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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话语中的中国移民: 以非洲为例∗

李安山

　 　 内容提要　 随着中非关系的升温ꎬ 国际上出现诸多关于非洲华侨华

人的讨论和研究ꎮ 华侨华人的增长与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直接相关ꎮ 比

较而言ꎬ 移民非洲的中国人实际并不多且多保留中国国籍ꎮ 华侨华人对

非洲各国的影响不同ꎬ 对各阶层利益的影响各异ꎮ 他们的行为对中国形

象有所影响ꎮ 西方一些人在观察甚至研究非洲华侨华人时ꎬ 往往将他们

作为一个政治议题来解读ꎬ 从而影响了其观察和分析的客观性ꎮ 尽管近

年非洲华侨华人中出现了回流或再迁移的现象ꎬ 但随着建立在中非产能

合作基础上的投资的加强ꎬ 预计非洲华侨华人的数量仍会持续增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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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 年ꎬ 英国诗人奥登访问中国的前一年ꎬ 他在题为 «夜色漫步» 的诗

中写道: “我将爱你ꎬ 亲爱的ꎬ 我将爱你 /直到中国与非洲相遇 /直到大川逾于

山 /鲑鱼吟于道ꎮ”①由此看来ꎬ 他将中国与非洲相遇看作河水淹没山川或鲑鱼

在街上唱歌一样不可能ꎮ 他当时并不知道ꎬ 中国与非洲早在数个世纪前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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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ꎮ① 近年来ꎬ 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双方之间的移民往来ꎬ 非洲华侨

华人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ꎬ 也带来了一些误解ꎬ 甚至成为一个 “政

治议题”ꎮ
学术界习惯于将 “华侨华人” 作为一个整体概念ꎮ 新移民的出现使 “华

侨华人” 与 “中国国际移民” 的概念逐渐重合ꎮ 然而ꎬ “华侨华人” 与 “国
际移民” 的概念并不能完全等同ꎮ 华侨是在非本人出生国居住达一年以上的

群体ꎬ 属于国际移民ꎮ 在国外留学一年以上的留学生以及在国外工作一年以

上的外派劳务人员也应该属于国际移民ꎬ 但不是华侨ꎮ 华人的情况更为复杂ꎬ
特别是在当地国出生的华裔虽然是华人的一部分ꎬ 但他们不属于国际移民的

范畴ꎮ ②尽管这种情况并不理想ꎬ 也存在定义问题ꎬ 但社会科学总是以社会现

实为基础ꎬ 这一点难以改变ꎮ 本人正是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使用 “移民”ꎬ 专

指中国国际移民ꎮ③ 本文试图以非洲华侨华人为例ꎬ 探讨西方话语对中国移民

的政治化倾向ꎬ 从国际政治如何引发学术兴趣开始ꎬ 进而分析非洲华侨华人

的人数及相关特点、 他们的职业及其给当地社会带来的影响ꎬ 以及华侨华人

与中国形象和中国对非政策的关联ꎮ

西方霸权、 政治话语和研究议题

各界对 “中国” 的理解有多种ꎬ 如 “政治中国”、 “文化中国”、 “血脉中

国” 等ꎮ④ 同样ꎬ 对华侨华人的相关称谓甚多ꎬ 中文有以下名称: “华侨”、
“华人”、 “华侨华人”、 “华人华侨”、 “海外侨胞”、 “外籍华人”、 “新移民”、
“中国国际移民”、 “海外移民”、 “侨民”、 “新侨”、 “老侨”、 “归国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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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５ 页ꎮ
有关定义请参见李明欢: «国际移民的定义与类别———兼论中国移民问题»ꎬ 载 «华侨华人历

史研究»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第 ２ 期ꎬ 第 １ ~ １０ 页ꎻ 张秀明、 密素敏: «国际移民的最新发展及其特点———兼

析国际移民与华侨华人的概念»ꎬ 载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 ~ １０ 页ꎮ
王缉思: « “同一个世界ꎬ 同一个梦想” ———中国与国际秩序»ꎬ 载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２０１５»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版ꎬ 第 ２ ~ 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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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侨侨眷”、 “海外归侨” 等ꎬ 也有更明确的 “华裔” 和 “华族”ꎮ① 英文有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ｂｒｏａ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 “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ｄｉａｓｐｏｒ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② “Ｓｏｊｏｕ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ｉｍ)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ｎｅｗ
(ｉｍ)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ｏｍｐａｔｒｉｏｔ”ꎬ 有时直接用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ｅｔｈｎｉｃ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等ꎬ 更明确的称谓有 “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ｓｃｅｎｄａｎｔ” 等ꎮ 中国对 “华侨” 有明确界定ꎬ “华人” 则有广义和狭义之

分ꎮ 学者在使用时往往连用ꎬ 即 “华侨华人” 或 “华人华侨”ꎮ③ 中国台湾学

界亦如此ꎬ 只不过统一称为 “华侨”ꎮ 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有习惯因素ꎬ 也有政

治考量ꎬ 也是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使然ꎮ 然而ꎬ “华人” 已在当地定居入籍ꎬ 中

国只是其祖籍国ꎬ 有的甚至并不认同中国ꎮ④ 非洲华侨华人中绝大部分是近期

移民非洲的 “新侨”ꎬ 指改革开放后进入非洲的中国人ꎮ
近年来ꎬ 由于中国人不断涌向非洲ꎬ 华侨华人也成为国际上的一个 “政

治议题”ꎬ 有时甚至被理解为 “中国对外扩张的工具”ꎮ 一些西方或私人基金

会专门提供资助来研究这一问题ꎮ⑤ 何以如此? 笔者认为ꎬ 虽然全球化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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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前进对华侨、 华人和华族的概念进行了梳理ꎮ 参见吴前进: «国家关系中的华侨华人与华

族»ꎬ 新华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版ꎬ 第 ５ ~ １８ 页ꎮ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原用来特指犹太人在其他国家的群体ꎬ 后来逐渐用于其他国家或民族散居在外的

群体ꎮ 对此词的含义ꎬ 有不同看法ꎮ 王赓武先生认为ꎬ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的含义也被政治化ꎬ 反映了一些人

的偏见ꎮ Ｓｅｅ: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Ｗａｎｇ Ｇｕｎｗｕꎬ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ꎬ ａ Ｍｕｃｈ Ａｂｕｓｅｄ Ｗｏｒｄ”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ｓｉａｎ －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 /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 ｗａｎｇｇｕｎｇｗｕ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０８ꎮ 然而ꎬ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在国际移民研

究中已逐渐被接受ꎮ 笔者参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洲通史 (第九卷)» 国际科学委员会编写的第

九卷的主题之一就是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中明确规定: “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ꎮ 华侨是指

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ꎮ 侨眷是指华侨、 归侨在国内的眷属ꎮ “华人” 的广义概念ꎬ 既可包括所有的

中国人 (华夏人之简称)ꎬ 也可包括华侨及华裔ꎬ 成为描述广义祖先来自中国的所有华裔之总称ꎮ 狭

义主要指生活在海外的、 拥有外国国籍的华人ꎬ 多被称为 “海外华人” 或 “外籍华人”ꎮ “华侨华人”
多用于中国国内ꎬ “华人华侨” 往往是中国移民在居住国自称时所用ꎮ

有关华侨华人的主观认同和客观认同ꎬ 参见李安山: «华侨华人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对象»ꎬ
载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 ~ １５ 页ꎮ

Ｇｉｌｅｓ Ｍｏｈａｎ ａｎｄ Ｄｉｎａｒ Ｋａｌｅꎬ “Ｔｈｅ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Ｈａｎｄ ｏｆ Ｓｏｕｔｈ － Ｓｏｕｔｈ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２００７ꎬ ｉ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ｅｆｅｌｌｅ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７ꎻ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ＭｃＮａｍｅｅꎬ ｅｔ ａｌ 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ｄｓ: Ａ Ｓｔｕ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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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移民和跨国主义的研究ꎬ 但对华侨华人的研究实与发达国家对中国崛

起的恐惧有密切关系ꎮ 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日益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ꎬ
而不断增加的非洲华侨华人也顺理成章地推动了西方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学术

界的研究兴趣ꎮ
那么ꎬ 为什么一些西方国家对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如此恐惧呢? 这与现

实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着密切关系ꎮ① 近代以来ꎬ 西方凭借宗教、 武力和意

识形态的侵蚀ꎬ 在非洲建立起相当稳固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制度ꎬ 这种西

方霸权并未随着非洲独立而消失ꎮ 对非洲的剥削可以说是西方富裕社会的基

础之一ꎮ 举例而言ꎬ 尼日尔这个具有古老文明的西非国家ꎬ 独立后法国一直

控制着它的经济命脉和矿产资源 (如阿海珐公司对铀矿的垄断)ꎬ 而尼日尔现

在仍是最不发达国家之一ꎻ 科特迪瓦在独立半个多世纪后ꎬ 其总统府和国会

大厦每年仍需向法国人交付租金ꎬ 这真是前所未闻ꎮ② 这些只是非洲与西方国

家关系的一个缩影ꎮ 从历史上看ꎬ 西方在全球经济的霸权是建立在对非洲以

及其他落后地区的盘剥之上的ꎮ 对西方国家而言ꎬ 这种霸权地位必须确保ꎮ
然而ꎬ 两种力量正在撼动西方的优势地位ꎮ 非洲国家独立以来ꎬ 多位有

思想、 有勇气且力图摆脱西方控制的非洲领袖被暗杀、 推翻或排挤ꎬ 如卢蒙

巴、 恩克鲁玛、 桑卡拉、 卡扎菲、 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等ꎮ 这些阴谋

或是直接由西方大国出手ꎬ 或是由其代理人实施ꎮ 近年来ꎬ 苏丹的分裂、③ 利

比亚的陷落、④ 刚果 (金) 内战⑤同样或是由西方直接干预ꎬ 或是背后有西方

大国的影子ꎮ 西方国家对非洲采取的经济干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ꎬ 其中经济

制裁和经济援助手段最为常见ꎮ 如果非洲国家不听话或敢于挑战西方霸权ꎬ
经济制裁随之而来ꎬ 津巴布韦是一个典型ꎮ 至于所谓的经济援助ꎬ 则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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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安山: «为中国正名: 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６ ~ １５ 页ꎮ
笔者的刚果 (金) 博士生龙刚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Ｒｏｇｅｒ Ｌｏｋｏｎｇｏ) 首先告知这一信息ꎬ 当时笔者表示难

以置信ꎬ 他向我提供了资料来源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 笔者在给北京大学举办的 “非洲法语国家青年

外交官研讨班” 上课时ꎬ 经两位来自科特迪瓦的外交官核实ꎬ 才确定了这一信息的可靠性ꎮ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ꎬ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调研组与位于朱巴的苏丹政府南部地区合作部双边司司

长巴克瓦伦蒂诺沃尔 (Ｂａａｋ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ｏ Ａ Ｗｏｌ) 的访谈ꎮ
Ｈｏｒａｃｅ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ＡＴ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 Ｌｉｂｙ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３
[刚果 (金)] 龙刚: «美国利益与刚果 (金) 资源战争关系研究»ꎬ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博士论文ꎬ ２０１５ 年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更为常用的控制手段ꎮ 正如肯尼亚学者希夸提指出的: “由美国、 欧洲国家、
澳大利亚、 日本及其同盟国主导的援助的目的是为了捐助国自身的利益”ꎮ①

随着非洲国家出现 “向东看” 的政治思潮ꎬ 二战以来由西方主导的非洲发展

模式面临着严重挑战ꎮ 这可以说是非洲国家的觉悟ꎮ
改革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另一种推动力量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新

兴国家ꎮ 它们不仅以自身的发展为非洲国家示范了一种替代发展模式ꎬ 也正

在加强与非洲的合作并大大促进了非洲经济发展ꎮ 在这些新兴国家中ꎬ 中国

以其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惊人的经济发展尤为突出ꎮ “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仅具有

可操作性ꎬ 而且没有附加条件ꎬ 从而为非洲国家提供了一种发展的替代模

式ꎮ”② 塞内加尔前总统瓦德明确指出: “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模式可以

教给非洲很多东西ꎮ”③ 与此同时ꎬ 中非合作在范围、 规模、 速度和影响方面

都是空前的ꎬ 这种合作正在推动着非洲经济的全面发展ꎮ 正如南非学者马

丁戴维斯指出的: 非洲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曲线有很强的关联性ꎬ 非洲经济

符合中国的 “走出去” 战略ꎬ 非洲愿意接受中国的投资ꎬ 非洲正远离传统经

济体ꎬ 转向东方与中国ꎮ④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报告也指出ꎬ “中国的投资

不断帮助刺激着非洲的高速经济增长ꎮ”⑤

这样ꎬ 改变非洲命运的两种趋势使西方的霸权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ꎮ
有鉴于此ꎬ 西方国家针对中非关系的各种谣言、 诱导和误读层出不穷ꎮ 国际

政治话语对社会各界的导向不断增多ꎬ 这种政治催化剂也推动了学术研究的

兴趣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媒体上出现了包括谣言、 诱导和误读等不实报道ꎬ 尤

以一位前美国高官的言论最为荒唐ꎮ 原卡特政府负责人权事务的前助理国务

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肯尼亚] 詹姆斯希夸提: «援助与发展: 非洲人为何要有梦想并走出去»ꎬ 载李安山、 潘

华琼: «中国非洲研究评论 (２０１４)»ꎬ 社科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２３８ 页ꎻ 还可参见李安山: «国
际援助的历史与现实: 理论批判与效益评析»ꎬ 载李安山、 潘华琼: 同上书ꎬ 第 １２１ ~ １４１ 页ꎮ

Ｅｇｉｎａｌｄ Ｐ Ｍｉｈａｎｆｏꎬ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ｏ －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 Ｊａｍｅｓ Ｓｈｉｋｗａｔｉꎬ ｅｄ 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 Ｗｉｎ －Ｗ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ꎬ Ｎａｉｒｏｂｉ: ＩＲＥＮ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４２

Ａ Ｗａｄｅꎬ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ｓｅ Ｗｈａｔ ｉｔ Ｐｒｅａｃｈｅｓ”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９ꎬ ２００８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００１０１７５９７ / ｅｎꎬ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２０

Ｍａｒｔｙｎ Ｄａｖｉｅｓꎬ “Ｈｏｗ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ｉｎ Ｊｉｎｇ Ｍｅｎ ＆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Ｂａｒｔｏｎꎬ ｅｄｓ 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ｏ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ｓ? Ａｓｈｇａｔｅ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１８７ －
２０５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Ａｌｅｓｓｉ ＆ Ｂｅｉｎａ Ｘｕꎬ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ꎬ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７ꎬ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ｆｒ ｏｒｇ / ｃｈｉｎａ /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 ｐ９５５７ꎬ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２



国际政治话语中的中国移民: 以非洲为例　

卿罗伯塔科恩在 «纽约时报» 上发表了 «中国在非洲使用囚犯劳工» 一

文ꎬ 宣称 “中国人不仅出口由囚犯制造的产品ꎬ 而且还派遣囚犯出国工

作”ꎮ① 如果说科恩女士当时尚未预料到中非合作的快速发展而仅仅是从攻击

中国人权的角度来造谣的话ꎬ 这一恶意诋毁却在全世界不胫而走ꎬ 给后来加

速发展的中非经济合作带来了不小的障碍ꎮ②

具有诱导性的报道同样具有很强的杀伤力ꎮ 德国 «明镜» 周刊曾发表了

一篇煽动性极强的文章 «武器与石油和肮脏交易: 中国如何将西方排挤出非

洲» (Ｗａｆｆｅｎꎬ Öｌꎬ ｄｒｅｃｋｉｇｅ Ｄｅａｌｓ － ｗｉｅ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ｎ Ｗｅｓｔｅｎ ａｕｓ Ａｆｒｉｋａ ｄｒäｎｇｔ)ꎮ 作

者用这种刺激的标题和歪曲的事例来诱导民众: 中国在非洲进行的是见不得

人的勾当ꎻ 中国将西方排挤出非洲ꎮ 然而ꎬ 上述两个陈述均非事实ꎮ 这种诱

导性遭到正直学者的抵制ꎮ ２０１１ 年ꎬ 亚历克斯伯格、 戴博拉布罗蒂加姆

和菲利普鲍姆加特纳在德国发展研究所撰文 «为什么我们如此批判性地针

对中国介入非洲?»ꎬ 文章分析了为何西方总是一味批判中国在非洲的行为ꎬ
批判了该文的不实之词ꎬ 试图纠正这种一边倒的情况ꎮ③ 然而ꎬ «明镜» 周刊

的阅读对象比较大众化ꎬ 其发行量也远超德国发展研究所的刊物ꎬ 有如罗伯

塔科恩的诋毁一样ꎬ 破坏性已经造成ꎮ
当然ꎬ 仅靠诋毁并不能阻碍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ꎮ 正当西方对中非全方

位合作一筹莫展之时ꎬ 戴博拉布罗蒂加姆的著作 «龙的故事———中国在非

洲的真实故事» 出版ꎮ 这位研究中国对西非农业援助的美国学者提供了一个

与新闻媒体的诋毁和曲解完全不同的答案ꎮ④然而ꎬ 她对中非合作的客观解释

并不能满足西方政府ꎮ 这样ꎬ 中非关系这一西方各国政府十分关心的问题ꎬ
很快成为国际学术界一个新的研究领域ꎮ 华侨华人在这场学术讨论中成为热

点的 “政治话语” 之一ꎬ 随着中非关系的推进而持续升温ꎬ 与不断 “政治

化” 的中国话题随影随形ꎮ

１８

①
②

③

④

Ｒｏｂｅｒｔａ Ｃｏｈｅｎꎬ “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Ｕｓｅｄ Ｐｒｉｓ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Ｍａｙ １１ꎬ １９９１ 
对相关谣言的批驳ꎬ 参见严海蓉、 沙伯力: «关于中国的修辞法? ———对中国向发展中国家输

出囚劳谣言的分析»ꎬ 载李安山、 刘海方: «中国非洲研究评论 ２０１２»ꎬ 社科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１３７ ~ １６４ 页ꎮ

Ａｌｅｘ Ｂｅｒｇｅｒꎬ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Ｂｒａｕｔｉｇａｍ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ꎬ “Ｗｈｙ Ａｒｅ Ｗｅ Ｓｏ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ｎａ’ 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ＤＩ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５ꎬ ２０１１ 

[美国]戴博拉布罗蒂加姆: «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ꎬ 沈晓雷译ꎬ 社科文献

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ꎮ 还可参见李安山: «中国的援非故事: 一位美国学者的叙述»ꎬ 载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２ ~ １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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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 传言: 非洲华侨华人的人数分析

２００５ 年ꎬ 黛安娜盖姆斯发表文章ꎬ 将在非洲的中国人称为 “新经济帝

国主义者”ꎬ 这应该是西方媒体第一次用 “帝国主义” 来形容中国在非洲的活

动ꎮ① 随后ꎬ 西方媒体谴责中国在非洲侵犯人权ꎬ 有关中国实行 “新殖民主

义” 或 “帝国主义” 的各种报道不断出现ꎮ 例如ꎬ 英国记者彼得希钦斯挑

衅性地提出ꎬ 中国正在非洲创造一个 “奴隶帝国”ꎮ② 美国驻安哥拉大使馆的

官员甚至在罗安达的公众论坛上宣称ꎬ 中国要在非洲创建一个 “新的奴隶帝

国”ꎮ③ ２０１４ 年李克强总理访问非洲后ꎬ 西方记者又重拾 “中国人入侵非洲”
的话题ꎮ④ 美国学者霍华德弗伦奇于 ２０１４ 年出版了 «中国的第二个大陆:
百万移民如何在非洲建立一个新帝国»ꎬ 为这一政治话语的讨论作了一个

小结ꎮ⑤

尽管这些 “帝国” 称谓用词夸张以引起舆论的关注ꎬ 带有新闻记者的职

业特点ꎬ 但这些报道和著述的潜台词却十分明显: 中国正在利用大量移民和

工人在非洲建立自己的帝国ꎮ⑥情况真是如此吗? 由于本文讨论的主题是华侨

华人ꎬ 因此有必要看看中国人在非洲究竟有多少? 与其他国家在非洲的移民

相比ꎬ 他们处于何种位置? 关于海外华侨华人的人口数量ꎬ 中国政府目前的

估计为 ６ ０００ 万人ꎮ⑦

非洲华侨华人为数并不多ꎬ 但 ２１ 世纪以来增长很快ꎮ １９９６ 年ꎬ 非洲的华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Ｄｉａｎｎａ Ｇａｍｅｓ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ａｙ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１ꎬ
２００５

Ｐｅｔｅｒ Ｈｉｔｃｈｅｎｓꎬ “ Ｈｏｗ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 Ｎｅｗ Ｓｌａｖ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ｉｌ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８ꎬ ２００８

Ｊｅｓｓｅ Ｏｖａｄｉａꎬ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Ｂｏｔｈ /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Ａｎｇｏｌａ”ꎬ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ｎｉｔｏｒ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１１ － １７

Ｉａｎ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ｖａｄｅ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Ｃｈｉｎａ Ｆｉｌｅ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８ꎬ ２０１４
Ｈｏｗａｒｄ Ｗ Ｆｒｅｎｃｈꎬ Ｃｈｉｎａ’ 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Ｈｏｗ ａ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ｒ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Ｋｎｏｐｆꎬ ２０１４
Ｓｅｅ Ｙａｎ Ｈａｉｒｏｎｇ ＆ Ｂａｒｒｙ Ｓａｕｔｍａｎꎬ “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ａ Ｗｏｒｌ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ｐｐｅｒ 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Ｚａｍｂｉａ”ꎬ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Ｖｏｌ ３９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１３１ － １６４
“根据我们最新统计ꎬ 现在海外华人华侨有 ６ ０００ 多万人”ꎬ 参见周建琳: «裘援平冀华侨华人

借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回国圆梦»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ｙｚｙｄ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 ２０１４０７１１ / ｃ＿
１１１１５７１０７６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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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华人只有 １３６ ０００ 人ꎮ① 笔者当时指出: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需开拓新的市

场ꎬ 非洲发展具有巨大潜力ꎬ 东亚快速发展以及华侨华人在世界各国树立的

吃苦耐劳的形象ꎬ 欧美国家开始实施严格的移民政策和非洲国家相对宽松的

移民政策ꎬ 这些因素将促使中国人走向非洲ꎬ 中国人移民非洲将形成势头ꎮ②

２００２ 年非洲华侨华人是 ２５０ ０００ 人ꎬ③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为 ５５０ ０００ 人ꎮ④根据新华

社报道ꎬ ２００７ 年高达 ７５ 万中国人在非洲 “超期” 居住或工作ꎮ⑤ ２００９ 年ꎬ 非

洲华侨华人的估计数为 ５８ 万 ~ ８２ 万人之间ꎮ⑥ 中国学者李新烽认为ꎬ 非洲华

侨华人的数字在 ２０１２ 年达到 １１０ 万ꎮ⑦ 我们可以看出ꎬ 非洲华侨华人人数在

不到 ２０ 年的时间里增长了 ９ 倍ꎮ⑧

尽管非洲华侨华人人数增长很快ꎬ 但有三点情况不容置疑ꎮ
第一ꎬ 相对于华侨华人在全球其他地方的分布ꎬ 非洲华侨华人的数目很

小ꎮ 例如ꎬ 根据近年来中国大陆与台湾相关侨务部门的统计数据ꎬ ２０１３ 年ꎬ
亚洲各国共有 ３ ０００ 万华侨华人ꎬ 美洲约有 ７９０ 万ꎬ 欧洲为 ２５０ 万ꎬ 只有几个

岛国的大洋洲也有 １００ 万华侨华人ꎮ 仅仅在美国ꎬ ２０１０ 年已有 ４０２ 万的华侨

华人ꎮ⑨ 如果从国家分布数看ꎬ 华侨华人在非洲每个国家大约平均只有 ２ 万

人ꎮ 这个数字无法与在美国或加拿大华侨华人 (１５０ 万) 相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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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台湾方面的统计ꎬ １９９０ 年华侨数字为 ２ ５２９ ５ 万ꎬ 其中非洲华侨为 ９ ９ 万ꎻ ２０００ 年

的数字分别为 ３ ５０４ ５ 万和 １３ ７ 万ꎻ ２００９ 年的数字分别为 ３ ９４６ ３ 万和 ２３ ８ 万ꎮ Ｐｅｔｅｒ Ｓ Ｌｉ ＆ Ｅｖ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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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蓝皮书: 华侨华人研究报告 (２０１４)»ꎬ 社科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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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中国移民与其他国家在非洲的移民数字也无法相比ꎮ 我们知道ꎬ
中国人和印度人移民南非的历史较长ꎬ 遭遇也相似ꎮ① 然而ꎬ 由于南非和印度

历史上同属大英帝国ꎬ 印度人迁移南非的条件相对宽松ꎬ 人数一直远比华人

多ꎮ 根据印度官方的调查ꎬ 南非的印度移民人数在 ２０ 世纪末至少达到 １００
万ꎮ② 根据海外印度人事务部网站的资料ꎬ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初ꎬ 印度侨民共计

２８ ４５５ ０２６人ꎬ 非洲的印度侨民约占 １０％ ꎬ 计 ２ ７６０ ４３８ 人ꎮ 其中印度移民最

多的国家为南非ꎬ 已达 １５５ 万ꎬ 其次是毛里求斯ꎬ 为 ８９１ ８９４ 人ꎮ③ 虽然海外

华侨华人的总数 (按 ６ ０００ 万人计) 肯定比印度海外侨民多ꎬ 但非洲的中国

移民远不及印度移民ꎮ 在南非的华侨华人 ２００８ 年约为 ３０ 万人ꎬ④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估计为 ３５ 万人ꎬ⑤ ２０１１ 年达到 ５０ 万人ꎬ⑥远不及 １５５ 万印度人ꎮ 英国总人

口为 ６ ４００ 万ꎬ 但是根据 ２０１１ 年南非政府的人口统计ꎬ 在南非的英国人达

１６０ 万ꎮ⑦

第三ꎬ 这些所谓的中国移民中ꎬ 入籍非洲国家的人极少ꎻ 绝大部分为建

筑业公司的雇员ꎬ 或是从事其他行业的短期工人ꎮ 以南非和安哥拉这两个中

国移民最多的国家为例ꎮ 在南非ꎬ 已经成为当地公民的华人人数很少ꎬ 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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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人数的变化ꎬ 参见 [美国] 朴尹正: «荣誉至上: 南非华人身份认同研究»ꎬ 吕云芳译ꎬ 广东人民

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１６４ ~ １６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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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前抵达南非的华人仅 １０ ０００ ~ １２ ０００ 人左右ꎮ① 此外ꎬ 申请成为南非公民

并获批的华人很少ꎮ １９８５ ~ １９９５ 年间ꎬ 仅 ７ ７９５ 名中国人获得南非国籍ꎮ② 在

安哥拉经商的中国人中约 ８７％表示他们肯定要回中国ꎬ 相当多的中国人均在

当地从事工程项目或短期经商ꎮ③ 其他国家情况也如此ꎮ④

上述分析表明ꎬ 非洲华侨华人的人数并不像西方渲染得那样多ꎮ 他们真

是多得可以建立一个帝国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ꎮ

脸谱化的非洲华侨华人的职业

华侨华人在海外的传统形象多用 “三刀” (菜刀、 剪刀和剃刀) 来形容ꎬ
尽管新形势使其成分发生变化ꎮ 然而ꎬ 西方对非洲华侨华人的描绘仍带着某

种偏见ꎮ 法国学者马蒙将中国到非洲的新移民归纳为三类: 一类是暂时的劳

工移民、 企业经营者 (通常指经商者) 移民和短暂逗留者 (指为了寻找机会

能够到欧洲或北美地区的移民)ꎮ 他认为移民政策在国际关系中日益重要ꎬ 中

国人移民非洲与中非合作政策密切相关ꎮ 第一种移民与中国确保原材料供应

的政策相关ꎬ 第二种移民是中国推行扩大出口市场政策的产物ꎮ 他认为中国

对非政策主要着眼于 ３ 个目标: 获取石油和矿产等自然资源、 扩大中国出口

市场及在各类国际组织中增加对中国的外交支持ꎬ 即确保中国的经济增长和

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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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非洲国家 (地区) 华侨华人人数统计表 (一): 南非华侨华人人数统计表 (１６９３ － １９９５)ꎬ 第

５６２ ~ ５６３ 页ꎮ
Ｍｅｌａｎｉｅ Ｙａｐꎬ ａｎｄ Ｄｉａｎｎｅ Ｌｅｏｎｇ Ｍａｎꎬ Ｃｏｌｏｕｒꎬ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６ꎬ ｐ 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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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丽、 汲东野: «中国人在非洲»ꎬ 载 «法治周刊»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ｅｇａｌｗｅｅｋｌｙ ｃｎ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Ｉｎｄｅｘ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ｄ / ２５６８ꎬ ２０１５ －０９ －１０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从利比亚撤出的 ３５ ８６０ 名中国人中ꎬ 绝大部分是中资公司的工程承包人

员ꎮ 外国学者的调研也得出类似印象ꎮ Ｈｏｗａｒｄ Ｗ Ｆｒｅｎｃｈ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６８ꎬ ７０ꎬ １１４ꎬ １９５ꎬ ２０６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 Ｍｕｎｇ Ｋｕａｎｇ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ｓ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２４７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８ꎻ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 Ｍｕｎｇ Ｋｕａｎｇ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ꎬ Ｖｏｌ ４ꎬ Ｎｏ １ꎬ Ｍａｙ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９１ －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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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尹正认为中国移民有 ４ 类ꎬ 在马蒙的 ３ 类外加上农业工人ꎮ 她认为大

多数在非洲的中国人为现代旅居者或跨国公民ꎮ 关于中国人与当地人的关系ꎬ
朴尹正指出西方媒体的负面报道、 反对党的政治手段、 中国工人与当地人隔

绝以及中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的商业竞争等导致了一些反华现象ꎬ 但除了少数

人外ꎬ 非洲人还是尊重中国人的ꎮ 中国移民在塑造观念、 构建新的认同和改

变生活等方面在南非发挥着核心作用ꎮ① 需要指出的是ꎬ 朴尹正的观点也在不

断变化ꎮ②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近期到南非的中国人绝大多数为教育水平极低且

没有技能的农民ꎮ③

穆罕默德根据布基纳法索华侨华人的移民目的和特点将他们分为 ４ 种人:
长期居留者、 外派人员、 小本经营者和冒险者ꎮ④ 这些归类基本认为华侨华人

中只有 ３ 类人: 企业家、 商贩和劳工ꎮ⑤ 倘若谈起尼日利亚的华侨华人ꎬ 在尼

日利亚经商的胡介国总会被作为企业家和商界的典型代表被提到ꎬ 甚至认为

他的成功是布罗德曼有关中国在非洲投资理论的最好诠释ꎮ⑥ 中小商贩因其人

数众多而往往成为学者调研的主要对象ꎻ⑦ 作为商贩的华侨华人是中国在非洲

推进的排头兵ꎮ⑧ 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移民的报道和研究都要涉及劳工ꎮ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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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４

例如ꎬ 她在另一篇文献中将南非华侨华人分为 ３ 类: 富裕的台湾工业家、 从北京和上海来的

中等主管理者阶层、 福建来的贫穷劳工以及第三、 四代华人ꎮ Ｙｏｏｎ Ｐａｒｋꎬ “Ｒｅｃ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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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４８ꎬ Ｎｏ １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ꎬ ｐ １８２

季夫汗穆罕默德: «中国人在布基纳法索: 民间的中非合作»ꎬ 载李安山、 潘华琼: «中
国非洲研究评论 (２０１４)»ꎬ 社科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１５８ ~ １８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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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ｓ ｏｒ Ａｇ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Ｔａｂｌｅ ２ １ ꎬ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Ｚｅｄ Ｂｏｏｋｓ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４８ － ４９

[法国] 塞尔日米歇尔、 米歇尔伯雷: «中国的非洲: 中国正在征服黑色大陆»ꎬ 孙中旭、
王迪译ꎬ 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１８ ~ ２４ 页ꎻ [德国] 弗朗克泽林: «中国冲击: 看中国如何改

变世界»ꎬ 强朝晖译ꎬ 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５２ ~ １６３ 页ꎮ 有关胡介国的介绍ꎬ 参见李

安山: «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 (１８００ － ２００５)»ꎬ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ꎬ ２００６ 年版ꎬ
第 ４７０ ~ ４７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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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话语中的中国移民: 以非洲为例　

这种带有脸谱化的分类有明显的缺陷ꎮ 中国新移民所从事的行业领域

较广ꎬ 在不同的国家又有所差别ꎮ 总体而言ꎬ 老华人华侨主要从事餐馆、
杂货店、 小型加工等行业ꎬ 而新移民涉及的领域相对更加广泛ꎬ 有零售业、
餐饮业、 贸易业、 旅游业、 运输业、 纺织业、 制造业、 医药业等各种行

业ꎮ① 他们中有临时工、 企业主、 项目经理、 农民、 再次移民者等ꎮ② 最为突

出的现象是ꎬ 新移民中的工薪阶层和农业移民开始出现ꎬ 知识分子也渐露

头角ꎮ
非洲华侨华人中出现了工薪阶层ꎬ 即白领ꎬ 这是一个新现象ꎮ 根据主持

«南非华人报» 的郭飞耀先生的介绍ꎬ 工薪阶层生活中的主要花费同国内相同

职业一样: 供房和供车ꎮ “工薪阶层ꎬ 普通华人在南非一个月能赚 ６ ０００ ~
８ ０００兰特ꎬ 但是他们的生活成本比较高ꎮ”③ 当然ꎬ 这种情况在南非比较突

出ꎮ 另一种类型是农业移民ꎮ 在苏丹、 津巴布韦、 赞比亚、 坦桑尼亚、 南非

以及西非等国都有中国农民从事农业工作ꎮ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农民有着较为

先进的耕种技术ꎬ 他们在国内所拥有的耕种土地较少ꎬ 在非洲机会很多ꎬ 因

此一些中国农民开始前往非洲从事粮食作物或蔬菜种植ꎮ 这些人数量并不多ꎬ
占地也不大ꎬ 但开始构成一个可以感知到的华侨华人群体ꎮ④ 另一个因素是ꎬ
以前一些中国援助非洲的农业项目经营不太成功ꎬ 外援体制改革后经过转型

继续运作ꎬ 如马里塞古的甘蔗园和制糖企业、 坦桑尼亚的剑麻农场和赞比亚

的农场ꎮ 这些农场企业的经营者都是新移民ꎮ
还有一个行业为研究者所忽视ꎬ 即知识分子、 专业技术人员和宗教人士ꎮ

在非洲生活的一批华侨华人知识分子中不乏出类拔萃之辈ꎮ 南非皇家学会会

员孙博华教授为其中之一ꎮ 他任职于南非开普半岛科技大学ꎬ 也是该校的校

务委员ꎮ 孙博华于 １９８３ 年毕业于中国西安公路学院 (现为长安大学)ꎬ １９８６

７８

①
②

③

④

何敏波: «非洲中国新移民浅析»ꎬ 载 «八桂侨刊»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５０ 页ꎮ
Ｌｉ Ａｎｓｈ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ꎬ ｉｎ Ｃ Ｔａｎꎬ ｅｄ 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５９ － ７０
«中国人在南非过得怎么样?»ꎬ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 ２０１０ － ０６ / １０ / ｃ＿１２２０４５４８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１４ꎮ
齐顾波、 罗江月: «中国与非洲国家农业合作的历史与启示»ꎬ 载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

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１ ~ １７ 页ꎻ Ｂａｒｒｙ Ｓａｕｔｍａｎꎬ “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Ｃｈｉｎａ’ 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Ｌｉｎｋｓ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ꎬ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１２ꎬ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ｐ ３０ 笔者在坦桑尼亚、 苏丹等国调研时注意到这一现象ꎬ 各大中

文网站也多有关于中国人在非洲种地的报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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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获得硕士学位ꎬ １９８９ 年在兰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ꎮ
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１ 年ꎬ 他在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ꎬ 师从中国著名力学家、 中

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张维教授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孙博华以研究

员身份留学荷兰ꎬ １９９２ 年以洪堡学者身份在德国从事研究工作ꎮ ２０００ 年ꎬ ３７
岁的他被南非半岛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ꎬ 成为南非历史上最年轻的工程学

教授之一ꎬ 同时担任几个国际刊物和丛书的编委和主编ꎮ 孙博华在应用力学、
智能复合结构和微机电系统等领域造诣很深ꎬ 特别是在壳体理论、 智能压电

驱动器ꎬ 微机电陀螺芯片上成就显著ꎬ 曾先后发表近百篇有影响力的学术论

文ꎬ 另外还编著有 ４ 部英文专著ꎮ 孙博华博士因在应用力学、 智能结构和微

机电陀螺芯片等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ꎬ 在 ２０１０ 年当选为南非科学院 (ＡＳＳＡｆ)
院士ꎬ 并于同年入选为南非皇家学会会员ꎮ 孙博华每年都要回国多次ꎬ 与中

国科学院、 清华大学等科研院校及瑞声声学公司等单位进行学术交流合作ꎮ
他曾担任暨南大学国际学院的首任院长等教职和广州国际科学技术交流协会

理事长等职务ꎮ①

此外ꎬ 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电气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院教授、 南非工程

院院士夏晓华先生亦是杰出的华侨华人ꎬ 他同时兼任新能源系统中心主任、
南非国家研究基金会 (ＮＲＦ) 一级研究员ꎮ② 世界科学院院士、 南非科学院院

士、 中国台湾中山大学西湾讲座教授徐洪坤教授ꎬ③ 南非福特海尔大学理学院

院长、 中国矿业大学兼职教授、 地质学家赵金宝教授④等均为著名科学家ꎮ 这

些学者是新一代华侨华人的佼佼者ꎬ 他们均与国内各高校保持着密切联系ꎬ
经常回国讲学交流ꎬ 用实际行动促进中非双方的教育和文化合作ꎮ 这些顶尖

级学者为南非带来了知识、 技术和荣誉ꎮ 当然ꎬ 还有一些来南非学习和就业

的中国留学人员ꎮ
这些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在华侨华人中日益增多ꎬ 主要得力于中国教育

８８

①

②

③

④

«孙博华当选南非科学院院士»ꎬ 载科学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 ｃｎ / ｈｔｍｌ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０ / １０ /
２３９３５９ ｓ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１２ꎮ

«南非 工 程 院 院 士 夏 晓 华 教 授 讲 座 »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 ｎｅｗ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６１
７３９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１２ꎮ

«世界科学院院士徐洪坤教授加盟我校»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ｈｄｕ ｅｄｕ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ｈｏｗ ａｓｐ?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 ＝ ８３４１ꎬ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１２ꎮ

«赵 金 宝»ꎬ ｈｔｔｐ: / / ｂａｉｋｅ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ｌｉｎｋ? ｕｒｌ ＝ Ｖ０ＵｗＩＮＤＬＥｎｔｉ０Ｓｔｆ７ｄ４ｆＴｎｏｆｃ２ ＿ ＯｉＣｇｊｏＡｉＳｒｎＫＨＳｐ
ＷＮＭ８Ｃｘ５ｑｙｅＨＵ６ＩＮＹＰ＿ＨＬ＿ＫｈＦＢＤ６ｚａＩ５ＳＤｋｊ － ｒｎｏｋｃ７Ｍꎬ ２０１５ －０９ －１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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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水平的提高ꎮ① 非洲的华侨华人中有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

员ꎬ 主要包括参加过中国援非活动 (如援非医疗队和援非经济合作项目) 的

专业技术人员完成使命后留在非洲ꎬ 也包括一些辞职后来到非洲的技术人

员ꎮ②在非洲ꎬ 还有一些专职的宗教人士ꎬ 特别是一些佛教人士ꎮ １９９２ 年ꎬ 中

国台湾佛光山应南非华人之邀前往弘法ꎬ 并于南非政府所献 ６ 公顷的土地上

兴建 “南华寺”ꎮ 此后ꎬ 一些国家的佛教寺庙建立ꎮ 华人佛教徒在非洲弘扬佛

法ꎬ 从事慈善事业ꎬ 广结善缘ꎬ 在当地颇受民众欢迎ꎮ③

中国移民的影响: 冲击抑或合作

中国人来到非洲是改革开放的产物ꎬ 是中非关系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ꎬ
同时ꎬ 对外来投资和移民采取欢迎态度也是非洲各国自身的需要ꎬ 否则我们

难以解释为什么大部分非洲国家近年对外国人采取各种鼓励的签证措施ꎮ 华

侨华人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现实ꎮ 那么他们对非洲民众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
由于相当部分的中国移民是以商贩的身份来到非洲ꎬ 他们给当地民众带

来的影响十分直接: 带来了便宜商品ꎮ 正因为他们的到来ꎬ 普通非洲民众第

一次可以穿上新衣服ꎬ 或用上新家具ꎮ 德国记者泽林在拉各斯看到一位尼日

利亚男子在唐人街买床垫ꎬ 于是问他为何要到中国店买东西ꎮ 尼日利亚人回

答: “我不是冲着中国人来买东西ꎮ 我买它ꎬ 是因为它又便宜、 又好ꎮ”④ 然

９８

①

②

③

④

王辉耀、 苗绿: «国际人才蓝皮书: 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 (２０１４)»ꎬ 社科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ꎮ

Ｓｅｅ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Ｈｓｕꎬ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ꎬ ｉｎ Ｃ Ａｌｄｅｎꎬ Ｄ Ｌａｒｇｅꎬ
Ｒ Ｓ ｄｅ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ꎬ ｅｄｓ ꎬ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Ｒｉ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Ｅｍｂｒａｃ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ｕｒｓｔ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２２１ － ２３５ꎮ 关于在非专业技术人员情况ꎬ 参见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谊总会: «追梦: 上海人

在非洲» (内部印刷)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ꎬ 书中收集不少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来非洲创业打拼的记录ꎮ 中

国台湾也有一些农技人员完成援非任务后留在非洲ꎬ 有的则在欧美学习后直接来到非洲ꎮ 中国台湾的

一些援非医疗队员也出版著作ꎬ 如黄煜晏: «拥抱 ４５ 度的天空: 爱 关怀 魔术医生的非洲行医手记»ꎬ
高实书版集团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ꎻ 殷小梦: «寻医者: 一张白色巨塔往非洲大陆的航海图»ꎬ 宝瓶文化实业有

限公司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ꎮ
«台湾佛光山在非洲»ꎬ ｈｔｔｐ: / / ｔｉｅｂａ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ｐ / ２７６６６８７０８４? ｐｉｄ ＝ ４３１９２３２３６６０＆ｓｅｅ＿ ｌｚ ＝ １ꎬ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１２ꎻ «南非博茨瓦纳华人寺庙 “博华寺” 奠基 使馆派员出席»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ｙｕａｎ ｎｅ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７９５２３４ － １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９ꎮ

[德国] 弗朗克泽林: «中国冲击: 看中国如何改变世界»ꎬ 强朝晖译ꎬ 中国社科文献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１７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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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ꎬ 中国人的到来及其带来的便宜商品对原来的非洲店铺和靠进口中国商品

的非洲商贩造成了冲击ꎮ
这样ꎬ “中国商人导致非洲人破产” 便成为西方和非洲社会批评中国移民

非洲的一大焦点ꎬ 另一个常见的观点是他们抢了非洲人的生计ꎮ 约瑟夫厄

恩斯特以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为例进行考察ꎬ 认为大量签证过期后不归的中国

移民正在主宰非洲经济ꎮ 这些人签证过期后ꎬ 继续非法留在非洲从事商业和

贸易活动ꎬ 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商品ꎬ 且非法运营ꎬ 不缴纳税费ꎬ 从而导致当

地商人无法与之竞争ꎬ 大量破产ꎮ① 媒体上也有大量关于这一问题的报道ꎬ 如

莱索托当地人与中国店主之间的紧张关系ꎻ 中国商人因在尼日利亚卡诺从事

尼日利亚不允许外国人从事的纺织品贸易而被谴责为 “食腐者”ꎻ 中国商人在

坦桑尼亚、 乌干达、 赞比亚、 纳米比亚等国都因与当地人竞争而遭到排斥ꎬ
等等ꎮ 丹尼尔注意到华人在非洲比较难以融合的现象ꎮ② 此外ꎬ 便宜纺织品使

得肯尼亚、 尼日利亚、 南非等国的纺织业大受冲击ꎮ③ 对这一问题ꎬ 我们有必

要弄清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源ꎮ 温家宝总理 ２００６ 年访问南非时ꎬ 南非方面反映

了当地纺织业因大量中国廉价纺织品而面临倒闭的事实ꎬ 由此中国政府决定

０９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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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的非洲国家ꎬ 受冲击的包括早期扎根非洲的华人企业ꎮ 査济民先生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从香

港来尼日利亚投资ꎬ 设立统一尼日利亚纺织有限集团公司 (ＵＮＴＬ)ꎬ 该厂不断发展壮大ꎬ 成为尼日利

亚最大的纺织企业ꎬ 其产品被认为是 “尼日利亚制造” 的典型代表ꎮ 密执安州立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刘

少楠 ２０１４ 年夏在尼日利亚的实地调研发现ꎬ 中国廉价纺织品 ２０００ 年之后主要通过走私的方式大量进

入尼日利亚ꎬ 对于査氏集团的纺织厂造成巨大冲击ꎬ 该厂一度关闭ꎮ 参见刘少楠致李安山函ꎬ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ꎮ 关于中国商品特别是纺纱品对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国的影响ꎬ Ｓｅｅ Ｐ Ｋａｍａｕꎬ “Ｃｈｉｎａ’ 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Ｋｅｎｙａ’ ｓ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 ｉｎ Ａ Ｈａｒｎｅｉｔ － Ｓｉｅｖｅｒｓꎬ Ｓ Ｍａｒｋｓ ＆ Ｓ Ｎａｉｄｕꎬ ｅｄｓ 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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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约束两年、 削减向南非输出的 ３１ 种纺织品ꎮ①然而ꎬ 中国的份额减少后ꎬ
马来西亚、 越南、 孟加拉等国生产的廉价纺织品照样会流入非洲ꎮ 事实上ꎬ
提高南非产品的竞争力才要正道ꎮ 可以说ꎬ 中国移民带来的影响是多方

面的ꎮ
在达喀尔一个专为无店铺开业小商贩服务的加雷 － 彼得森社区 (Ｇａｒｅ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ꎬ 店铺大多由中国人开办ꎬ 共约 ２００ 家ꎮ 塞内加尔商人对中国商人

存在着不同意见ꎬ 流动商贩支持他们的买卖活动ꎬ 进口商认为中国人构成了

威胁ꎮ 消费者群体无统一看法ꎮ 支持者认为便宜货可使非洲人享受新商品ꎬ
并可参与更多经济活动ꎮ 反对者认为ꎬ 便宜商品使塞内加尔人产生了依附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在达喀尔发生了反对中国人的游行ꎬ 但随后也发生了声援中国人的

游行ꎮ 支持中国人游行的组织者、 消费者协会的领导人穆罕默德恩道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Ｎｄａｏ) 认为: 中国廉价商品为当地人提供了多种选择ꎬ 批评那些

认为中国商业活动不合法的人忽略了自己在灰色经济活动中受益ꎬ 这是一种

排外主义ꎮ 苏珊谢尔德通过对 ５３ 名中国商人的采访后认为ꎬ 中国商人为达

喀尔的非正规经济发展做出了社会文化多元化的贡献ꎬ 为处于边缘化的青年

人和消费者提供了机会ꎬ 给当地商人带来了竞争ꎬ 同时对塞内加尔社会带来

了冲击ꎬ 使当地社团组织对外来人的看法产生了分歧和变化ꎬ 从而使大家可

以更深地理解灰色经济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ꎮ②

中国人给非洲带来了积极影响ꎬ 推动了中国与非洲的合作、 南南合作、
全球化的发展ꎮ③ 中国商人不但为非洲提供了大量廉价商品ꎬ 也为当地小生意

提供了机会ꎮ 中国人的商店对非洲人的消费至关重要ꎬ 他们并没有取代当地

现存的商业ꎬ 而是开办新的商品市场ꎮ 纳米比亚的中国批发商是奥希坎戈商

１９

①

②

③

Ｗｙｎｄｈａｍ Ｈａｒｔｌｅｙꎬ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Ｌｉｍｉｔ Ｅｘｐｏｒｔｓ”ꎬ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ａｙ (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ｂｕｒｇ)ꎬ Ｊｕｎｅ ２２ꎬ
２００６ꎻ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ｏ Ｓ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ｚｆｌｔ / ｅｎｇ / ｚｔ / ｗｊｂｆｆ /
ｔ２５９６２０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３ꎻ Ｎａｉｄｕꎬ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ｐ １８３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Ｓｃｈｅｌｄꎬ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Ｄａｋａｒ”ꎬ ｉｎ Ｉｌｄａ Ｌｙｎｄｅｌｌꎬ ｅｄ 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Ｚｅｄ Ｂｏｏｋｓ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１６４ － １６８ 笔者与美国学者奥斯

鲍恩 (Ｄ Ｚ Ｏｓｂｏｒｎ) 的电邮和在哈佛大学参加有关中非关系研讨会时与塞内加尔学者盖伊 (Ａｄａｍａ
Ｇａｙｅ) 的谈话也证实了此事ꎮ

Ｇｉｌｅｓ Ｍｏｈａｎꎬ Ｄｉｎａｒ Ｋａｌｅꎬ ｏｐ ｃ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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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他们被称为 “创造性先锋”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Ｐｉｏｎｅｅｒｓ)ꎮ①

中国和尼日利亚在加纳和贝宁的移民的创业精神各异ꎬ 但在劳动分工和比较

优势基础上合作ꎬ 对当地的减贫和将廉价商品送至偏远地区的作用显著ꎮ②

１９９５ 年ꎬ 中国人在佛得角开了第一家商店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有关移民在佛得角所做

贡献的民调表明ꎬ 当地人对中国人评价最高ꎮ ８５％ 的佛得角人对亚洲移民

(实际上主要指中国人) 的贡献持正面评价ꎬ 比对欧洲移民的评价 (７４％ )
要高ꎮ 作者发现ꎬ 当地人对中国来的移民表明了 “一种惊人的正面看法” (ａ
ｓｔｒｉｋｉｎｇ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ꎮ③ 为何如此? 中国进口商品对当地生产未造成负面

影响ꎬ 商品价格便宜使当地购买力提高ꎬ 并未导致大批佛得角人失业ꎮ 中

国移民并未对佛得角民族认同产生影响ꎬ 未强化当地内部争斗ꎮ 但当地居

民也确实存在着一些抱怨ꎬ 尤其是对来自中国商品质量和劳资关系有所

不满ꎮ④

布基纳法索的中国商人共约 ６００ 人ꎬ 几乎全部 “由寻找新经济机遇的私

企经营者构成ꎮ” 尽管中、 布两国没有外交关系ꎬ 华侨华人经商在实际操作上

有些困难ꎬ 但与当地人合作融洽ꎮ 大型中国企业的缺失减少了当地人对所谓

战略意义的担忧ꎮ 这样ꎬ “与当地人合作不仅是中国企业家所采取的贸易策略

的必要条件ꎬ 还是确保他们经营活动得以长期巩固和成功最有效的途径ꎮ” 这

里存在着个人之间的合作、 通过中间人的合作、 中资企业与当地企业之间的

合作以及中国企业与行政机构代表人之间的合作ꎮ “这种合作的例子在布基纳

法索的中国企业中随处可见ꎮ” 尽管两国没有外交关系ꎬ 中国企业却找到了与

当地人合作共赢的适当方式ꎮ⑤

中国移民是否对非洲人的生计造成经济上的威胁? 的确ꎬ 尼日利亚的中

国新移民中的纺织品商贩或加纳北部小金矿的中国矿工ꎬ 已对当地居民的生

２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ｒｅｇｏｒ Ｄｏｂｌｅｒꎬ “Ｓｏｕｔｈ － Ｓｏｕｔｈ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ｉｎ Ｏｓｈｉｋａｎｇｏꎬ
Ｎａｍｉｂｉａ”ꎬ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ꎬ Ｍａｙ ２００５

Ｄｉｒｋ Ｋｏｈｎｅｒｔꎬ “Ａｒ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ｏｒ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Ｇｅｒｍ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ꎬ Ｎｏ １４０

Ｊｏｒｇｅｎ Ｃａｒ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ｅｉｄｉ Ｏｓｔｈｏ Ｈａｕｇｅｎꎬ “Ｍｉｘｅｄ Ｆａｔｅｓ ｏｆ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ａｐｅ Ｖｅｒｄｅ”ꎬ ｉｎ Ｃ Ａｌｄｅｎꎬ Ｄ Ｌａｒｇｅꎬ Ｒ Ｓ ｄｅ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ꎬ ｅｄｓ ꎬ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Ｒｉ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Ｅｍｂｒａｃ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ｕｒｓｔ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３１９ － ３３７

Ｉｂｉｄ
季夫汗穆罕默德: 前引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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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造成消极影响ꎬ 但非洲各国与中国政府都已经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ꎮ① 布伦

瑟斯特基金会的调研报告显示: 在南部非洲ꎬ 中国商人在当地雇用的本土人

相当多ꎮ 报告指出ꎬ 在南非、 安哥拉、 博茨瓦纳、 莱索托和莫桑比克 ５ 个国

家ꎬ 华人店铺有一个共同特点: 雇用的当地非洲人比中国人多ꎮ② 胡介国经营

的企业也表明ꎬ 他雇用的非洲人远比中国人多ꎮ③ 莫汉等人有关非洲华侨华人

的研究也说明了这一事实ꎮ④ 中国企业承揽的大型项目更是雇用了许多当地劳

工ꎮ 举例来说ꎬ 在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完工的长达 １ ３４４ 公里的安哥拉本格拉铁路ꎬ
就是 １ ０００ 中国工人 (其中有超过 ２０ 人在工程期间付出了生命) 和约 １０ 万名

安哥拉工人经历近 １０ 年辛勤劳动与协力合作的成果ꎮ 正如一位在安哥拉的北

京建工集团的工程师所言: “据说当地一共有人口 ２ ０００ 万左右ꎬ 中国人就占

到 ２６ 万ꎮ 不过基本都是过去做项目或经商的流动人员ꎬ 没有移民过去留下

的工程类的多ꎬ 还有一些搞外贸生意的ꎮ”⑤

华侨华人: 中国形象和中国对非政策

中国企业和中国人在非洲做出的贡献不容置疑ꎮ 这一点已被非洲政府和

人民ꎬ 以及新闻界所肯定ꎬ 也引起了西方政界、 媒体和学者的注意ꎮ⑥

既然如此ꎬ 为何前面提到的前美国总统卡特助理国务卿罗伯塔科恩有

关 “中国劳工是囚犯” 的谣言能在国际上特别是非洲引起巨大反响呢? 除了

谣言制造者是一位颇有身份的美国官员以及各大西方媒体的推动外ꎬ 这与中

国各建筑公司的形象和工人的作为有着密切关系ꎮ 第一ꎬ 中国在海外的各大

建筑公司相当一部分以前并未要求统一着装ꎬ 而这些建筑工人多是新招募的

３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少楠在加纳北部的实地调研反映了当地民众的另一种观点ꎮ 参见刘少楠: «加纳人对中国和

中国人的认知»ꎬ 李安山、 林丰民: «中国非洲研究评论 (２０１３)»ꎬ 社科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３０９ ~ ３３０ 页ꎮ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ＭｃＮａｍｅｅꎬ ｅｔ ａｌ ꎬ ｏｐ ｃｉｔ
[法国] 塞尔日米歇尔、 米歇尔伯雷: 前引书ꎬ 第 １９ 页ꎻ [德国] 弗朗克泽林: 前引

书ꎬ 第 １５３ 页ꎮ
Ｇｉｌｅｓ Ｍｏｈａｎꎬ Ｂｅｎ Ｌａｍｐｅｒｔꎬ Ｍａｙ Ｔａｎ － Ｍｕｌｌｉｎｓ ＆ Ｄａｐｈｉｎｅ Ｃｈａｎｇ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ｓ ｏｒ Ａｇ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ｐｐ ８５ꎬ ９８
高欣、 尹丽、 汲东野: 前引文ꎮ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Ａｌｅｓｓｉ ＆ Ｂｅｉｎａ Ｘｕꎬ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ꎬ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７ꎬ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ｆｒ ｏｒｇ / ｃｈｉｎａ /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 ｐ９５５７ꎬ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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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ꎬ 他们在国外因整日劳动ꎬ 并不讲究工作服的工整ꎮ 第二ꎬ 中国工人

不谙当地语言ꎬ 加之多住在工地ꎬ 与当地民众很少来往ꎬ 加深了神秘感ꎮ 另

一个重要因素是在非洲各国负责建筑工程的中国工人一般都要加班ꎬ 为按时

完工 “三班倒” 的情况甚多ꎬ 形成工地上机器不停运转、 工人轮流休班的情

况ꎬ 但在工地围墙以外的当地人看来ꎬ 这些人整天在做事ꎮ① 据此ꎬ 当地人认

为这种情况不正常ꎬ 从而使他们比较容易相信中国工人是囚犯的谣言ꎮ 当然ꎬ
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也给非洲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ꎮ②

有一项有关中国人和西方人在非洲当地适应情况的调研ꎬ 通过对 ９ 个国

家 (博茨瓦纳、 埃及、 埃塞俄比亚、 加纳、 肯尼亚、 尼日利亚、 南非、 苏丹

和赞比亚) 的 １ ９０２ 人的调查结果显示ꎬ ４５７ 人认为中国人远比西方人适应当

地情况ꎬ ５００ 人认为他们比西方人适应ꎬ ３４４ 受访者认为两者差不多ꎬ 还有

１７９ 名受访者认为回答 “不知道”ꎬ 认为中国人在非洲不如西方人适应当地情

况的比例较少ꎬ 只有 ４２２ 人ꎬ 其中认为远没有西方人适应的 ２２８ 人ꎬ 认为中

国人不如西方人的 １９４ 人ꎮ 此调查结果认为ꎬ ５０％ 以上的非洲人认为中国人

对当地适应超过西方人ꎬ 只有 ２２％的人认为中国人在适应当地这一点上不如

西方人ꎮ 该调查在其他相关问题上对中国的正面反馈也相当明显ꎮ③

非洲人对中国人确实存在着诸多误解ꎮ④然而ꎬ 他们对中国的总体印象是

正面的ꎮ 盖洛普与皮尤对这一问题做过多次调查ꎬ 结果都显示非洲人对中国

总体印象良好ꎮ ２０１５ 年皮尤的全球态度调查项目就 “对中国的看法”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这一问题进行抽样调查ꎮ 结果显示ꎬ 绝大多数非洲人对中

４９

①

②

③
④

由于一些非洲国家对工程审批手续的时间长达半年或更长时间ꎬ 所以有些项目有效时间大打

折扣ꎬ 只能靠加班来完成ꎮ 非洲工人很少愿意加班ꎬ 即使给加班费也枉然ꎮ 上述情况源于笔者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 ２６ 日随中非合作论坛后续行动评估小组在喀麦隆、 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与中国企业交流时听

到的发言ꎬ 以及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笔者与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郭敬的交谈访谈ꎮ
在沙伯里和严海蓉对 ８ 个非洲国家的调研中ꎬ 非洲人对中国人 “勤劳” (Ｈａｒｄｗｏｒｋｉｎｇ) 的认

知度最高ꎬ 均在 ６０％以上ꎮ Ｂａｒｒｙ Ｓａｕｔｍａｎ ＆ Ｙａｎ Ｈａｉｒｏｎｇ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Ｌｉｎｋｓ”ꎬ
ｉｎ Ｊ Ｓ Ｓｔｒａｕｓｓ ＆ Ｍａｒｔｈａ Ｓａａｖｅｄｒａꎬ ｅｄ 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 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９ )ꎬ Ｔａｂｌｅ １０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１９４

Ｂａｒｒｙ Ｓａｕｔｍａｎ ＆ Ｙａｎ Ｈａｉｒｏｎｇ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１７８ － ２０９
有关中非因缺乏交流而产生的各种误解ꎬ 可参见李安山: «中非合作的基础: 民间交往的历

史、 成就与特点»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５１ ~ ７３ 页ꎮ 有关新移民在南非的文化冲突ꎬ 参

见陈凤兰: «文化冲突与跨国迁移群体的适应策略———以南非中国新移民群体为例»ꎬ 载张秀明: «追
逐梦想: 新移民的全球流动»ꎬ 中国华侨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ꎬ ４５６ ~ ４７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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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持肯定态度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ꎮ 在列出受访结果的所有非洲国家中ꎬ 对中国表示

好感的在加纳受访者中最高ꎬ 为 ８０％ ꎬ 其次是埃塞俄比亚和布基纳法索ꎬ 均

为 ７５％ ꎬ 坦桑尼亚为 ７４％ ꎬ 塞内加尔、 尼日利亚和肯尼亚三国的受访者中

７０％对中国表示称赞ꎬ 处于最低位置的南非也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对中国持

有好感ꎬ ５２％表示肯定ꎮ① 由于这种调查结果反映的是非洲人对中国的整体感

受ꎬ 这种正面的态度可以理解为既包括对中国企业的好感ꎬ 也包括对中国移

民的肯定ꎮ
一些新移民投入到当地的社会公益活动ꎬ 以期促进中非合作ꎮ 例如ꎬ 南

非的上海侨界领袖姒海先生自己出资拍摄了一部南非华侨华人在南非打拼的

纪录片ꎬ 从而使当地民众更了解华人在当地的奋斗史ꎮ 津巴布韦的赵科等人

为促进华侨华人与当地居民的融洽关系ꎬ 组织中津足球友好赛ꎮ 一些国家的

华侨华人团体积极开展各种慈善活动如助学工程和组织文艺活动ꎬ 或是与中

国企业和援非医疗队合作进行各种义诊和救治活动ꎮ② 这种自觉行动既表现出

为定居国服务的意识ꎬ 也可以纠正对中国人海外形象的不良看法ꎬ 还可以改

变自己的生存环境ꎮ
有一种观点认为ꎬ 华侨华人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ꎮ③ 研究显示ꎬ 这种

观点与真实情况不符ꎮ 朴尹正否认中国人移民非洲受到中国政府支持ꎬ 认为

前往南非的大多数中国人是独立移民ꎬ 来自不同地区ꎬ 教育水平参差不齐ꎬ
拥有不同阶级背景ꎬ 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提高生活水平ꎮ④ 一份关于南部非洲中

国商人的调研报告认为华侨华人的情况多元ꎬ 远比西方人想象得复杂ꎮ 这些

华侨华人与使馆联系很少ꎬ 似乎与中国对非政策没有多少关系ꎻ 他们表达了

对中国大使馆的不满ꎬ 受访者中 ９５％回答未得到过中国使馆的帮助ꎻ 中国使

馆也并不掌握他们的准确人数ꎬ 他们对使馆存在着不信任感ꎮ 作者由此得出

结论: 中国人移民非洲并非中国大战略的一部分ꎮ⑤ 笔者曾在 ２０１１ 年指出: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２４ꎬ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２
参见 南 非 华 人 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ａｎｆｅｉ８ ｃｏｍ / ｈｕａｒｅｎｚｉｘｕｎ / ｎａｎｆｅｉｓｈｉｌｉｎｇｇｕａｎ /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０４ /

２０３９１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２ꎻ 津巴布韦华人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ｉｍｂｂｓ ｃｏｍ / ｔｈｒｅａｄ － ８８２３ － １ － １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２ꎮ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 Ｍｕｎｇ Ｋｕａｎｇ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ꎬ Ｖｏｌ ４ꎬ Ｎｏ １ꎬ Ｍａｙ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９１ －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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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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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非洲什么都不缺ꎬ 就是缺战略ꎮ”① 这是有感而发ꎬ 也与中非关系逐

步推进的事实相符ꎮ 然而ꎬ 非洲的中国移民与中国政策是否存在着关联性?
上述研究已经说明: 答案是肯定的ꎮ②

结　 论

通过上述分析ꎬ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ꎬ 华侨华人的增长与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直接相关ꎬ 中国人移民非

洲与中国的非洲政策有各种关联ꎮ 他们在中非合作方面发挥的作用将日益扩

大ꎬ 这表现在经济增长、 政治作用和文化影响方面ꎮ
第二ꎬ 非洲华侨华人给非洲带来的影响并非一种ꎬ 也非单向: 对各国的

影响不同ꎬ 对各阶层利益的影响不同ꎬ 不同利益集团对他们的评价也不同ꎮ
非洲各方也通过反馈来影响他们ꎮ

第三ꎬ 中非关系并非通常的两分法那样简单ꎬ 在中国或非洲、 官方或民

间、 国企或民企、 商人或消费者、 成功者或失败者等矛盾之间有诸多因素ꎬ
各对矛盾并非截然对立ꎮ 中国移民来源多元ꎬ 职业多样ꎬ 知识分子群体开始

出现ꎮ 这些移民多保留中国国籍ꎮ 错综的后果影响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促使不

同力量重新组合ꎬ 也使不同因素互相作用ꎮ
第四ꎬ 西方一些人在观察甚至研究非洲华侨华人时ꎬ 往往将他们作为一

个政治议题来解读ꎬ 喜欢将华侨华人在非洲的负面影响放大ꎬ 甚至从自己臆

想的政治角度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或社会现象ꎬ 从而影响了其观察和分析问

题的客观性ꎮ
近年ꎬ 非洲华侨华人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男性移民需要成家、 赚了钱

无人继承ꎬ 由此开始产生思乡之情ꎬ 加之ꎬ 还有一些华侨华人面临子女教育、
经济不景气、 社会治安不理想等问题ꎬ③ 促使一些华侨返回或再迁移ꎮ 有学者

据此认为 “非洲华侨华人的数量不会继续增加ꎬ 而会在目前的数量上略有减

６９

①
②

③

李安山: «中国走进非洲的现实与真相»ꎬ 载 «社会观察» ２０１１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２７ ~ ２９ 页ꎮ
Ｌｉ Ａｎｓｈ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ꎬ ｉｎ Ｃ Ｔａｎꎬ ｅｄ 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５９ － ７０
陈肖英: «南非中国新移民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探析»ꎬ 载张秀明: 前引书ꎬ 第 ４７４ ~ ４８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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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ꎮ① 笔者认为ꎬ 这一看法理由不充分ꎮ 上述现象确实存在ꎬ 最近非洲一些

国家货币贬值直接影响到移民的收入ꎬ 移民回流现象相对明显ꎮ 然而ꎬ 中非

经济关系的基础有望从贸易转到包括贸易、 投资和金融等多方位的合作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召开ꎬ 大大推动了建立在中非产能合作基础

上的投资ꎮ 此外ꎬ 中非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也将促进中国人到非洲从事各种

活动ꎮ 大部分非洲国家仍愿以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外资ꎮ 从各种迹象看ꎬ 非

洲华侨华人的数量仍会持续增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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