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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金砖外交关键词：发展、合作、协调 
祝 鸣 

 

 

    4 月 14 日，世人瞩目的首次有 5 个国家领导人参加的“金砖国家（BRICS）”峰会在中

国海南三亚召开。这同时也是非洲第一经济大国南非以“金砖国家”身份的首次亮相。所

以国际舆论对南非这个新成员的金砖国家外交有着颇多的报道和评论。南非媒体更是纷纷

为南非政府提出相关建议。南非政府也对这些外部的期望予以了回应 —— 在南非总统祖

马访问中国前，南非政府通过相关政策文件与吹风会等形式对外阐明了南非的政策主张。

我们从中可以找到三个关键词： 

    一是“发展”。不可否认的是，就经济实力而言南非只能在金砖国家中垫底，2010 年南

非的发展速度为 3%，国内失业问题依旧严重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南非的经济特点在非洲国

家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即：发展潜力巨大、发展迅速但问题同样比较突出。所以，有南

非学者建议，南非虽然参加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但南非的这个“S”应该不仅局限于在

金砖国家五国内部发挥作用，还要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的“S”里发挥作用，积

极推进南部非洲的地区一体化进程。还有建议认为，南非应该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渠

道促进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吸收更多的外来投资与技术，使得南非和非洲取得更好更快

的发展。 

    二是“合作”。南非和金砖其他四国在经济关系上，既是合作伙伴，又在某些经济领域

上是竞争对手。例如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南非就抱怨与中国和印度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关系。所以，南非前总统姆贝基曾经警告过，“在如何保护非洲薄弱的工业基础、使其免受

中国廉价产品冲击的问题上，双方需要达成共识。”当然，这种竞争是客观存在，且不可避

免的。但南非可以通过和其他金砖国家的协商，争取把竞争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化潜在的恶性竞争为良性竞争。正如有的中国学者所指出的，金砖国家之间应该建立起“包

容性合作关系”。至于在气候变化、全球经济治理等领域，南非已经通过双边渠道和“基础

四国”等机制与其他金砖国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金砖国家机制，南非可以把这种合

作固定化和深入化而达到更好的效果。 

    三是“协调”。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在非洲异军突起，影响不断提升。与

此同时，欧洲、美国等传统大国也纷纷调整对非政策。非洲从这种大国的对非竞争中颇有

左右逢源之感，从中得到了不少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但是非洲同时也面临着左右为难的

危险。所以，笔者接触到的非洲多国政府官员和学者都多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非洲

发展与某一大国的关系不希望以牺牲同一大国的关系为代价。但是这一左右逢源的目标，

却是说易做难。所以南非外交部的一位高官对笔者也承认，面对外部诸多大国在非洲的活

动，非洲已经感到了协调应对的压力。因此，南非外交部已经成立了一个专职部门，专门

负责三边合作事宜。 

从此次金砖国家峰会通过的《三亚宣言》中的诸多表述，如：支持非洲发展；加强同

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包容性、非对抗性的合作等。我们可以发现，

南非的这三大诉求基本上都得到了体现。我们完全可以预期的是，只要这种互利共赢的新

型伙伴关系得以不断持续和深化，包括南非在内的金砖国家将从中获益良多。南非所代表

的非洲大陆更能从中得益，正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金砖国家峰会前会见南非总统祖马

时所说的那样：“南非加入金砖国家机制使非洲在该机制中有了代表性，这不仅对南非有利，

而且对非洲大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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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与非洲国家冲突 

——以科特迪瓦为中心 
刘伟才 

 

 

内容摘要：由于历史的原因，跨界民族在非洲广泛存在。非洲国家独立后，跨界

民族的存在推动国际移民发展，二者交织形成一种“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

症”，导致或者激化了相关国家内部或国家间的冲突。本文以科特迪瓦为中心对

“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及其与非洲国家冲突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认为“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由此而来的冲突也

非常难以解决。 
 
关键词：跨界民族，国际移民，“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非洲冲突，科特

迪瓦 
 

 

由于历史上的人口流动和殖民瓜分及统治，跨界民族在非洲广泛存在。跨界

民族的存在给相关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在一些地区

甚至引发严重的冲突。然而，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跨界民族。作为一个跨国界的人

员网络，跨界民族的存在对独立后非洲国家间的国际移民具有推动作用。而当规

模和持续时间达到一定程度时，国际移民本身会带来一些问题，同时还会使由跨

界民族引发的问题复杂化。跨界民族和国际移民两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两者造

成的问题互相交织，从而使得由此引发的冲突难以解决。 
西非是非洲人口流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从地理上来说，西非由北往南大致

可分成沙漠、萨赫勒地带、稀树草原地带和雨林地带，由西往东则是可分成相对

较蔽塞落后的内地和相对较开放发达的沿海。自然条件的不同意味着经济发展条

件和生存环境的差异，西非不同地区在地理条件上的显著差异很早就促进了交换

不同产品的贸易活动的兴盛，也导致了人口流动的频繁。在周期性的气候变化影

响下，为了寻求合适的土地和牧场，西非的居民也不得不做周期性流动。殖民统

治建立后，由于殖民地工程建设、城市生活运转以及工厂和种植园等对劳动力的

需求，西非地区的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剧。相关国家独立后，历史形成的人口流动

模式继续发挥影响，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作为沿海国家和殖民时期法属西非的中心地之一，科特迪瓦①是西非区域流

动人口的主要接受国之一。本文将以科特迪瓦为中心对非洲的跨界民族和国际移

民问题进行分析，并就其与相关非洲国家冲突之间的关系作初步的探讨。 
 
 

一、阿拉萨内·瓦塔拉的国籍问题 

                                                        
① 国内曾译作“象牙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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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底，科特迪瓦举行总统选举，角逐主要在在任总统洛朗·巴博

（Laurent Gbagbo）和前总理阿拉萨内·瓦塔拉（Alassane Ouattara）之间展开。

两轮投票后，选举委员会宣布瓦塔拉获得 54%的选票，胜利当选总统。然而，

宪法委员会判定 500000 张来自支持瓦塔拉的地区的选票无效，这样获胜者就变

成了巴博。双方都坚持对自己有利的投票结果，巴博拒不让位，瓦塔拉则自行宣

誓就任总统。虽然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非洲联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科特

迪瓦原宗主国法国等国家承认并支持瓦塔拉，敦促巴博下台，但巴博坚称瓦塔拉

在选举中有不正当行为，而某些国家则乘机操纵干涉，危害科特迪瓦利益。 
瓦塔拉并非第一次在选举上遭遇麻烦，而麻烦的根源在于他的国籍问题。 
瓦塔拉 1942 年出生于科特迪瓦，但据称其父母中有一方来自上沃尔特

（Upper Volta，今布基纳法索）①。瓦塔拉是一名经济学家，曾在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西非国家中央银行任职，并曾担任科特迪瓦总理，是科特迪瓦开国总统博

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在经济方面的助手，在博瓦尼统治末期及博瓦尼

逝世后的一段时期还曾代理行使总统职权。瓦塔拉在科特迪瓦政坛有重要的影响

力，是博瓦尼之后科特迪瓦领导人职位的重要竞争者之一。 
1995 年，科特迪瓦举行博瓦尼逝世后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为打击瓦塔拉，

在选举开始之前，瓦塔拉的对手操纵科特迪瓦国民议会通过法令，规定参选者的

父母必须都是科特迪瓦籍，这样瓦塔拉就被排斥在候选人之外。对于瓦塔拉在科

特迪瓦经济事务方面的作用和客观贡献以及博瓦尼对瓦塔拉的重视，对手在无法

否认的情况下声称，博瓦尼只看重瓦塔拉在经济事务上的才能，也只希望他在经

济事务方面发挥作用。 
1999 年，瓦塔拉试图再次参与最高权力角逐，并为此准备了相关文件，证

明自己的父母是科特迪瓦籍，他自己也在科特迪瓦出生。但他的对手直指文件为

伪造，并向瓦塔拉发出逮捕令。2000 年，科特迪瓦以通过新宪法的方式再次确

认了参与总统竞选的人的父母必须都是科特迪瓦籍。这一举动酿成严重的政治冲

突，并最终引发 2002 年内战。 
在国际社会压力下，2007 年，时任总统洛朗·巴博（Laurent Gbagbo）宣布

瓦塔拉可以参加 2010 年总统选举。至此，瓦塔拉的国籍表面上不再是一个问题。

但是，在 2010 年选举中，瓦塔拉的对手却在瓦塔拉的支持者的国籍问题上做起

了文章。 
瓦塔拉的支持者主要来自科特迪瓦北方，尤其是与布基纳法索接壤的地区。

在这片地区，既有拥有科特迪瓦国籍、与布基纳法索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莫西人和

沃尔特族群，也有来自布基纳法索的大量侨民。前者主要涉及的是跨界民族问题，

后者则是在跨界民族基础上的国际移民问题。 
 
 

二、跨界民族的形成：莫西人迁徙与上沃尔特的变迁 

                                                        
① 上沃尔特 1984 年改称布基纳法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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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国家，历史上又曾经是法属西非的中心地，科特迪瓦

长期以来吸引大量西非其他地区的人员流入。在流入科特迪瓦的人群中，来自今

布基纳法索地区的人占了很大一部分。根据 1998 年的统计，在科特迪瓦的外国

侨民中，布基纳法索人有 223 万，占外国侨民总数的 56%，占科特迪瓦总人口

的比例也高达 14.56%①。 

莫西人是今布基纳法索的主要族群，其人口约占布基纳法索总人口的一半，

此外在布基纳法索还有一些与莫西人有密切姻缘关系的族群。约 12 世纪时，莫

西人从今加纳北部一带迁至今布基纳法索，征服了当地原来的居民，并建立了一

些王国。但莫西人所占据的土地并不肥沃，因而生存条件并不好。为了应对困难，

莫西人一方面加强管理，完善王国治理体制，提升凝聚力，这使莫西人在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顶住了外部王国和掠奴势力的侵袭，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环境中生

存繁衍，人口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自然条件不佳和人口规模扩大也迫使莫西人

不得不向外寻找出路，并逐渐形成了向外迁移的习惯。他们根据情况，或作数月

的季节性迁移，或作数年的长期迁移，或永久性移居。一位法国学者说，“莫西

人人丁兴旺，但因为农田产量不高，所以是很贫困的。莫西族的男子都喜欢到象

牙海岸和加纳的种植园干活挣钱，在莫西族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干季期间总有四

分之一的壮劳力外出谋生。……莫西人喜欢整年到外边挣钱。②”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法国用武力征服了莫西人的王国。起初，法国将这一

地区作为一个军事区，由军官掌管行政，维持秩序。从 1904 年开始，这一地区

在行政上被置于“上塞内加尔和尼日尔殖民地”管辖之下，该殖民地包括今尼日

尔、布基纳法索以及马里的大部分。1919 年，法国在这一地区的基础上建立了

上沃尔特（Upper Volta）殖民地。法国在瓦加杜古派驻总督，受驻达喀尔的法

属西非大总督领导。 
按法国殖民地管理的规定，殖民地必须自己负担殖民地管理集团生活、工作

所需的费用以及殖民地各种管理所需的费用，这对自然条件不佳、经济不发达的

上沃尔特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上沃尔特的民众也因此拮据困窘。这首先导致

了公开的暴乱，但暴乱遭到严厉镇压；其次，大批人逃往英属黄金海岸（今加纳），

既可逃避法国殖民当局剥削，又可在也需要劳动力并且工作条件和待遇都比较好

的黄金海岸打工寻找出路。当时，法国的大总督认为至少有十万莫西人因在棉花

种植园劳动而最终定居黄金海岸③。而另一方面，法属西非的各项工程建设也需

要劳动力，科特迪瓦的白人殖民者的工厂、种植园和矿山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急

迫。在这种情况下，对上沃尔特进行调整并将其稠密人口转化为殖民事业发展所

需的劳动力便提上日程。 
实际上，在还未占领莫西王国之前，法国人就认为可把这里当做法属西非的

一个理想的劳动力储备地，数量众多、组织性强的莫西人可为法属西非的城市、

工厂、种植园以及各种工程服务。1891 年就有人指出，莫西地方人口稠密，而

各种条件又并不适宜这么多人口居住，因此莫西人劳动力是一项可以立即投入使

                                                        
① 张林初等编著，《列国志·科特迪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25 页。 
② （法）皮埃尔·古鲁著，蔡宗夏、刘伉译，《非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 164 页。 
③ （上沃尔特）阿尔贝·萨尔福·巴利马（Albert Salfo Balima）著，尚杰译，《上沃尔特的起源》，上海译

文出版社，1980 年，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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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资本①。1927 年，法属西非的大总督明确指出：“沃尔特的劳动力对塞内加

尔、（法属）苏丹以及科特迪瓦的各种企业而言不可或缺。我不同意上沃尔特不

应成为其它殖民地的劳动力储备地的观点。这里有超过 300 万的居民，相当于

整个法属西非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因此将这些人号召起来为整个共同体的共同利

益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②” 虽然法国殖民当局和科特迪瓦的殖民业主早就在利

用上沃尔特的劳动力，但并不充分。除了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力流往黄金海岸外，

作为一个有一套独立行政系统的殖民地，上沃尔特向科特迪瓦供给劳动力的渠道

也并不畅通。比如，一些上沃尔特的殖民官员会对科特迪瓦在上沃尔特征发劳动

力设置障碍，以从中获利③。 
管理成本和劳动力利用上的不便使法国殖民当局开始考虑对上沃尔特殖民

地进行调整。与此同时，科特迪瓦的殖民业主们也开展工作，积极推动对上沃尔

特采取措施。1932 年，法国殖民部颁布法令，取消上沃尔特殖民地，将十五万

平方公里土地、约二百四十万人口划给科特迪瓦，六万平方公里土地、约八十万

人口划给法属苏丹（今马里）八万平方公里土地、约三十万人划给尼日尔。肢解

上沃尔特的计划遭到莫西人传统酋长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法国和

科特迪瓦的公私企业能从上沃尔特获得劳动力而不付任何代价④。由于莫西人传

统势力不断斗争，1938 年，法国将划入科特迪瓦的部分组建为上科特迪瓦，并

派驻一名高级行政官员驻瓦加杜古，赋予其一定程度的独立性。1946 年，来自

法国和法属黑非洲的八百多名代表在巴马科集会，成立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非洲

民主联盟，博瓦尼当选为主席，而科特迪瓦则似乎卷入了一些共产主义性质的活

动。法国一些人士认为，建立一个缓冲科特迪瓦影响的实体非常有必要。1947
年 9 月，上沃尔特殖民地恢复。 

在并入科特迪瓦的这段时期，每年由官方登记前往科特迪瓦咖啡和可可种植

园的莫西人约五万，而其他自行前往从事各种工作的莫西人则难以统计。为了获

得法国殖民统治者的好感、争取重建上沃尔特，上沃尔特的传统酋长还主动加强

劳动力供给。在一封 1941 年科特迪瓦总督的信中莫西人的大酋长表示，“去科

特迪瓦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们将继续保证向政府各企业和开发殖民地的各企业提

供必需的劳动力，凡力所能及，我们在所不惜。我们将利用这一方法争取在这方

面更好地为法国的伟大事业，同样也是为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工作。⑤”而在另一

封致法属西非大总督的信中，莫西人的大酋长则表示会努力把习惯于到黄金海岸

去找工作的莫西人引向科特迪瓦⑥。大部分莫西人定期往返于在科特迪瓦的工作

地和原上沃尔特的家乡，但每年约有数千人留下，定居在科特迪瓦⑦。再加上 1932

                                                        
① Dennis D. Cordell and Joel W. Gregory, Labour Reservoirs and Population: French Colonial Strategies in 
Koudougou, Upper Volta, 1914 to 1939,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23, No. 2 (1982), pp. 205-206. 
② Dennis D. Cordell and Joel W. Gregory, Labour Reservoirs and Population: French Colonial Strategies in 
Koudougou, Upper Volta, 1914 to 1939,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23, No. 2 (1982), p. 206. 
③ Raymond R. Gervais and Issiaka Mandé, From Crisis to National Identity: Migration in Mutation, Burkina Faso, 
1930-1960,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33, No. 1 (2000), p.62. 
④ （上沃尔特）阿尔贝·萨尔福·巴利马（Albert Salfo Balima）著，尚杰译，《上沃尔特的起源》，上海译

文出版社，1980 年 5 月，第 81 页。 
⑤ （上沃尔特）阿尔贝·萨尔福·巴利马（Albert Salfo Balima）著，尚杰译，《上沃尔特的起源》，上海译

文出版社，1980 年 5 月，第 174 页。 
⑥ （上沃尔特）阿尔贝·萨尔福·巴利马（Albert Salfo Balima）著，尚杰译，《上沃尔特的起源》，上海译

文出版社，1980 年 5 月，第 175 页。 
⑦ Elliott P. Skinner, Labour Migr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ocio-Cultural Change in Mossi Society,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Vol. 30, No. 4 (Oct., 1960), pp.37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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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和 1947 年后的人口流动，在科特迪瓦居留和定居的上沃尔特人的数量无疑

相当可观。 
20 世纪 50 年代，科特迪瓦进入“可可繁荣期”（cocoa boom）。可可种植

的扩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当大，以至于发生竞争。为了获得劳动力，一些种植园

主甚至通过授予土地或允许使用种植园土地的方式从外界吸引劳动力①。这造成

了一批在科特迪瓦拥有土地利益的外来人员。而且，一些外来人员通过在科特迪

瓦打工积累了一定资本后不再从事雇佣劳动，而是经营自己的产业。这引起一些

科特迪瓦人的不满。在他们看来，莫西人从贫瘠的上沃尔特来，不是为了给他们

打工，而是为了抢他们的土地和饭碗②。但是，由于对外来劳动力的刚性需求，

科特迪瓦并未出现有组织有规模的排斥浪潮。 
 

 

三、科特迪瓦经济形势的演变与国际移民问题的凸显 

 
作为法属西非的经济大国，科特迪瓦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当经济

形势较好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会比较大，当本国的劳动力供给无法满足需求时，

科特迪瓦可以并且愿意接受相对较多的外来人员进入。但是，当经济形势不佳，

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缓慢甚至降低时，过多的外来人员进入就会对科特迪瓦本国

人就业构成冲击，甚至原本就已经居留在科特迪瓦或已经取得科特迪瓦国籍的外

来人员也会面临被推出的威胁。一些利益集团或政治家会拿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

做文章，用以争取支持者和打击异己。实际上，给对手贴上“外国人”标签已成

为一些非洲国家党派竞争的一种手段，由于殖民瓜分和统治的原因，很多人都可

以追溯出一些“外国”的关系③。 
在科特迪瓦，一旦出现“排外”，首当其冲的便是布基纳法索人以及与布基

纳法索有历史和现实密切联系的人。 
由于长期、大量侨居在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人非常重视团结互助，常常集

群聚居，并建立自己的传统生活秩序。“这种紧密的结合同时有一种工会的性质，

是对付企业主和雇主联合会的代表。它保证同族人的起码生计，也保证他们在外

国，在往往是不合群的世界里能够立足于社会和习俗之中。④”为了扩大自己的

群体，已在科特迪瓦的布基纳法索人会努力为想来科特迪瓦的布基纳法索人和初

到科特迪瓦的布基纳法索人提供指导和帮助。实际上，这种特点在莫西王国和上

沃尔特时代就已形成。为了规范两国间的人员流动，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多次

签订相关双边协议，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跨界流动的人员不愿接受规范，并总

是有办法利用已成熟的人员关系网络逃避官方的控制，而布基纳法索政府也没有

足够的能力贯彻协议。 
                                                        
① Dwayne Woods, The Tragedy of the Cocoa Pod: Rent-Seeking, Land and Ethnic Conflict in Ivory Coast,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41, No. 4 (Dec., 2003), pp. 646. 
② Dwayne Woods, The Tragedy of the Cocoa Pod: Rent-Seeking, Land and Ethnic Conflict in Ivory Coast,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41, No. 4 (Dec., 2003), pp. 650. 
③ Beth Elise, Citizens and Foreigners: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Exclusion in Afric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ume 48, Number 1, April 2005, p.116. 
④ （德）威廉·菲舍尔著，《上沃尔特》翻译小组译，《上沃尔特》，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 3 月，第 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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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瓦尼统治时期，科特迪瓦的族群冲突并不严重，排外现象也比较少。博瓦

尼倡导“和解、仁爱、宽容、忍让”，一直坚持以对话和谈判的和平方式解决国

内外争端，被国际社会称作“和平领袖”，受到广泛尊敬。在国内族群关系问题

上，博瓦尼一直小心平衡各族群利益。无论是少数族群和外国侨民，博瓦尼都力

求一视同仁。在博瓦尼统治的前大半段时期（1960—1980 年），科特迪瓦的经

济形势也比较好，可可、咖啡的生产得到重视并发展，吸引了大量投资，因此对

劳动力的需求也比较旺盛，外来人员的进入实际上是得到鼓励的。虽然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科特迪瓦的经济形势开始恶化，民间对外来人员的态度开始发

生转变，但博瓦尼领导下的政府仍保持平和。1990 年，博瓦尼还重用瓦塔拉，

制定并推行“稳定和振兴经济计划”。 
博瓦尼统治的整个时期，包括布基纳法索人在内的外国侨民拥有与科特迪瓦

国籍人差不多的权利，他们可以投票，可以购买土地，也可以获得政府职位。当

然，布基纳法索人的大量存在并不断在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两国之间流动终究

会引起一部分科特迪瓦人的不满。一些科特迪瓦的下层公务员喜欢刁难和勒索布

基纳法索人，尤其是边境和移民部门工作人员①。“本国人”和“外国佬”之间的

冲突始终是存在的。 
博瓦尼 1993 年逝世后，当时的国民会议议长亨利·贝迪埃（Henri Konan 

Bédié）和瓦塔拉成为科特迪瓦最高权力的主要角逐者。此时，科特迪瓦经济形

势不佳，社会问题突出，公共服务和就业机会的不足促使各族群展开争夺，各种

矛盾的积累使得族群和谐难以维系，“本国人”对“外国佬”尤其是布基纳法索

人的敌视日益加剧②。为了打击瓦塔拉及其支持者，贝迪埃拿起了“排外”这一

武器。贝迪埃首先提出了所谓的“科特迪瓦化”政策，将大量居住在北方的拥有

科特迪瓦国籍但与外国有密切联系的人以及外来移民视为非科特迪瓦人，限制他

们的权利。紧接着，贝迪埃又推动国民议会通过一项法规，要求总统候选人和立

法委员候选人的父母必须都是科特迪瓦人，直接剥夺了瓦塔拉的竞选资格。2000
年选举之前，贝迪埃变本加厉，对政府各级管理人员中有外国尤其是布基纳法索

背景的人进行清洗，在北方实施恐吓，并将在科特迪瓦西南方工作生活的布基纳

法索人强行逐出③。 
1999 年 12 月底，科特迪瓦前总参谋长罗贝尔·盖伊（Robert Gueï）发动军

事政变推翻了贝迪埃政府。2000 年的选举竞争主要在盖伊和巴博之间展开，瓦

塔拉仍然被以国籍问题为由排除在外。巴博当选总统后，也实行排外，继续打压

瓦塔拉，并试图清洗军队中的反对者，结果招致了 2002 年的军事政变。巴博指

责这次布基纳法索政府卷入了这场政变。此时，所谓的“科特迪瓦人”和“外国

佬”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的关系也一度紧张。2006 年，

逾 36 万莫西人或上沃尔特人后裔以及布基纳法索人被迫从科特迪瓦回到布基纳

                                                        
① Timothy Mark Mechlinski, Burkinabè Experiences of Migration to and from Côte d'Ivoire, The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and the Pacific Annual Conference 26-28 November 2004. 
② Cyril K. Daddieh, Elections and Ethnic Violence in Côte d'Ivoire: The Unfinished Business of Succession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African Issues, Vol. 29, No. 1/2, 2001. 
③ Jeanne Maddox Toungara, Ethnicity and Political Crisis in Côte d'Ivoir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2, 
Number 3, Jul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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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索①。 
但是，这些排外措施反倒激起了北方族群和布基纳法索侨民的反抗，他们为

了维护自身利益，开始紧紧团结在瓦塔拉周围。而布基纳法索政府出于维护本国

公民利益等考虑，也与科特迪瓦政府展开了交涉和斗争，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四、结语：“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及其影响 

 
在非洲，跨界民族和国际移民两种现象并非各自孤立，而是互相交织着产生

复杂影响，从而形成一种“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 
2010 年底选举酿成的危机持续发酵，内战再次在科特迪瓦爆发。在瓦塔拉

的支持者中，除了“莫西—上沃尔特—布基纳法索人”外， 还有来自马里、尼

日尔等国的人群，科特迪瓦政府的排外政策也使他们受到冲击。而在支持瓦塔拉

的西非国家中，既有在科特迪瓦存在侨民利益的像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这

样的国家，也有像加纳、利比里亚这样担心科特迪瓦难民大规模涌入的国家。显

然，科特迪瓦的冲突并不仅仅是科特迪瓦的国内问题，而是具有区域性质。西非

地区的“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在科特迪瓦历史和现实冲突中得到了充分

的体现。瓦塔拉的国籍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斗争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历史

形成、至今仍有重要影响的复杂的族际和国际关系。在西非，除科特迪瓦外，历

史上同样担当过殖民中心地的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加纳等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跨

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的影响。 
除西非外，南部非洲也是一个人口流动问题比较复杂的地区，这一地区的“跨

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的表现也比较突出。历史上由于南非、南罗德西亚（今

津巴布韦）、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的矿业发展，区域内的人口都涌向三国尤

其是南非的矿山，这种矿业劳工移民如今依然广泛存在，并对相关国家发生影响。

虽然尚未引发像科特迪瓦这样的严重问题，但南非黑人对外来劳动的排斥以及时

有发生的暴力排外运动一直困扰着南部非洲相关国家，赞比亚现任总统鲁皮

亚·班达（Rupiah Banda）也曾因为出生地是南罗德西亚而遭到政治对手攻击。 
殖民时代前即已长期存在的人口流动、欧洲殖民国家的任意分割取予、殖民

统治时期政治上的分而治之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劳动力流转，这一切使得非洲的跨

界民族问题异常复杂，也使得相关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国际移民问题异常复杂。两

种复杂问题交织形成一张难以理清的大网。对于这张“大网”，既不能快刀斩乱，

也难以一一解结，恐怕仍需要相当长时间甚至沉重代价才能探索出解决之道。 
 

 

 
                                                        
① Brad Kress，Burkina Faso: Testing the Tradition of Circular Migration, Migration Information Source, 
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USFocus/display.cfm?ID=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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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历史》2011 年第 1 期论文摘要 

 
 
1. THE FIRST GREAT WAVES: AFRICAN PROVENANCE ZONES FOR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TO CARTAGENA DE INDIAS, 
1570–1640 
DAVID WHEAT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Drawing on port entry records for 487 ships disembarking nearly 80,000 captives in 
Cartagena de Indias, the primary slaving port in early colonial Spanish America,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new assessment of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major African 
provenance zones for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Upper Guinea and Angola furnished roughly equal shares of forced migrants to 
Cartagena between 1570 and 1640, with a smaller wave of captives from Lower 
Guinea. While Angola eventually replaced Upper Guinea as the main source of slave 
traffic to Cartagena, the shift was more gradual than scholars have previously 
believed. 

 
2. ON BECOMING A CHIEF IN THE KAOKOVELD, COLONIAL NAMIBIA, 
1916–25 
JAN-BART GEWALD(Leiden University) 

In 1916 a warlord named Oorlog – ‘war’, in Afrikaans – moved into the Kaokoveld 
in the far north-west of what is now Namibia, and drove off the original inhabitants. 
Shortly after, Oorlog was formally recognized as a chief by the newly established 
South African administration and elevated to the highest position of power in the 
Kaokoveld. This article, through investigating how Oorlog came to be elevated to this 
position of power, explores issues of colonial governance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By focusing on the micropolitics of the Kaokoveld, it emphasizes how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 not bureaucratic structures – were of crucial importance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intenance of early colonial rule in Africa. 

 
3. ‘WE DO IT SO THAT WE WILL BE MEN’: MASCULINITY POLITICS IN 
COLONIAL NAMIBIA, 1915–49 
MOLLY MCCULLERS (Emory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struggles for masculinity among Herero elders, South African 
colonial administrators, and the Otruppa, a Herero youth society that appropriated a 
German military aesthetic, in Namibia between 1915 and 1949. As previous scholars 
have argued, masculinities are mutually constituted through competitions for authority, 
though dominance is rarely achieved. Such contestations were integral to processes of 
Herero societal reconstruction following German rule and during South African 
colonial state formation, beginning in 1915. Different generational experiences of 
colonial violence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aterial resources that undergirded elders' 
authority led to conflicts between elders and youths over how to define Herero 
masculinity and negotiate authority in a rapidly changing colonial mili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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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APITALISM, CHAOS, AND CHRISTIAN HEALING: FAITH 
TABERNACLE CONGREGATION IN SOUTHERN COLONIAL GHANA, 
1918–26 
ADAM MOHR(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n 1918, Faith Tabernacle Congreg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southern colonial Ghana. 
This Philadelphia-based church flourished in the context of colonialism, cocoa, and 
witchcraft, spreading rapidly after the 1918–19 influenza pandemic. In this context, 
several healing cults also proliferated, but Faith Tabernacle was particularly 
successful because the church offered its members spiritual, social, and legal 
advantages. The church's leadership was typically comprised of young Christian 
capitalist men, whose literacy and letter writing enabl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merican church without any missionaries present. By 1926, when Faith Tabernacle 
began its decline, at least 177 branches had formed in southern Ghana, extending into 
Togo and Côte d'Ivoire, with over 4,400 members. 
 
5. THE ADJUDICATION OF HOMICIDE IN COLONIAL GHANA: THE 
IMPACT OF THE KNOWLES MURDER CASE 
ROGER GOCKING(Mercy College) 

In keeping with the law in place in the Colony of Ashanti in 1928, Dr Benjamin 
Knowles was tried and convicted for the murder of his wife without the benefit of a 
jury trial or the assistance of legal counsel. His trial and sentencing to death created 
outrage in both colonial Ghana and the metropole, and placed a spotlight on the 
adjudication of capital crimes in the colony. Inevitably, there were calls for reform of 
a system that could condemn an English government official to death without the 
benefit of the right to trial by a jury of his peers and counsel of his choice. Shortly 
after the Knowles trial,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did open up Ashanti to lawyers, and 
introduced other chang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criminal justice, but continued to 
refuse the introduction of jury trial. Nevertheless, the lasting impact of the Knowles 
trial was to make criminal adjudication in Ashanti, if anything, more lenient than the 
other area of colonial Ghana, the Gold Coast Colony. 
 
6. A FALSE START: BETWEEN WAR AND PEACE IN THE SOUTHERN 
SUDAN, 1956–62 
ØYSTEIN H. ROLANDSEN(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Historians usually trace the start of the first civil war in the Southern Sudan to the 
Torit mutiny of 1955. However, organized political violence did not reach the level of 
civil war until 1963.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1955–62 was a period of increasing 
political tension, local low-intensity violence,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stagnation. It 
shows how these conditions influenced the attitude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informed 
the policies that they pursued, and made a Southern insurgency likely. This historical 
analysis helps explain why a full-scale civil war began in late 1963 and why it was not 
avo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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