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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放开还是更封闭

欧洲堡垒不是出路

移民潮会冲垮欧洲壁垒吗？

2010 年阿拉伯之春后， 战乱频

挨饿。”但警察没有耐心听，只是说：

细计划，提出按照国民生产毛额、人

仍。“
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横行猖獗，颠
沛流离的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厄

“
很明显，这就是移民。 ”
《卫报》发表《有关欧洲移民危

口、 失业率以及目前已有的庇护申

文／特约撰稿 俞飞

立特里亚难民迅速融汇成源源不断、
日益汹涌的难民潮，目的地正是欧洲。

机的十个真相》：今年跑到欧洲的非
法移民中，62%的来自三个国家：叙

疑欧情结严重的英国坚决抗议配额
制度，不仅拒绝地中海难民，同时强

无怪乎，2011 年欧洲拘捕的非

利亚、厄立特里亚和阿富汗。这些人

化英法海底隧道管控， 以防难民经

法移民人数激增。据联合国难民署统
计，今年前 ８ 个月 30 多万难民和非

属于“
活不下去”的难民。
移民也好， 难民也罢， 接纳他

由隧道进入英国。 东欧各国经济情
况不佳，拒绝承担难民安置。

法移民横渡地中海进入欧洲，超过去
年总和， 途中意外死亡人数超过

们，真能如右翼人士所言，吃垮欧洲
国家福利？“
不错，今年已经来了 20

“若欧洲国家在协助难民一事
上没有一致且相等的意愿，欧洲的开

2500 人。 德国官方预测，今年将面临

万，但这 20 万人，只占欧洲总人口

放边界政策可能岌岌可危。 ”德国总

80 万难民的冲击，是去年的四倍。
“
这些来自中东北非的难民，海

（7.4 亿）的 0.027%。 0.027%的人口
就能拖垮欧洲国家的福利体系，这

理默克尔登高一呼，表明必须调整都
柏林原则，愿意承担接收更多难民的

陆两路进发，或颠簸在地中海上，或
扶老携幼长途跋涉。 有的成群结队
挤火车，有的奋力穿越铁丝网，穿越

不太可能。 ”《卫报》用数字说话。
“
这就叫欧洲难民危机了？不，这
是欧洲缺乏政治意愿的体现。 ”澳大

责任，呼吁他国跟进。 德国政府增列
33 亿欧元预算，协助难民融入。 《纽
约时报》分析，先是希腊债务危机，现

一个又一个边境线。”《经济学人》惊
呼，这是欧洲
“二战以来面临的最为

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指出：“是有二
三十万难民涌入欧洲， 但要知道，土

在是移民和难民危机，作为欧洲第一
大经济体的领袖， 尽管诸多无奈，默

复杂、规模最大”的难民潮。 CNN
评论：
“
美国总统候选人常常为了墨

耳其和黎巴嫩还有 350 万难民呢！ ”
德国《明镜》周刊发表文章《德国公司

克尔还是挺身而出，面对危机。
全国人口只有 30 万的冰岛政

西哥边境的偷渡问题喧嚣不已，但
真正偷渡的问题是在欧洲呢！ ”

把难民当作机会》：“难民的到来，可
以解决劳动力匮乏的问题，促进公司

府表示，今年只能收容 50 名叙利亚
难民。作家伯格凡斯多提儿在脸书上

不速之客来了，是双手欢迎，还

成长，保证长期繁荣。 因此德国商界

鼓励同胞发言支援难民，呼吁政府收

是
“
下逐客令”？ 德国外长施泰因·迈

正敦促政府简化官僚程序，让这些人

容更多难民。一天内就吸引上万名冰

“
分
尔认为，面对这个问题，欧洲已经
裂”。左翼人士通常抱有同情态度，德

更快地融入德国劳动力市场。 ”
9 月 1 日，欧洲人权法院判决意

岛人表示愿提供住家给难民。一位单
亲母亲留言：
“
我有一个六岁的孩子，

9 月 14 日欧盟将召开特别会
议，探求移民危机解决之道。
这次会议的背景是数十万的
移民持续涌入欧洲。 从地中海上

的偷渡船， 到布达佩斯的火车站

难民遗体，9 月初匈牙利关闭布达

月台， 再到英法欧洲之星快车车
顶， 一拨拨北非中东移民前赴后
继走向旧大陆，由此引发的争端、

佩斯火车站， 马其顿警方向移民
开枪；意大利、匈牙利与希腊等国
不堪重负， 排外民粹思潮迅速发

摩擦层出不穷。

酵。 欧洲移民危机跃上各国报纸

8 月底奥地利货车惊现 71 具

德国将避难法写入宪法，因此开始接收难民。 图为德国接收难民处的寻人告示栏。

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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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倒流 君自何方来？
今天高喊“移民太多了”的欧
洲， 正是历史上向外移民最多的
地 区 。 从 17 世 纪 到 二 战 结 束 ，
6000 万欧洲人移居其他大陆。 如

众“用脚投票”。 西欧各国热烈欢
迎“政治难民”，其中又以德国最
为热情。 为了对二战纳粹暴行赎
罪，德国将“避难权是基本人权”

他们的贡献，欧洲战后傲人的“三
十年繁荣”必然大打折扣。
1973 年石油危机，欧洲经济
由盛转衰。 欧洲移民政策逆转，

果说 19 世纪，移民潮流是单一的
由欧洲向海外迁移；那么 20 世纪
特别是二战后， 潮流则是大量移
民涌入欧洲大陆。
为何移民潮发生逆转？ 原因
是二战结束， 英法德等国人口损
失严重。 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
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劳动力严重
匮乏，输入大量廉价外国劳工，进

写入基本法（宪法)，高举人道主义
大旗，奉行宽松的难民政策。
牛津大学教授斯蒂芬指出：
“二 战 后 进 入 欧 洲 的 移 民 约 有
3000 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壮
观的迁移。 ”移民倒流大幕缓缓
拉起！
欧洲各国新移民大多来自本
国前殖民地。 如英国的印度、巴基

“零移民”口号也相应问世，德国
于 1973 年、 法国于 1974 年停止
接受非熟练工人入境。“
移民抢走
我们的工作， 享受我们的福利制

行耗繁的重建工程，势在必行。 正
缘于此， 西欧各国积极推行招募
外国劳工政策。
冷战铁幕时期， 不少东欧民

斯坦移民和肯尼亚移民； 法国的
北非马格里布诸国 （主要是阿尔
及利亚）移民；意大利的摩洛哥移
民；西班牙的拉美移民等等。 没有

我促进。 移民们会为家乡的亲戚
朋友提供信息、经费，使他们能够
移民， 并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和住
房，其结果就是移民危机。 ”

度，还威胁我们的生活方式。 ”极
右势力宣扬必须驱逐移民。
社会学家韦纳指出：“如果存
在一个统一的移民法则的话，那
便是移民潮一旦开始， 她便会自

请数量，按等比例来分配难民安置。

国德累斯顿市举行欢迎难民到来的

大利囚禁遣返 3 名突尼斯难民的做

还可以照顾一个孩童， 愿意教对方

游行，巴伐利亚州司机斯文在驾驶载
满难民的公交车时，用小喇叭大声地
说：
“
欢迎来到德国，欢迎你们来到我
们国家。”但保守派则百般排斥，多国
右翼分子集会，反对接纳外国移民。

法为侵犯人权。 欧洲委员会表示，虽
然此案牵涉的是 4 年前的事件，但对
今天有重要的借鉴和警示作用。“
当
前的难民危机使欧洲许多地区面临
严峻挑战， 对保障人权构成严重威

说、读、写冰岛文，适应社会，自己愿
意为来自战区的孩童付机票钱。 ”
法国总理瓦尔斯说， 那些逃避
战争、迫害、虐待和压迫的人必须受
到欢迎，并应当受到“有尊严”的对

本次危机中，
“
移民”和
“
难民”二
词常被媒体交替使用。他们往往乘同

胁。 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是对欧洲委
员会 47 个成员国的及时提醒， 必须

待。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指出，是欧
洲难民移民政策的缺失将地中海变

一艘船来到欧洲，难以分辨，但二者
在法律层面却有极大差异。各国政府
有权驱逐没有合法证件的外国非法
移民，而后者特指因逃避战争或迫害

尊重移民和申请避难者的最基本权
利。 ”欧洲委员会秘书长亚格兰表示。
根据欧盟关于难民管理的 《都
柏林协定》，非法移民事务应由第一

成了“
坟墓”。 欧盟轮值主席国卢森
堡 宣 布 ，9 月 14 日 将 召 开 特 别 会
议，探求移民危机解决之道。
移民潮汹涌澎湃， 打造独善其

而离开祖国。根据 1951 年《难民地位

入境国负责处理。 这也使得意大利

身的欧洲堡垒绝无可能。 联合国前

国际公约》，难民有权寻求基本保护，
不被遣返回母国。这也正是许多欧洲

等地中海沿岸国家怨声载道。“这是
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问题， 我们必

秘书长安南说得好：“我期望看到，
欧洲有一天能够像为欧洲各国之间

政治家更喜欢把逃亡欧洲的每个人
称之为
“
移民”的小秘密。

须以一种人道有效的方式来处理、
应对这一问题。 而首先我们必须清

的多元化感到喜悦一样， 为自己国
家内的多元化感到喜悦。 移民需要

《新西兰先驱报》 刊登漫画：一
群挤在破船上的人向欧盟警察倾

楚，这不是意大利、希腊或者马耳他
的问题，而是整个欧盟的问题。 ”意

欧洲，但是欧洲也同样需要移民。一
个封闭的欧洲将变得更刻薄、 更贫

诉：
“
我们从
‘伊斯兰国’武装手里逃
出来，走了几千公里，把终身积蓄都

大利外长真蒂洛尼表示。
2015 年 5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

穷、更弱小、更古旧，而一个开放的
欧洲将变得更公平、 更富有、 更强

给了那些犯罪分子，一路还被抢劫、

《欧洲移民议程》， 公布移民配额详

大、更年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