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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欧洲是中国移民数量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波兰的中国移民虽然数量较少，但是变化

迅速。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作为“琥珀之路”和“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波兰独特的区位

优势以及中企投资的增加使得波兰的华人移民出现一些新的趋势。目前对于中东欧尤其是波兰的华

人研究非常缺乏，文章主要采用参与观察、个案深入访谈的定性研究方法，以在波兰首都华沙的华人

群体为例，在对传统华商群体、新生代商人和专业人士、外派人员以及中产阶级新移民等主要类别移

民的分析基础上，试图探讨波兰华人移民群体的演变趋势、跨区域流动的路径选择、移民目标从经济

需求向生活质量的转变，以及“一带一路”对华人移民动力所产生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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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波兰地处欧洲中部，与中国的官方交流与合作始于 1950 年代，但直到 1980 ～ 1990 年代才真正存

在旅居波兰的华人群体。在波兰严格的签证制度之下，这一群体数量较少，但素质较高，直到 2004 年

波兰加入欧盟之后华人移民数量才开始有实质性的扩展。但近几年中国人成为波兰增速非常快的外

裔族群，数量成倍增长，官方登记的华人数量从 2011 年的 3800 人，上升到 2017 年的 8036 人①。波兰

的华人移民类型非常多元、并几乎涵盖了欧洲华人移民的不同类型，从传统的华商群体、到中国企业

的外派员工，从通过留学之后留下工作创业的年轻一代、到试图通过投资移民为子女寻求更好出路的

富裕中产、通过婚姻的移民、甚至非法移民。
同时，由于波兰华人社区的规模较小、不同群体之间的区隔并未完全建立、扩展空间较大，波兰的

华人群体也体现出其他欧洲国家华人移民社区所不具备的流动性和活力，其变化更为集中和迅速，对

于其演变趋势的研究可以为理解整个欧洲地区的移民变迁提供参考。波兰华人移民社区的转变是受

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的，但是“一带一路”倡议对波兰而言是一个机遇。作为中东欧最大经济体，波兰

希望成为中国进入欧洲的“门户”并积极拓展与中国多方位的合作，中资企业也看中波兰的经济发展

前景，外派人员数量在不断增加。波兰位于欧洲大陆正中心，这一特殊的地理优势使之成为欧洲关键

的十字路口，连接着西欧、东欧、北欧和南欧( 霍密茨基，2015) 。“一带一路”在国家层面的推广大幅

增加了华人群体对于波兰的认知度，使得一些欧洲其他国家的中国移民开始到波兰来寻找新的合作

和机会，国内的一些潜在的移民群体也把目光投向波兰，使波兰成为新兴的华人移民目的地。在华人

移民看来，波兰社会稳定、经济增速较快、地理位置优越、物价较低，这些特点为华人移民到波兰寻找

机会提供了新的动力与期待。
欧洲地区是海外移民增长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现有研究多针对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荷兰

等国家的华人移民，中东欧则主要是俄罗斯、匈牙利等国别研究( 王异虹，2009; 李明欢，2003; 周大鸣，

2012) 。从类别上看，研究华商群体和华商商业网络的占据了研究的主流( 于涛，2016; 龙登高，2002
等) ，这与早期移民多以改善经济条件为主要目的密切相关，但是随着国内经济水平的大幅提高，以及

各国移民政策的变化，专业移民、投资移民、留学生移民逐渐增多( 赵红英，2000) ，但缺乏从总体的角

度上探讨华人移民社区转型的实地研究。针对波兰的中国移民群体研究一直非常少见，往往是在对

中东欧华人移民研究的论述中一笔带过。与英、法等国相比，波兰的华人移民数量较少、出现较晚，但

是作为一个新兴的移民目的地，波兰的华人群体代表了新的移民驱动力和新趋势。尤其是，“一带一

路”倡议对于华人移民的潜在影响还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对于波兰而言，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中

国的交流和合作在日益增加，这为华人移民进入波兰提供了新的契机。
由于对波兰华人群体的研究非常缺乏，本文属于探索型研究，主要采用了定性研究的方法。调查

时间为 2016 年 12 月～2018 年 2 月。通过对华沙的华人社区的长期参与观察，遵循“最大差异化”原
则选取了 20 人进行了面对面的多次深入访谈。并通过受访者推动抽样 ＲDS( respondent-driven sam-
pling) 对 100 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对波兰华人群体的总体情况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由于针对旅波华人

总体数据的缺乏，很难采取定量的方法来获得资料。为保护受访者，本文的所有人名均为化名。本研

究调查的范围包括所有年满 18 周岁，有中国国籍，或者父母一方有中国国籍，到波兰的目的不是旅游

而是居住在华沙的中国人，所有被调查者都有合法的身份，并未包含非法移民的群体。

① 数据源自波兰外国人管理局数据( UdSC) ，https: / /udsc．gov．pl / ; 当然也存在一定数量的非法移民以及通过其他国

家的居留身份留在波兰的华人并未统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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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和评论

2．1 欧洲中国移民的路径和特点

全球的海外华人估计在 4000～4500 万，其中 75%定居在其他亚洲国家，只有大概 5%，或者 200 多

万生活在欧洲( Tan，2013; OCAC，2017) 。对于具体的在欧洲的华人移民数字一直存在争议，一是界定

的居住时限存在差异; 二是类别划分的差异、是否包括留学移民以及非法移民的数目难以统计等等。
华人在欧洲的起点始于殖民时期和战争时期的雇佣劳力，以及二战后由前殖民地涌入的华裔。华人

是作为“欧洲工人的替代”，比如，英国和法国政府在一战时期在中国劳工军团( Chinese Labor Corps)
雇佣了 14 万中国人…俄国也雇佣了 10 万中国劳工和军人( Christiansen，2013) ，即使之后大部分人被

遣送回国，但是数千人留了下来，成为欧洲最初华裔族群的前身。这些移民大多靠家族经营，比如英

国的中国洗衣房，或者法国的皮革作坊，这些经济之后也影响了欧洲华人的经济轨迹。这种商业模式

总体上是基于同族劳力( co-ethnic labor) ，“以便吸收和解雇工人，基于低投入，高成交量，劳动密集，低

技术产业，而且可以付低工资”( Christiansen，2013) 。基于主流市场中国人机会的限制，这些工人的经

济发展策略基本都是通过辛苦工作，最终自己开店和做老板。
2．1．1 以经济目标为主要驱动力的移民路径

欧洲华人群体的大规模扩展始于 1980～1990 年代，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导

致了大量的人口流动，上亿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那些在海外有亲戚的人也开始到南欧和西欧寻找发

展机会。虽然在欧洲的这些经济活动源于上述所说的家庭式企业经营，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海外群体

移民轨迹与运作和国内的流动路径有非常大的相似性。在过去几十年间所发生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都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经济发展机会，在不同的政策和市场的偶然性之中发现商机，也需要时时在国营

和私营经济之间的灰色地带寻求突破。这种环境的转换，无论从乡村到城市，还是国内到海外，都面

临着语言的障碍( 方言、普通话还是外国的语言) 、没有城市户口( 作为半合法甚至不合法的外国人)

或社会保障，在制度的灰色地带游走甚至面临警察和政府的检查或驱逐以及来自本地人的歧视。困

难的程度也许存在差异，但是经济活动本身、解决问题的策略、灵活机动的特性以及作为社会支持和

资本来源的社会关系运作都在欧洲的华人社区中同样被复制。
比如项飚所研究的浙江村，在 1990 年代有十余万居民( 大部分是温州乐清人) ，为整个北方市场

提供中低档服装( Xiang，2013) 。“浙江村”源于非正式移民，在 1970 和 1980 年代从并没有任何执照

的路边摊开始，需要躲避警察的驱逐、甚至还有被收容遣送的风险。在政策和许可的可能性之间不断

周旋，一些家庭慢慢在北京立足，出现了非正式的市场空间。很快，他们写信回家或者亲自回家劝说

亲戚和村里的女孩一起来北京……两三年后，这些人学会了做生意的方法，也开始了自己的( 移民) 链

( Xiang，2013) 。
2．1．2 以社交网络为核心的移民文化

国内与国外的移民群体当然并不一定重合( 那些有海外亲戚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 ，但是他们形

成了一种通过资源、信息和关系的运作和交换作为动力的“移民文化”。在整个 1990 年代，浙江村也

将皮衣卖给俄罗斯和东欧的商人，许多温州人开始在边境做生意，甚至把生意做到俄罗斯或匈牙利

( Xiang，2013) 。在东欧、意大利、法国的浙江移民群体，常常反映了与北京浙江村类似的移民模式，即

在经济发展上，从工人和商店帮工开始，到经理再到老板; 在生活上，通过这些社会关系拿到身份、住
房、培训、甚至医疗帮助。

Dei Ottati 描述了在佛罗伦萨附近的普拉托的温州商人的发展。普拉托是在意大利的华人社群的

中心，人口从 1994 年的 1 万 6 千人增加到 2011 年的 21 万。温州人这种家庭经营式的移民模式与意

大利的中小型家庭经营方式非常契合。这些中国商户建立了小型分包作坊，在全球经济竞争不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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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的背景下帮助他们的意大利客户节省生产成本和生产时间( Dei Ottati，2016) 。新来的工人通过长

时间的工作来付清出国的欠款，学习经商的方式，最终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生意网络。他们大部分的经

济活动和生活需要都可以通过其他的中国人来满足，因此几乎不需要学习当地的语言或在自身的社

会网络之外建立社会关系。那些在普拉托的移民即使在意大利生活多年，也可以与在国内的生活类

似，目标仅在于挣钱和最终回家。他们可以做本地人不喜欢或太累的工作，生意网络也迅速扩张( 拉

菲尔-欧利阿尼、李卡多-斯达亚诺，2011) 。类似的例子也可以在匈牙利( Nyiri，1999) ，或法国( Li，
2013) 的华人社区找到。不过，与西欧的华人相比，匈牙利的华人更多的是自主经营，而且收入和社会

地位更高，他们一般都与国内的机构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在中国与匈牙利之间频繁流动( Nyiri，
2007) 。

当今华人在欧洲的组成已经越来越多样化，移出地更为多元( 从温州乡村到北京上海等大中城

市) ，原本由华商和华工所建立的海外华人居住地已经逐渐变成由“受过高等教育、高工资、熟练语言

与技能”所组成的“中国跨国移民的商业中心”( Ma，2003) ，群体的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

化也与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总体而言，在欧洲的海外华人群体还是反映了很

多早期移民路径的特点，尤其是针对社会与经济融合的态度和策略还是以实用性、灵活性和目的性驱

动为主。
2．2 波兰中国移民的构成及转变

2．2．1 现有中国移民的分类体系

对于中国移民的类型和分类，不同研究中有不同的分类系统，比如王赓武在“从历史透视法分析

中国移民的类型中”将中国移民分为华商、华工、华侨、华裔等 4 种主要类型( 王异虹，2009) ，李明欢则

将欧洲新移民主要分为 4 类: 一是企业家和工商业者，他们运用不同的资源与社会关系，频繁流动，从

跨国贸易中获利; 二是专业移民以及完成学业后留居当地的原留学生，这与欧洲的移民新政相关; 三

是通过“正式合同”在一定期限内进入欧洲某一国家特定企业的“短期”务工者，一般合同不会短于 1
年，但是因为超过 3 年的合同可能导致正式移民申请，因此长期合同也不过两三年( 即移民工人，但被

多头抽成、活动受限) ; 四是为数众多的草根阶层人士，包括非法移民( 李明欢，2009) 。按照范围和国

别的区别，王异虹对德国的中国移民种类分为: 一，学生 /青少年群体; 二，商人群体，由德资和中资公

司的员工构成; 三，餐饮业群体; 四，学术群体; 五，其他，包括游客，短期访问者和非正式移民( 王异虹，

2009) 。再缩小到欧洲的城市，周大鸣对柏林的中国移民种类分为: 一是留学生; 二是留学生毕业后在

柏林找到工作的，除了德国本身的留学生，也有来自美国、欧盟国家的留学生; 三是在中国企业工作

的，主要是中餐馆、中国人的超市等等; 四是与德国人通婚、或与欧盟国家的人通婚移民到柏林的( 周

大鸣，2012) 。
2．2．2 波兰中国移民的分类及特点

根据波兰外国人管理局的数据，截止到 2016 年，在波兰持有合法居留卡的外国人为 23．4 万，而

2013 年，这一数字仅为 14．6 万。在波兰，合法居留卡一般包括 4 种类型，短期居留卡、长期居留卡、欧
盟居民居留卡以及难民等其他类型的居留卡。外国人持有短期居留卡的居多，约占 41%。在波兰获

得居留卡的外国人中，乌克兰人最多，目前有 12．8 万，中国人 8063 人，其中长期居留 588 人，短期居留

6417 人，欧盟居民居留卡 994 人( 截止到 2017 年 7 月) ①。其中，目前波兰登记在册的留学生大概在

1000 人左右，波兰外国人管理局的数字为 953 人( 到 2016 年 11 月 30 日) ，波兰学联的数字是超过

① 波兰外国人管理局官方资料( 本研究涉及的主要是有合法居留的华人群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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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人①。
由于波兰始终坚持严格的签证制度，在 1980～ 1990 年这波新移民浪潮中进入波兰境内的中国商

贩并不多。而在东欧剧变之前，旅居波兰的中国人以高校留学生和技术人员为主，当时这个几百人左

右的知识分子群体占得商机，在贸易中获利，继而在其他行业快速发展。也因此，1990 年代的波兰华

侨华人社会的两个显著特点是:“一，华商文化素质较高，普遍拥有大学以上学历，大多精通波兰语、俄
语或英语，且拥有专业技能，这在当时的欧洲中国新移民大潮中极为罕见。二，波兰华商虽通过中国

商品贸易起家，但是分散进军到其他行业。到 2004 年，波兰华侨华人总数也只有 1300 人左右，远远

少于中东欧地区同等经济规模的国家”②。之后，波兰华商群体的组成和来源逐渐变得更为多元和

复杂。
参考现有的分类系统并考虑到目前在华沙的中国移民的特点，本文将华人移民主要分为以下 4

类: 一是传统华商群体，主要为 1980～1990 年代出国以经商为目的的华人( 需要注意的是波兰最初的

华商群体也包括留学生) ; 二是新生代商人和专业人士，这些人相对比较年轻，或者是通过留学生身份

进而留在波兰创业，或者是在国内或国外学习波兰语之后进入中企或外企工作; 三是外派人员，这些

人虽然在外派之初并不一定以移民为目的，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在波兰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决定留

下、并把全家移民过来; 四是新移民③，这是近几年出现的新现象，由于与西欧、南欧一些国家相比移民

费用更低、签证更容易，波兰成为国内中产移民的新目标。此外还有一类是通过跨国婚姻而移民到波

兰，这部分群体与上述 4 类有重合，比如在波兰工作、生活的过程中与本地人结婚，也有一些是先结婚

再移民，也有一些与波兰人结婚后随丈夫、孩子生活在英国等其他国家。跨国婚姻对移民的选择和在

波兰的生活经历与上述群体还存在一定的差别，本文暂不详述。在波兰的中国移民主要集中在首都

华沙，由于在华沙的中国人是一个相对较少但增长较快的群体，这一群体的组成显示了新旧移民模式

混合的特点。

3 研究发现

3．1 传统的经营方式面临挑战和转型

波兰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货物可以发往中东欧各国，与德国相比，成本很低，跟匈牙利相比，地

理位置更为中心。华沙中国商城( GD) 创立于 1994 年，建立之初就吸引了周边各国的商户，并不断扩

展，现在已经是中东欧亚洲产品最大的分拨中心，也是中资在东欧最大的投资项目。在场经营的客商

超过 1 千家，主要由来自中国、土耳其、印度、越南、波兰、俄罗斯、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地区的客

户经营，经营的产品以服装、鞋帽、小商品为主，甚至被称为“欧洲义乌”④。华沙中国商城对中国商户

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将波兰看成一个商业中心。但是，几年之内，竞争加剧，尤其是 2008 年经济危机

的影响，传统批发的商业模式逐渐衰落。
受访者 Z 是 1980～1990 移民潮时期来到波兰。他在 1990 年代初作为一个大型国企的员工被外

派到波兰，帮助筹建波兰华沙中国城( GD) 。Z 被派到波兰的时候大学刚毕业，之后与波兰人结婚，辞

去公职，自己做生意。早期的交易中心集中在体育馆附近，在 1989 年之后成为欧洲最大的露天市场。
那时租小摊位，很辛苦，但利润还可以。一般是俄罗斯客户来拿货，利润空间比较大，完成了原始积

①

②

③

④

http: / /news．cri．cn /20160930 /e1278c82-29cd-2abe-5d24-e93a2c8b65e4．html
张行、胡亚丽，http: / / fangtan．china．com．cn /2015－11 /19 /content_37107246．htm
一些学者将 1978 年之后移居海外并居留一年以上的中国人称为新移民( 宋全成．2011．欧洲的中国新移民: 规模及

特征的社会学分析．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由于波兰的中国移民出现较晚，本文的老移民指代 1980～
1990 年代的移民，而新移民则指代近 10 年间出现的移民。
人民网，http: / / tv．people．com．cn /n1 /2017 /0502 /c364580-292486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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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在波兰加入欧盟之后，2007 年生意量达到一个高峰。把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卖到大型的连锁超市，

同时又做了餐饮业、做成全国的连锁店，再到餐馆的加盟连锁店，生意越做越大。现在则希望在波兰

主流市场寻求一些新的机会。正如 Z 所说:

“以前在 1990 年代末 2000 年初的时候，像我们进货，一个款的鞋子都可以发十几个、几十个柜

子，一个款一个颜色，现在是一个柜子发几十种，完全不一样。1998 年到波兰，贸易批发的就一家两

家，现在整个都是。过剩产品太多，只能打价格战。有些人刚到这边，没什么资源，就是用价格战的方

法来( 竞争) 。现在华人商户必须转型，不转型生意肯定越来越差的。虽然波兰的网络不像国内那么

发达，但是肯定也是这个趋势，国内现在如果不跟互联网结合是肯定没法做的。之前可能努力、辛苦

就可以，现在就不行。现在要赚钱，得建立一个团队，个人的东西是走不远、做不大的，也要把握一些

机会。比如中国 2012 年国外的旅游市场已经是超过 1 千亿美金。( 应该) 研究如何让中国人消费( 访

谈 201612Ｒ4) ”。
华沙中国城的名声在外，传统的经营方式就是等，等客人上门，或者利用原有的客户资源。一些

中国公司开始在购物网上有自己的店，用相对比较新颖的方式来销售。但是总体而言利润变少，汇率

的波动也对利润有一定的影响，按照 Z 的估计，目前在 GD 能够赚钱的商家，也就 30%左右。而且中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海外华人的体验也有深刻的影响。
“在我们这边没有一家可以用到风险投资、金融投资，最多就是贷一些款，传统的那种。在头 5 ～

10 年，我们在各个朋友圈都属于富豪一级的，但是过了 10 年，尤其是 2005 年以后，中国的发展非常

快，我们现在在朋友圈里都是穷人。中国经济腾飞，差别特别明显。追不上他们( 国内) 的脚步”( 访

谈 201612Ｒ4) 。
3．2 跨地区流动的增加

受访者 W 是在 1980～1990 年代的移民潮中到达欧洲的商人。最开始他是通过在中国的中介办

的假护照，在 1990 年初从温州到了克罗地亚。在克罗地亚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到了荷兰，投靠在那边

的亲戚，在 1995 年辗转到了意大利，利用意大利的大赦获得了欧洲的合法身份。之后与叔叔合作，在

佛罗伦萨附近开工厂。1997 年，因为看到一些波兰的客户去当地订货，认为这边有市场，就到了波兰，

之后在波兰开了一个分公司。当时，他并未打算留在波兰，后来与波兰的妻子结婚、孩子也在本地的

学校上学，就留了下来，但是他在欧洲的大部分时间里，波兰都不像是一个目的地，更不是定居地。之

后的几年，生意时好时坏，W 和他的家庭曾经搬回意大利，搬去广州，后来又去了西班牙，每次都是利

用家庭的关系网络来寻找和扩展在当地的生意。全球经济危机也影响到他的生意，2009 年他才决定

搬回波兰，主要的原因是 W 妻子的语言、文化优势可以帮助他在本地做生意。
现在 W 的时间分配在华沙( 他的妻子和孩子生活的地方) ，温州( 他的父母和许多生意伙伴所在

地) ，以及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他讲一些波兰语，但是常常与一些意大利和西班牙语词汇混用，与家

人和朋友还是用中文更舒服。虽然他的孩子在华沙本地学校上学，但是他与华沙以及当地社区的关

系并没有那么直接。W 在波兰和中国都有很多的生意伙伴，但他从未把波兰当成自己家，留在波兰是

一系列家庭关系和生意机会的结果。所以，他的生活似乎是在波兰、意大利( 很多亲戚的所在地) 以及

温州的老家之间流动。
受访者 H5 年前以学生的身份来到波兰，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将来可以自己做生意。他通

过中介获得了学生签证，当时 20 多岁，来波兰只是因为西班牙签证没通过。他的日常学习和交流大

部分是通过英语( 会一点波兰语) 。毕业之后的几年他投资了不同的项目，在不断的失败中学习在波

兰经商的方法并逐渐建立起一些重要的关系网。之后建立了一个向中国出口波兰农产品的公司。H
不常住在华沙，而且他的生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在老家的关系网来推广和销售波兰的产品。由于



3 期 张 慧 Krzysztof Kardaszewicz “一带一路”与波兰中国移民的演变趋势研究 107

目前国内对于外国的、尤其是高质量、信得过的农产品的需求，他的公司运营的还不错。不过他与那

些传统的商人一样，在波兰的目的只是挣钱，最终是要回到中国去。虽然他是在波兰白手起家，但是

现在不断地在意大利、西班牙、捷克等地寻找新的发展机会，最终的目的希望可以在“家”远程遥控

生意。
像受访者 W 和 H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尤其是申根签证的便利使得欧洲地区跨国流动的可能性

大大增加，在南欧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一些人会到波兰寻找商机，如果发展的不好，又会到下一个目

的地。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催生了逆向流动，在波兰与国内之间往返。

3．3 由经济动力转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

3．3．1 中产阶级新移民

2012 年以来，中国迎来以投资移民为主的新一轮移民潮，主要群体为富裕阶层，大多前往欧美等

西方发达国家，主要的移民动机转变为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财富安排以及为未来养老做准备( 李影，

2013) 。子女教育是富裕阶层移民的重要因素，对于子女教育的首要目的地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
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家。对于可投资资产超千万的人群，有 6 成正考虑或完成移民，而对“大众富裕

阶层”( 可投资产 10 万～100 万美元) 有近 1 /5 完成或准备移民( 路阳，2016) 。
近几年，移民波兰的中国人增多，波兰移民的优势是办理费用低。与购房置业移民和投资移民相

比，费用少( 十万到几十万元之间不等，取决于中介的价格以及交税的额度，一般会选择最低档的税

率) ，速度快( 几个月后就可以拿到短期居留卡) 。一般都是通过中介来办理工作挂靠，工作 5 年后就

可以申请欧盟长期居留卡。按照中介的说法，只要在持卡期间按时纳税，按时交社保，无违法事件，一

般续卡都没有问题。这种从工作居留转为长期居留的手续并不是完全合法，存在一定的风险( 比如中

介并没有象承诺的一样代为交税，或者挂靠期间公司倒闭等等) ，“工作”只是办理居留卡的理由，基

本没有人会真的在这个挂靠的公司工作。在波兰办移民的另外一个“优势”是不用坐“移民监”，一般

只要在申请期间到移民局录一次指纹，之后可以回到国内等结果，等居留卡下来以后也不需要一直待

在波兰①。而且，波兰的工作居留卡对于学历和语言都没有要求，即使学历不高、英语不好也可以申请

( 2018 年新政出台，申请欧盟长居需要波兰语考试) 。这些特点使一些中介看到了商机，也使想移民

欧洲的中产群体看到了新的希望。
受访者 F 在 2017 年底带着儿子以移民的目的来到波兰，虽然她还在考虑是转道去西班牙还是因

为已经办了波兰的工作签证就继续留在波兰。一方面，她觉得庆幸，2018 年初波兰签证政策收紧，旅

游不能转工作签，好在提前拿到了 3 年的居留卡; 另一方面，之前来华沙的印象还是觉得与期望值有

落差，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再努力一下去好一点的地方。在她看来: 欧洲大门打开，给了中产移民的机

会。以前可能要特别有钱，富人才能考虑移民，现在不一样了，有条件的( 中产) 都可以考虑移民。尤

其是欧洲( 申请的时候) 没有语言的要求。最主要就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孩子 6 岁的时候开始考虑

( 在北京买) 学区房的问题。那时候西城 60 平米的房子就要 700 多万。自己有一个小的学区房，但是

没法住，如果不换就要租房住，租房不稳定，一下就得 9 年。开始看房，改了好几个方案。主要是不

想再做房奴，买哪个都得继续贷款，100 多万，压力特别大。后来就在价格还不错的时候把那个学

区房卖了，剩下的钱可以理财，有机会做点事。那时候就开始考虑移民的事。主要也是对国内的教

育失望。

① 事实上，移民局还是要求 5 年内在波兰的不间断居住，包括每次离开波兰不能超过 6 个月，总共离开的时间不能超

过 10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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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小学，( 内容) 不光难，奥数什么的基本都得学，孩子也不需要明白什么，这种教育缺乏创

造性人才。孩子如果适应( 这种体制) 还好，万一如果孩子将来偏科什么的不就没有出路了。要是碰

到好老师还行，可以鼓励着，要是万一碰着势利的，最后孩子就毁了。买卡和养卡，波兰成本较低，但

是政策也在不断紧缩。欧盟的移民政策都在不断提高门槛，最开始是奥地利，20 万欧元就可以永

居，后来就不行了。希腊是 25 万欧，西班牙和葡萄牙 50 万欧就可以永居。我主要是考虑波兰、奥

地利、捷克、德国的公立学校还比较靠谱，南欧基本公立都玩，你也不希望孩子什么都学不到。那样

的话就得上私立，或国际学校。有钱的当然可以选其他国家，钱一般，选择波兰还不错”( 访 谈

201802Ｒ16) 。
与以往到海外寻求经济发展的机会不同，这一移民群体以改善生活环境为移民目的。以工作签

证为出口，最终达到移民的目标。其中有一些是以波兰为跳板，拿到欧盟长居卡以后再前往德国等发

达国家。在我们访问的 100 份问卷中，2010 年之后到达波兰的共计有 51 人，2017 年到达波兰的有 12
人，其中有 9 人来波兰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子女的教育。
3．3．2 年轻一代与留学生移民

受访者 X 在国内的波兰语专业毕业，中间曾到波兰交流学习过一年。毕业以后原本是在一个中

国公司工作、被外派到华沙，换了一次工作。几年后被猎头发现，加入一个大型国际公司，工资翻倍。
她在华沙工作已经 6 年，因为会讲流利的波兰语和英语，在华沙的生活游刃有余。与波兰人的社区也

有很多交集，但是还是觉得同学朋友们都逐渐回到中国，慢慢觉得孤单，在考虑是否要搬回中国。在

她看来，华沙虽然看起来像中国的二三线城市，但是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华沙的发展速度很快，这一

点跟中国很像，但是又没有国内那么快的节奏和竞争压力。她觉得在华沙的生活很放松，东西便宜，

人也很友好，假期可以去欧洲其他国家度假，而在中国，无论做什么都得跟那么多人竞争，实在太累。
但是作为独生子女，在家人看来，在国外还是飘着的状态，只是暂时的。可是要是回国又觉得，现在已

经没有那种竞争的心态，肯定无法适应国内的工作压力和生活节奏。
受访者 L 是到波兰以后才学的波兰语，当时因为有亲戚在波兰做生意，就留学过来看看。因为还

不错的语言天赋，学了几年之后波兰语就达到了不错的水平。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曾经回国做波兰语

的展会翻译，因为小语种人才比较缺乏，加上他的水平很高，几个小时就可以轻松的挣几千块。在家

人看来这比回国朝九晚五的上班轻松多了，也支持他继续留在波兰。而且国外这种相对简单的人际

关系更适合生活。L 后来也与波兰人结婚。他目前有时候会带国内来的商务团，一般夏天是旺季，根

本忙不过来，其他的时间也在考虑做一些其他的生意。在他看来“在国内是生存，在这边是生活”，虽

然并不是完全没有生活的压力，但是与国内相比还是好多了。
对于这些在国外留过学的年轻一代，无论是自己做生意还是在企业工作，都对国外的工作生活节

奏有了更切身的体会。比父辈更好的经济条件、语言的优势都使他们在国外的生活更加游刃有余，选

择的空间也更大。对他们来说，生活更重要。波兰的条件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是申根签证使他们有在

欧盟内部流动的自由，而波兰相对稳健的经济发展也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经济保障。波兰的社会稳

定、生活压力小，生活比较舒服，生活质量成为了年轻一代移民优先考虑的要素。
3．4 “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

3．4．1 外派人员的增多

波兰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以及中波交流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关注波兰市

场。目前，已有 884 家中国企业入驻波兰①，包括中国水电、三环集团、柳工集团、华为、中国工商银行、

① http: / /golodzkie．com /zh /chinese-companies-in-pol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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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等。此外，据中方统计，目前中国在波兰投资约 3．29 亿美元，投资领域包括

机械、金融、电子、工艺品、商贸服务、新能源等领域，龙头企业包括柳工、华为等。同时，平高集团、中
水电等企业积极参与波兰工程承包市场①。此外，在波兰也有 5 所孔子学院、2 所孔子课堂，中方外派

人员数量不断增多。
外派人员主要有 3 种情况，携家属移居，公司集中安排住宿，夫妻两地分居。外派人员主要以改

善经济状况为目标，也有一些因看中波兰的生活环境而考虑移民。受访者 J 是公司的区域销售经理，

按照他们公司的制度，每 3 年就要轮岗一次，这次在欧洲，下一次可能就被派到非洲、中东。个人的意

愿可以被参考，但是下一次被派到哪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被派到华沙之后，因为觉得波兰治安好、
社会稳定、物价也不高，就把妻子孩子都带了过来，孩子送到当地的国际学校上学。J 的工作非常忙，

基本与国内上班的节奏差不多，常常加班。同时，波兰作为中东欧区域的中心，也需要经常到下属的

市场考察情况，或者去其他的区域办公室开会，比如罗马尼亚、奥利地、芬兰等。妻子全职照顾家人孩

子，因为只有 3 年，与本地的生活并没有互动。
M 公司访谈的 5 位员工都住在公司统一租的一间别墅里，办公室也在别墅内，公司配备了厨师，

从家到公司上班可以足不出户。每天工作时间也很固定，基本从早上 9 点到下午 6 点半。除了工作，

与波兰本地人没有太多的交集。外派来华沙的这些员工之前都在非洲工作过，比如苏丹、肯尼亚、赞
比亚、坦桑尼亚等国。他们的家人基本都在国内，在国外工作主要目的就是挣钱攒钱，将来家人可以

有更好的生活。他们普遍觉得波兰的环境比较好，医疗体系、生活方式都更健康。
受访者 E 今年刚刚被公司派到华沙，任期一年，住在公司租的小公寓里，老公留在国内。她说在

这个华人社群里这样的情况很普遍，大家都是老公或者妻子留在国内，有些单位甚至每 3 年、4 年或者

5 年就要轮岗一次，在波兰生活一段时间、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长期夫妻分居有些人就受不了了，在

这边积累了一些资源就辞职不干了，全家移民到波兰。但是在积累一定的人脉和财富之前，很多人只

能先暂时忍受这种家人分隔两地的生活。也有一些公司的管理没那么严，没有频繁地轮换。有一位

被访者被公司派到华沙 7 年了，妻子孩子都在这边，将来也希望可以留下。因为外派的工作较忙、生
活相对隔绝，经济动力往往超过了对生活的需求。
3．4．2 潜在的发展机会

波兰的社会相对稳定，与西欧国家相比，外来移民( 尤其是黑人) 较少( 对于一些中国被访者这是

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指标) ，自然环境较好。波兰的森林面积为 889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近 30%。以

首都华沙为例，全市拥有大小公园 65 处，约占城市面积的 27%，人均占有近 78 平方米，居世界各大城

市之首。多数的新移民迫于国内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尤其是教育医疗成本而选择到国外生活。
华沙的生活成本较低，“郊区的联排别墅才 50 万，买房剩下的钱可以再买房出租”( 访谈 201802Ｒ16) ，
这样收入也不成问题。尤其是加入申根区之后，波兰的优势变得非常明显，拿到欧盟长期居留卡以后

去欧盟其他国家也不受限制。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很多被访者都谈到即使暂时找不到工作也许可以在中波之间寻找

一些发展的机会，认为波兰还是有很大的希望。不同地区的商人也来波兰寻找机会。比如受访者

HJ，今年刚到华沙，之前在波兰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希望扩展生意，他在中国北方有一个服装厂，在

莫斯科生活和经商多年，目前他希望建立一个涵盖波兰、匈牙利、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销售区块。而

对于新移民来说，与之前传统移民大多是为了更好的经济收入不同，这些新移民的经济收入可能会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影响，但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子女未来有更好的生活选择，这种短期

① http: / /golodzkie．com /zh /chinese-companies-in-pol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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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牺牲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一带一路”更使新移民认为这种牺牲是暂时的，在他们看来，“一带一

路”倡议促成了更多的中波合作，机会还是很多。

4 讨论和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一带一路”与华沙中国移民的新态势。与早期欧洲移民相比，虽然华人移民针对

社会与经济融合的态度和策略还是以实用性、灵活性和目的性驱动为主，但经济动力不再是唯一的移

民诉求。从数量上看，华沙的中国移民在不断增多; 从类别上看，这些中国移民涵盖了移民欧洲的多

种类型。在华商群体之中，既包含传统的温州商人，也有早期派驻海外的高知分子，以及寻求跨领域

合作的新型商人，波兰作为新兴市场引起了不同商人的注意，竞争加剧，传统生意也在向海外主流市

场扩展。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对生活品质的追求逐渐超越基本的生存需要，经济和语言的优势也使他

们的社会融合度更高。外派人员还是一个相对隔离的群体，每隔几年的变动性使很多人并不会( 或者

没时间) 投资太多在当地的社会之中。以投资移民为目的的新的华人群体更是区别于之前的移民路

径，在对一个国家可能一无所知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生活，机遇与风险并存。从趋势上来看，寻求更高

质量的生活成为移民的新动力。国内的经济压力、环境、食品、教育的问题也促使大家寻找更为轻松

健康的生活环境，而波兰高品质、低价位的生活环境以及( 也许是暂时的) 相对便宜便捷的移民途径对

于中国移民而言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在海外华人的移民研究中，跨国主义移民范式为移民研究提出了新的视角，“出现了不同于传统

的‘落叶归根’和‘落地生根’式的新的华人移民类型”。在对莫斯科的华商研究中可以看出，“华商活

动的‘超地域性’…地理空间的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 于涛，2016) ，这在欧盟这样一个跨国家的共同

体内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波兰的华人来说，他们同样在中国以及欧盟不同国家之间寻找机会，移动

的方向也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的，可以是从国内到国外也可能是从国外到国内，从东欧到更为发

达的西欧，或者在西欧市场饱和的时候流向存在着更多机会的东欧。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也开始

越来越多地纳入到移民的考虑之内。国内快速的经济发展也与欧盟相对较平稳( 缓慢) 的生活形成对

比，在海外收入的优势不再明显，移民成为更为综合考量的结果。
虽然这些华人移民目前生活在华沙，但是他们的轨迹还存在很大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

是华人本身的不确定性: 很多人对于在哪个国家生活的选择看似是理性的，但最终的选择有很大的偶

然性，比如也许想去西班牙但是最终来了波兰，也有人可能几年之后觉得国外的生活无趣、找不到合

适的工作、又选择回到国内生活。也有很多人在中国和欧洲钟摆式流动，或者不断向生意机会多利润

高的市场迁移。一些人有意识地将华沙作为前往欧盟其他国家的跳板，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华沙非常

宜居，生活压力小，把波兰作为未来生活居住地的目标。其次，外部环境也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这

与欧洲移民的大环境密切相关。各个国家的移民政策都在不断修正之中，对于移民数量的控制也从

未放松( 比如 2018 年波兰移民局对于欧盟长居卡增加了语言考试的要求) 。此外，2017 年 12 月，波兰

海关和税务部门对华沙中国城开展的打击商业行为灰色地带和偷税漏税问题的大检查也造成了许多

华商的不满，为华商在本地的经营蒙上了一层阴影。对于新移民来说，获得欧盟长居需要 5 年，期间

政策如何变化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一带一路”倡议对移民的影响还在逐步展现，但是无疑这一倡议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带

来的期待是巨大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战略推广、更多跨国合作的可能性以及更大的市场和投

入都使华人移民看到更多的商机及改善生活的可能性。对于波兰来说，“一带一路”不仅使波兰国内

增加了对中国的了解，波兰在中国国内的认知度也在不断增强，中波直航，旅游人数的大幅增加，中企

入驻波兰，国内对中东欧考察的增多等等都为波兰的华人移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或至少看到了可能

扩展的空间及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波兰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具有竞争力和潜力的市场，中



3 期 张 慧 Krzysztof Kardaszewicz “一带一路”与波兰中国移民的演变趋势研究 111

波双边合作中还有许多亟待发展的领域，华人移民在其中可以起到的桥梁作用使在华沙甚至波兰的

中国移民都看到了更多新的前景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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