境ꎮ
(一) 政治上出现 “新南非” 的政治理想与 “鸵鸟政策” 的客观现实之

间的较大落差

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ꎬ 南非政府为了突显与种族隔离政府的区别ꎬ 提出

了建设 “新南非” 的政治理想ꎮ “新南非” 的理想包含了民主、 和解和团结

的政治愿望ꎬ 体现了重建、 发展和持续上升的发展方向ꎮ 在实际应用中ꎬ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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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之国” 与 “新南非” 两个词经常互换使用ꎮ 与此同时ꎬ 为了突显建设 “彩
虹之国” 的美好意愿和感谢周边邻国为帮助南非结束种族隔离政权所做的贡

献ꎬ 南非制定了被誉为 “世界上最进步宪法之一” 的新宪法①ꎬ 该宪法保障

南非公民和非公民的权利ꎬ 保护居住在南非境内的每个人的基本人权和法律

权利ꎬ 禁止基于种族、 民族、 宗教或语言背景的歧视ꎮ “新南非” 的理想是实

现种族平等和种族和解ꎬ 建设一个和平、 多元、 包容和公正的 “彩虹之国”ꎮ
但是随着南非持续排外事件的发生ꎬ 理想与现实之间出现了较大差距ꎮ

在提出建设 “新南非” 的理想和制定新宪法的时候ꎬ 南非并没有预见到会从

其他非洲国家涌入大量的非法外籍黑人移民ꎬ 这使得后来出现某种程度上的

失控状态ꎮ 南非排外情绪和行为不断升级ꎬ 政府在其中没能发挥有效治理作

用ꎮ 南非不断出现的排外行为ꎬ 实际上已经破坏了 “新南非” 的政治理想和

新宪法所规定的非公民应该享有的基本人权ꎮ 南非林德拉遣返中心位于约翰

内斯堡郊区ꎬ 旨在拘留等待遣返和驱逐出境的外国人ꎮ 那些被捕后无法支付

相关费用的非法移民被送到林德拉遣返中心ꎮ 该中心管理混乱、 条件恶劣、
餐饮和医疗条件不足ꎬ 存在着虐待、 殴打、 索贿、 敲诈勒索、 非法拘禁和延

期拘禁等问题ꎮ② 在 “新南非” 的话语下ꎬ 政府不愿意承认暴力事件的排外

性质ꎬ 而是采取不愿正视现实的 “鸵鸟政策”ꎬ 因为承认南非排外将有损 “彩
虹之国” 的形象ꎮ 但现实情况则是ꎬ 暴力排外在 “新南非” 多次出现ꎮ

(二) 经济上出现排外行为与外源性增长动力缺失的恶性循环

南非的发展离不开外部资源的支持ꎬ 只有外资、 技术和其他生产要素的

持续引进才能获得经济的外源性增长动力ꎮ 然而ꎬ 持续排外导致南非的投资

环境恶化ꎬ 外国投资急剧下降ꎬ 难以获得发展急需的外部资源ꎬ 使得经济长

期低迷、 增长乏力ꎮ 南非的旅游业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ꎮ ２００８ 年南非大规模

暴力排外事件之后ꎬ 欧美、 亚洲和非洲等地的众多国家都发出了旅行安全警

告ꎬ 让其民众谨慎前往南非ꎮ 在 ２００８ 年之前ꎬ 南非的入境人数和旅游收入分

别从 １９９４ 年的 ４４９ 万人和 ２６ ５ 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０７ 年 ９０９ 万人和 １０２ ３ 亿美

元ꎻ 在 ２００８ 年之后ꎬ 南非的入境人数和旅游收入长期在 １ ０００ 万人和 １００ 亿

美元左右徘徊不前ꎮ③ 此外ꎬ 该国的经济发展还离不开境内外投资者的支持ꎮ

６８

①
②
③

Ｏｌｕｗａｓｅｕｎ Ｔｅｌｌａ ａｎｄ Ｏｌｕｓｏｌａ Ｏｇｕｎｎｕｂｉ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５４
Ｌｉｖｅ Ｈａｇｅｎｓｅ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３３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ꎬ ２０１９ － ０７ － ２２ꎮ



褪色的彩虹: 南非排外行为解析　

相关研究显示ꎬ 南非一些外国投资者缺乏社区安全感ꎬ 并对保护他们的警察

和司法机构存疑ꎮ① 排外行为既破坏了南非的投资环境ꎬ 使得南非难以吸引更

多的外国直接投资 (外国直接投资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９８ ９ 亿美元一路下滑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３ ７ 亿美元②)ꎬ 又破坏了南非跨国公司在其他非洲国家的投资努力ꎮ 目

前ꎬ 南非公司在非洲各国有大量的投资ꎬ 排外行为使得这些国家的国民抵制

南非的产品和服务ꎮ 例如ꎬ 南非暴力排外事件发生之后ꎬ 许多尼日利亚民众

前往所在城市南非电信巨头 (ＭＴＮ) 办事处进行抗议ꎬ 还有人威胁要攻击该

公司的营业网点ꎮ③ 南非排外行为的持续发生使南非跨国公司面临失去非洲大

陆投资机会和市场份额的风险ꎮ
(三) 文化上出现 “泛非主义” 与 “非洲恐惧症” “南非例外论” 的认同

矛盾

南非政府在新南非成立后不久提出了体现泛非主义的非洲复兴思想ꎬ 试

图体现南非的非洲身份ꎬ 并成为非洲发展的领头羊ꎮ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８ 日姆贝基

副总统在开普敦通过南非宪法法案时发表了 “我是非洲人” 演讲ꎬ 强调了南

非人的非洲身份和非洲认同ꎮ 非洲复兴思想涵盖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科技各个方面ꎬ 强调非洲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融合ꎬ 是泛非主义的延续和传

承ꎮ 南非对泛非主义的支持体现在其对非统向非盟过渡的承诺和对 “非洲发

展新伙伴计划” (ＮＥＰＡＤ)、 “非洲相互审查机制” 的支持 (以上两个机制的

秘书处都设在南非米德兰)ꎮ
但是ꎬ 一些南非民众对其非洲身份的认同度并不高ꎮ 长期种族隔离制度

的影响和南非作为非洲最发达经济体的地位ꎬ 使得很多南非人有一种明显的

心理优越感ꎬ 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出现 “非洲恐惧症”
(Ａｆｒｏｐｈｏｂｉａ)ꎮ 一些研究者认为ꎬ 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对外籍黑人的暴力排斥

可以描述为 “非洲恐惧症”ꎮ④ 种族隔离时期ꎬ 南非政府长期封锁边境ꎬ 许多

南非人从未离开过南非ꎬ 缺乏与其他非洲人的接触ꎬ 缺乏对其他非洲国家

(特别是周边国家) 在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中所起作用的认识ꎬ 缺乏对非洲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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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族解放历程和目前发展状况的了解ꎮ 这就造成了南非人缺乏对其非洲身

份、 黑人种族属性和泛非主义的认同ꎬ 进而产生了 “非洲恐惧症”ꎮ 区域组织

“南部非洲移民计划” 的调查显示ꎬ 一些南非人对南部非洲国家的公民也缺乏

亲近感ꎬ 他们对南部非洲国家公民的歧视与对其他非洲国家公民的歧视差别

不大ꎮ① 二是出现 “南非例外论”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ꎮ “南非例外

论” 的核心观点是 “南非不是非洲国家” “我们不是非洲人”ꎬ 虽然南非在地

理上位于非洲大陆ꎬ 但其作为非洲最发达的经济体ꎬ 似乎不能与其他非洲国

家相提并论ꎮ 虽然姆贝基总统表现出对 “泛非主义” 的高度热情ꎬ 但有不少

南非人 (包括政治家) 不认同其 “泛非主义” 的政治主张ꎮ 甚至姆贝基的继

任者祖马总统也无意中表露出 “南非例外论” 的思想ꎮ 祖马总统在 ２０１３ 年的

一次演讲中说 “我们不能像在非洲的非洲人一样思考ꎮ 我们在约翰内斯堡ꎮ
这是约翰内斯堡ꎮ 这不是马拉维的一条国道”ꎬ 这次演讲也因此被社交媒体称

为 “我不是非洲人” 的演讲ꎮ② 南非的媒体也经常将 “非洲” 一词指代南非

以北的国家ꎬ 其潜台词就是南非不属于非洲ꎮ③ 在一些南非民众的眼里ꎬ 南非

是一个经济发达、 政治民主的国家ꎬ 而其他非洲国家是贫穷落后、 战乱不断

的国家ꎬ 如果让大量外籍黑人生活在南非ꎬ 就有可能把南非变成另一个非洲

国家ꎮ④ 南非在谴责排外行为时使用了 “我是非洲人” “非洲团结” 的宣传口

号⑤ꎬ 但是这也从某个侧面反映出一些南非民众不认同非洲身份和泛非主义的

客观现实ꎮ
(四) 外交上出现政策构想与实施效果的明显偏差

南非实现民主过渡之后ꎬ 重新进入国际社会ꎬ 对外交政策进行了根本性

改革ꎬ 并表现出两个特点: 一是以南部非洲、 非洲大陆为外交政策的重心ꎮ
利用非洲最发达经济体的地位积极在非洲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ꎬ 参与非洲议

程ꎬ 推动非洲和平、 稳定和发展ꎬ 力图创造更多经济投资机会ꎬ 鼓励南非公

司到其他非洲国家投资ꎬ 进而助力南非经济发展ꎮ 南非将自身定位为非洲利

益的支持者和非洲和平的捍卫者ꎬ 推动建立或长期资助许多区域合作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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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ꎬ 例如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非洲相互审查机制”、 南共体、 非洲和

平与安全框架 (ＡＰＳＡ)、 非洲快速反应部队 (ＡＣＩＲＣ) 等ꎮ 二是利用其宪法

和外交原则所体现的价值观来提升南非软实力ꎮ ２０１１ 年的南非外交政策白皮

书指出ꎬ 南非最大的财富是其作为榜样的力量ꎬ 在一个以价值观竞争为主要

特征的不确定的世界中ꎬ “Ｕｂｕｎｔｕ” (南非恩古尼语词汇ꎬ 含义包括 “人性对

待他人、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ꎬ 在哲学上的含义是 “人类共同分享、 彼此

联系的信念”) 精神是南非外交政策的重要价值观ꎬ “当我们肯定自己人性的

时候ꎬ 我们也肯定他人的人性ꎬ 并重申人权、 民主、 和解以及消除贫困和不

发达等价值观是南非外交政策的核心”ꎮ① 南非外交部还在国内外推出了

“Ｕｂｕｎｔｕ” 广播和 “Ｕｂｕｎｔｕ” 杂志ꎬ 以此来宣介南非价值观ꎮ
但是ꎬ 南非排外行为对其外交工作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ꎮ 南非暴

力排外事件接连发生ꎬ 世界各国媒体跟踪报道ꎬ 南非国际形象和旅游业受到

重创ꎬ 并受到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强烈谴责ꎮ 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和埃塞俄

比亚前总理海尔马里亚姆严厉地批评南非暴力排外行为ꎬ 认为这对非洲一体

化进程已经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ꎮ② 津巴布韦前总统穆加贝也严厉批评

了南非人的排外做法ꎬ 恶化了两国关系ꎮ③ 马拉维、 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等国

从南非撤离其公民ꎮ 津巴布韦、 赞比亚、 马拉维、 莫桑比克、 尼日利亚和博

茨瓦纳等国的民众对南非采取报复行动ꎬ 包括抵制南非的商品、 餐厅、 商店

和公司ꎬ 停止播放南非音乐等ꎮ 众多非洲国家的民众到南非大使馆门前游行ꎬ
部分国家还爆发了由抗议南非排外行为而引发的骚乱ꎮ 另外ꎬ 虽然尼日利亚

在南非排外事件中受到的影响不大ꎬ 但尼日利亚还是以召回驻南非高级外交

官的方式表达了对南非排外行为的严厉谴责ꎬ 突显其作为非洲大国的态度ꎬ
尼日利亚与南非的外交关系长期较为紧张ꎬ 两国为了争夺地区领导权展开了

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全方位竞争ꎮ 随着 ２０１３ 年尼日利亚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南

非成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体ꎬ 尼日利亚也重燃其成为非洲领导者的雄心壮志ꎮ
因此ꎬ 尼日利亚积极以地区领导者和其他非洲国家代言人的姿态发言ꎬ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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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排外这个机会来削弱南非的地区影响力和软实力ꎮ

结　 语

全球化时代ꎬ 任何国家都不应走自我封闭的老路ꎮ 虽然排外事件不断ꎬ
但南非实际上是一个迫切需要外国技术工人和劳动力的国家ꎬ 从南非雇主更

愿意雇佣外国移民就可以看出这一点ꎬ 而且一些研究表明ꎬ 移民已经在创造

就业机会、 增加税收和提高人均收入等方面为南非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ꎮ①

１９９４ 年南非民主过渡之后ꎬ 大量白人技术工人迁往欧美国家ꎬ 种族隔离时期

的教育制度使得黑人技术工人数量较少ꎬ 国家经济也因此受到长期制约ꎮ 在

迫切需要外国技术工人和外资的情况下ꎬ 排外事件的负面影响使得很多外国

技术工人和外资对南非望而却步ꎮ 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南非政府没有充分认识

到移民也是经济发展的机遇有一定关系ꎮ 移民问题具有两面性ꎬ 既是一个重

大挑战ꎬ 也潜藏着发展的机遇ꎮ 南非政府更多地将其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挑

战加以限制和排斥ꎬ 没有通过政策措施来利用大量移民涌入带来的发展机遇ꎬ
没有把移民与南非社会经济转型联系起来ꎬ 没有将其纳入 «重建和发展计划»
与 «增长、 就业和再分配计划» (ＧＥＡＲ) 等国家发展战略ꎮ 政府、 媒体和公

众在这个问题上简单地将犯罪、 失业和住房等一系列问题归咎于移民ꎬ 这不

是一个整体性的长期解决方案ꎬ 最终只会对经济、 社会、 文化和国际形象产

生不利影响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初南非多地爆发严重排外事件后ꎬ 非盟、 埃塞俄比

亚、 赞比亚、 尼日利亚等区域组织和国家表示强烈谴责ꎬ 非洲多国民众举行

抗议示威活动ꎬ 并报复性冲击来自南非的外资企业ꎮ
南非排外是集种族主义、 民族主义、 暴力文化和社会分层等为一体的复

杂问题ꎬ 不是简单地通过呼吁社区宽容就能解决的ꎮ 南非排外最直接的现实

动因是经济发展缓慢、 资源竞争激烈和外国人犯罪等问题ꎬ 因此需要在打击

犯罪、 完善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ꎬ 依靠制度的约束力来实现彼

此的和平共处ꎮ 为此ꎬ 南非需要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来采取相应的措施ꎮ
其一ꎬ 从短期看ꎬ 政府需要承认并正视南非排外的客观现实ꎬ 甄别合法移民

和非法移民ꎬ 制止并谴责暴力排外行为ꎬ 依法惩处暴力犯罪ꎬ 对发表排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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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官员、 政治家进行追责ꎻ 严厉打击移民官员、 警察的受贿索贿行为ꎬ 杜

绝其在相关过程中对移民的歧视、 虐待和殴打ꎬ 加强对基层警察 (特别是移

民聚居区警察) 的培训ꎻ 在政府官员、 警察和民众中宣传移民和难民应该享

有的合法权利ꎬ 确保南非宪法赋予所有人的基本权利落到实处ꎻ 修改和完善

移民政策ꎬ 在保障其合法权利的同时ꎬ 加强对非法移民的正规化管理ꎬ 开设

一站式办事中心ꎬ 加强办理移民事务的现代化程度ꎬ 加快移民事务的审核速

度ꎬ 建立移民积分系统ꎬ 这有助于降低警察和移民官员处理移民事务的随意

性ꎬ 减少其寻租和随意执法的可能ꎻ 在边境附近建立寻求庇护者处理中心ꎬ
并按照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对难民身份的申请实施 “毫不拖延” 的审批原则ꎬ
对低风险的寻求庇护者允许其进入指定的安置区域ꎬ 并提供相应的基本保障ꎬ
只允许获得难民身份的人在境内工作、 就学和融入社区ꎻ 设立报警热线ꎬ 及时

向受害者提供帮助ꎬ 依法加强对犯罪行为的管控力度ꎬ 确保所有人的人身和财

产安全ꎻ 依照宪法精神来规范媒体的行为ꎬ 停止发布有关移民和难民的恶意言

论和不准确的统计数据ꎬ 客观公正地报道移民在南非的情况ꎬ 适当宣传移民在

南非经济中的作用ꎻ 组建一个部际工作委员会ꎬ 协调内政部、 劳工部、 警察和

军队等部门的相关工作ꎬ 加强边境管控ꎬ 提高移民入境登记和后期管理的现代

化程度ꎬ 增加伪造证件的难度ꎬ 减少非法移民进入南非的机会和人数ꎬ 对可能

发生的大规模暴力排外事件做出快速应急响应ꎬ 避免历史悲剧重演ꎮ
其二ꎬ 从长期看ꎬ 政府需要促进经济发展、 创造就业岗位和商业机会ꎬ

向公众提供他们自种族隔离结束以来一直渴望的公共产品来减少他们的抱怨

情绪ꎬ 适当减免贫困学生的学费ꎬ 积极培养熟练的技术工人ꎬ 加快土地和住

房分配的改革进程ꎬ 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底层贫困人口逐渐实现脱贫ꎬ 避免其

长期处于贫困、 失业和无助之中ꎻ 通过学校教育、 社区宣传、 大众媒体和传

统领导人等渠道向南非民众宣传移民对南非经济的重要作用ꎬ 同时告之民众

排外行为对南非造成的恶劣影响ꎬ 教育当地居民了解不同类型的移民ꎬ 尤其

是难民和寻求庇护者ꎬ 增加彼此之间的交流对话ꎬ 鼓励将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告诉政府ꎬ 由政府通过恰当的方式来解决ꎻ 由政府适当提供资金ꎬ 发挥非政

府组织和其他民间团体的积极作用ꎬ 为移民提供短期和长期帮助ꎬ 推进社区

融合ꎬ 消除彼此的恐惧和歧视ꎮ 目前ꎬ 索马里、 刚果 (金)、 卢旺达等国的非

洲移民已经自发在南非成立了移民组织ꎬ 为移民提供帮助ꎬ 与政府加强沟通

协调ꎬ 并组织起来进行自我保护ꎬ 下一步南非政府要加强与移民组织的合作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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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话的方式来发现和解决问题ꎮ 此外ꎬ 南非要加强与区域组织和区域国

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合作ꎬ 积极参与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ꎬ 加强与非洲国家的人

员流动和物资往来ꎬ 采取更务实的行动来促进非洲大陆的和平、 稳定与发展ꎬ
在带动其他非洲国家发展的同时实现南非经济复苏ꎬ 通过不断发展来解决发展

中出现的排外问题ꎬ 同时也避免其他非洲国家出现南非排外的类似情况ꎮ

Ｆａｄｅｄ Ｒａｉｎｂｏｗ: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Ｌｉａｎｇ Ｙｉｊｉａｎ ＆ Ｌｉｕ Ｇｕｏｑ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ａｒｔｈｅｉｄ ｒｅｇｉｍ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１９９４ꎬ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ｆｌｏｏ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ｂｌａｃｋ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ｉｄｅ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ｔｏ ｏｃｃｕｒ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ｓ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ｔｈｅ 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ꎬ ｔｈｅ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Ａｐａｒｔｈｅｉｄ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ꎬ ｔｈｅ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ａ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ｒａｃｉｓｍ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ꎬ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ａｔｈ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ｓｕｅｓꎻ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ꎻ 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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