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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难民问题与

发展中国家安全威胁
——以黎巴嫩难民问题为例

吴雪瑶

摘 要 2011 年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形成了冷战以来第二次最为迅猛的难民潮，大量难民涌入到周边发展中国家，给接收

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本文以黎巴嫩难民问题为例，以身份认同为研究视角，认为在解决难民问题上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

发展状况限制，不仅难以全面保障难民的安全和利益，还深受难民群体身份认同缺失带来的国家安全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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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0 年“阿拉伯之春”为开端，中东与北非地区进入到持

续动荡状态，而 2011 年叙利亚内战的爆发以及后期的局势升级

使得难民队伍不断壮大，形成强大的难民潮并涌入到周边国家和

经济富庶的欧洲国家以寻求庇护。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 全球

85%的流离失所者由发展中国家接收，世界上排名前五的难民接

收国均为发展中国家 。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

雄厚的资金支持和完善的管理机制，在难民持续涌入的背景下，

国家内部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多个领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与

冲击，加大了国家发展的脆弱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地区内

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对维护地区秩序构成了挑战，从而引发国

际社会关于“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的探讨。

随着难民危机的持续发酵，学术界以不同的研究视角为切入

点从欧洲难民危机的历程、特点、应对措施以及困境等多个角度

展开研究，形成大量的研究文献。这些探究和剖析有助于更好地

理解和把握难民危机的历程以及应对现状，但其研究的主体大多

集中于对西欧发达国家和国际难民机制的应对策略研究，对主要

的难民接收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度较低，因而最终形

成的政策建议无法真正解决难民问题。部分学者也注意到这一

点，并将研究的焦点着眼于发展中国家。崔守军和刘燕君重点探

讨了土耳其的各阶段难民政策，并提出了境内叙利亚难民问题在

加剧国内政治与安全形势的同时，还增大了土耳其与欧盟博弈的

筹码，提升土耳其国际影响力的观点。汪树民从国内矛盾出发，

分析了黎巴嫩国内公民与巴勒斯坦难民之间的冲突，并认为这种

冲突存在着持续恶化的倾向，因而对于难民问题解决的前景并不

抱有乐观态度。在地区发展层面，陈天社以巴以冲突为切入点，

研究了阿拉伯国家中巴勒斯坦难民的处境，进而强调了巴勒斯坦

难民问题的存在与延续对于这一地区国家构建与发展的重要影

响。既有对于发展中国家难民问题的研究对难民问题与国家发

展、地区秩序的冲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

了一些思路，但同时也存在着分析往往仅停留在问题表面，关于

难民潮转变为“危机”的动因缺乏较为深入的探讨，从而难以提出

具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因此，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了难民问题

代表的“人的安全”与国家稳定所需的“国家安全”之间的冲突，并

以身份认同为研究视角，探索发展中国家国内不稳定状态和地区

内国家间紧张局势背后的影响因素，以此丰富发展中国家难民问

题的理论争辩。

一、“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

显，人的安全观念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与认

同，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其中《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和《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展现了国际社会对于难民问题的关

注和重视。难民被定义为一类基于正当理由而滞留于本国领土

之外没有能力返回本国或者主观意愿上拒绝受到该国保护的人

群，这类人群往往由于自身种族、宗教、国籍、政治观念或归属于

特定社会群体的原因而遭到威胁或迫害。因此，难民问题涉及到

“人的安全”这一概念。“人的安全”的界定最早出现在《人类发展

报告》中，该报告将人的安全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免受诸如

饥饿、疾病和压迫等长期性威胁的安全”和“在家庭、工作或社区

等日常生活中对突如其来的、伤害性的骚扰的保护”。同时，这两

方面被简化为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两种安全概念。2015 年，在

新一轮的难民潮爆发的过程中，三岁叙利亚男童艾兰·库尔迪遇

难的照片引起了西方主流媒体的争相报道，再度引起了国际社会

对于难民的“人的安全”的关注与探讨，重建了难民身份从“入侵

者”到“受害者”的转变，进而了推动政府部门、国际机构以及非政

府组织制定政策、开展行动，以维护难民作为人的基本的安全保

障。

同时，随着难民人数的增多，由此引发的暴力袭击事件不断

增加，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统计，仅 2014 年一年，黎巴嫩遭受恐

怖袭击高达 204 次，2015 年欧洲遭受恐怖袭击高达 343 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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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者托马斯·尼尔( Thomas Nail)在分析巴黎恐怖袭击的过程

中指出大量的难民迁徙对欧洲本土安全的维护构成了巨大的挑

战。这不仅适用于解释西欧发达国家，对于接收难民的发展中国

家而言，难民的加入大大增加了因宗教、社会矛盾导致的暴力袭

击事件的风险。由此可见，难民危机在带来对“人的安全”的关注

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冲击和威胁了难民接收国的国家安全。

而构建于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国家安全”概念关系到国家利益

的维护和国家共同体存在的维系。国内社会动荡、经济秩序失

调，国家间摩擦与冲突都会损害国家利益，进而威胁国家安全。

随着难民问题带来的对于难民的“人的安全”的保障，在一定程度

上会消耗和占用国内民众的资源，加大政府管理的难度，从而加

大了国内的不稳定因素。除此之外，在部分地区，宗教也成为难

民内部、难民与当地居民之间产生冲突的重要因素。黎巴嫩就是

典型案例，作为一个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并存且宗派林立的国家，

针对难民接收问题，黎巴嫩国内不同宗教派别展现出各异的态度

和反应，在增加难民问题解决难度的同时，也加大了与难民群体

间的摩擦。

因而，“人的安全”一方面作为“国家安全”组成部分，推动国

家的构建与维系，另一方面，难民问题中凸显出来的“人的安全”

对“国家安全”的冲击现象，使得解决难民问题的必要性和难度随

之增加。

二、身份认同：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分析框架

身份是“自我”区别于“他人”的认知，通过对“自我”独有属性

进行判断和区分，行为体会形成一定的群体性归属认知。亚历山

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将身份定义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

性，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并且由“内在结构和外在结构建

构而成的”。身份是多层次的，具有归属性、文化性（民族属性，语

言、国籍）、疆域性、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等多重属性，其中文化

性包括民族属性、语言以及国籍等多个因素，个人的身份属性随

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转变。身份的构建是在与外部

世界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包括主观层面的自我认同和客观层面

社会性建构过程。其中客观层面的外部性社会建构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主体自我身份构建的形成，而对身份有影响的外部因素

来自个人或群众所处的直接环境和较广泛的社会，或政治当局。

在不同的情境之中个人或群体对于不同身份的重要性排序不同，

有时共性成为关注的焦点，有时差异性又是关键衡量指标。总

之，本体性的安全需求在身份的构建发挥重要作用，只有当身份

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时，行为体才会形成更有真实性和确定性的身

份感知。基于不同的身份认同，行为体的言行也会有所不同。

身份认同是在获得他者认可的前提上产生的，在处理难民问

题中，“认同”在个人安全中的参与使得安全不再是单纯的客观事

实，也不是个别主体的主观感受，而是“主体间”复杂互动的“社会

安全性”与“体制合理性”重新确认的问题。对于特定群体的认同

在塑造群体身份的同时，使群体内的行为主体形成共有认知，进

而将这种认知蔓延为社会的普遍认同，此后安全问题开始进入到

社会构建阶段。就难民对于接收国的认同来说，难民的选择性和

生存状况影响其身份认同。就选择性而言，是否主动选择迁徙到

其他国家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身份的认同状况。塞缪尔·亨廷

顿以此为标准分析移民的对于迁移国的认同程度，而对于难民而

言，使他们迁移的因素往往是战争、环境恶化等外在因素，其迁移

的动力往往是被动而非主动的，因而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对于接

收国的认同。因而，本文将生存状况作为影响难民群体在接收国

形成良好的身份认同的动态性因素，而生存状况可以从难民的群

体分散性和生活状态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一般而言，难民群体的

分散性越强，越有利于被接收国同化，从而提升认同感；与之类

似，在接收国中难民群体的生活状态越好，与本国居民对比产生

的相对剥夺感较低，对于接收国的认同感也会越强（如图 1）。

图 1：影响身份认同的动态性因素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有些学者针对他们认为的移民威

胁，提出了“社会安全”理念。以奥勒·韦典为代表的“哥本哈根

学派”将“社会安全”看作“社会在经历变化、遭受可能的或实际的

威胁的条件下坚持其固有特性的能力”，其中包括“保持传统的语

言、文化、社交、宗教信仰、民族特性和习俗的能力”。这强调了移

民带来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对于难民而言，当其处于“个人安

全”难以保障的状态时，难民群体的认同感难以构建，从而使其难

以达成身份同化的目标，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安全”产生冲

击，从而影响国家安全。

三、黎巴嫩难民问题与国家安全的冲突

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大量巴勒斯坦人越过边界来到

黎巴嫩边界成为难民，截至 2017 年，在黎巴嫩生活着大约 50 万

巴勒斯坦难民，2011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近 110 万叙利亚人作

为难民居住在黎巴嫩。大量难民涌入境内，给黎巴嫩的经济、社

会、安全等带来沉重负担。面对涌入的难民，黎巴嫩政府将难民

集中安置在难民营中，其中大多数难民营的内部安全事务由难民

内部进行管理与协调，但难民群体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派系，各派

系间为扩展势力，暴力冲突事件时有发生，成为黎巴嫩境内社会

的不稳定因素，严重危害着国家安全。

从分散性来看，针对涌入国内的难民潮，黎巴嫩政府采取难

民集中安置的政策，设置有 12 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多个叙利亚难

民营。截至 2017 年，黎巴嫩境内超过二分之一的巴勒斯坦难民

被集中安置在政府设置的 12 个难民营中，而难民营的周围又遍

布着尚未被安置的众多难民。2017年，联合国难民署发布了《2017

年流离失所问题全球趋势》的报告，报告显示，黎巴嫩目前是全世

界接受难民比例最高的国家。从黎巴嫩当局政府维持政权稳定

性来看，难民营的集中分布对于维护本国政权稳定，避免被牵入

战火具有重要意义，但从身份认同的形成来看，黎巴嫩境内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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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活较为集中，与黎巴嫩本国居民与社会进行互动的频率较

少，因而很难形成相应的身份认同，且众多的难民人数与集中分

布的难民处使得黎巴嫩境内形成了“国中之国”的状态。

从生活状态来看，大量涌入的难民加重了政府的负担，黎巴

嫩政府多次表示不堪重负，寻求国际社会援助。因而，在对难民

营的管理上黎巴嫩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成效甚微。从难民营的居

住状况来看，随着境内难民的增多，政府并未相对应的扩展难民

的生存空间，其中巴勒斯坦的难民营由高峰时期的 16 个缩减到

目前的 12 个。除去居住空间扩展较少之外，难民营内的基础设

施并不完善，大量难民营内存在着缺水缺电的状况，难民的基本

生活难以得到保障。就政治地位而言，由于大量难民在前往黎巴

嫩之前并不隶属于任何主权国家，因而黎巴嫩境内的难民没有任

何政治权利。由于政治权利的缺乏，难民拥有不动产的权利也被

剥夺。除此之外，在保证生活收入的工作中，黎巴嫩政府也对难

民有诸多限制，虽然在后期有一定程度的放宽难民就业的标准和

门槛，但仍有 20 多个行业将难民排除在外。众多行业的限制和

庞大的难民人口使得生活在黎巴嫩境内的难民收入来源匮乏，其

中 60%左右的巴勒斯坦难民消费水平低于联合国划定的贫困线。

在教育方面，黎巴嫩出台了不允许难民进入到公立学校的相关法

律，难民的教育选择只有 UNRWA 举办的学校和学费高昂的私

立学校，有限的教育资源难以满足境内庞大难民群体的教育需

求。在医疗服务层面，难民不像本国公民一样享受免费医疗的待

遇，唯一为难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组织是 TJNRWA。不同忽视

的是，TJNRWA作为援助型的组织并不具有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

与设备，因而很难满足难民的医疗需求。因而，就生活状态来看，

黎巴嫩难民处于较为糟糕的生活状态之中，缺乏个人安全中免于

匮乏的安全保障，个人安全的匮乏使得境内难民难以形成良好的

身份认同观念。

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黎巴嫩难民对这一国家的认

同感，在身份上没有形成完整的黎巴嫩公民身份。因而争取个人

利益，黎巴嫩境内的难民群体采取了一些行动，主要表现为巴勒

斯坦难民与黎巴嫩国内穆斯林的结盟，这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既

存的政权分配。典型案例为 1975 年黎巴嫩“全国运动”与巴勒斯

坦游击队立即组成联军进行反击，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内战。同

时，巴勒斯坦难民身份还影响到了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关系。20 世

纪 60 年代开始，在黎巴嫩境内的难民营中出现了巴勒斯坦解放

组织，这一组织通过武装力量对抗与攻击以色列。在此背景下，

以色列将难民营列入到打击范围之中。为清除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的威胁，以色列甚至在 1982 年出动了 10 万地面部队进入到黎

巴嫩境内开展剿杀行动。由难民引发的外部国家的军事性介入，

极大地损害了黎巴嫩的利益，也导致以黎两国关系长期僵化。

四、结论

难民问题带来的对国家安全的冲击推动着黎巴嫩政府对难

民采取强硬措施，使得难民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这在一定程

度上形成了个人安全缺失冲击国家安全的恶性循环链。由此可

见，为解决难民问题，避免难民问题带来的国家安全的威胁，应从

身份认同的角度出发，使难民群体形成正确的身份认同，从而推

动难民问题的顺利解决。

从群体分散性来看，大量的难民居住在临近的发展中国家，

庞大的人口使得难民群体难以分散安置，从而使得难民接收国承

担较大的压力。同时，随着难民人口的不断增多，庞大的难民群

体对接收国政权稳定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严重威胁了国家安全

与稳定。因而，国际机制应发挥一定的桥梁与沟通作用，推动国

际社会对难民问题的关注，在难民问题上加强合作，共同应对难

民危机的解决。

从生活状况来看，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发展状况的限制，面

对大量的难民群体，在资金和资源方面的匮乏使得这些国家在难

民问题的解决上的短板暴露无遗。因此，面对难民保护的需求与

供给之间的鸿沟，应将这一问题置于全球治理框架之中，一方面

推动国际难民法的完善，保障难民拥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另一方

面形成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机制，充分发挥国际社会应的积极作

用，投入相应的资金、技术、资源以及人员方面的援助，改善难民

的生活状态，保障其作为难民的权益。

同时，中国作为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之一，应承担一

定的国际责任。一方面，难民问题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

相关，因而需要加大在难民问题上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另

一方面，也应清晰的认识到难民问题所暗含的隐患，审慎行事，循

序渐进的加大投入，在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保持平衡。

注释：

排名前五的难民接收国为土耳其、乌干达、巴基斯坦、黎巴嫩以及伊朗。

1994 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in the Near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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