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里是西非面积第二大的国家，地处非洲西北部，向北与阿尔及利亚、向东与尼日尔、向南与布基纳法

索和科特迪瓦、向西南与几内亚、向西与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接壤。首都巴马科为中央直辖管区，下辖 6
个与市同级的区，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马里西南部，面积 263 平方公里①。尼日尔河从城中穿

流而过，将巴马科城分为左岸与右岸。左岸由于总统府以及各类政府机构的存在而被称为政治中心（la
Colline du Pouvoir），右岸为巴马科大学所在地，故称作知识中心（la Colline du Savoir）②。左右岸由三座大桥

连接，其中两座大桥均由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COVEC）建设而成。第三座大桥，即中马友谊大桥

（Pont de l’amitié sino-malienne）由中国出资并由中海外公司于 2011 年建成投入使用③，极大地改善了巴马

科左右城区的交通运行。市中心包括商业区、河区和巴马科老城区。围绕市中心有依波得若姆区（Hippo－
drome）、尼亚雷拉区（Niaréla）、基扎姆布古区（Quizambougou）和巴达拉布古区（Badalabougou）。据 2013 年统

计，马里人口 1 680 万，农村人口占 77.5%，首都巴马科人口总数 192.7 万，占第二位④。
近年来，随着海外华人在非洲的发展，在非华人群体成为国际学术界有关国际移民研究的重点。从研

究范围上看，非洲华人研究多定义于非洲整体区域范围，尤其集中于南非等华人移民历史较久、移民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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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多的国家与地区，对于 2000 年后才兴起的西非地区华人移民未有专门研究，且极少有针对该地区

国别华人移民进行研究。从研究对象上看，国内外对于非洲华人移民研究一般着眼于以经济行为为导向的

华人移民，即在非洲从事个体经营的店主或劳工，较少关注参与中非援建项目的外派人员以及私人企业的

外派人员。笔者于 2013 年起持续参与赴马里工作人员的语言培训工作，结合 2011 年在法国进修学位期间

对中国企业在西非发展情况所进行的调查研究，为本文的研究工作奠定了一定基础。在以往有关非洲华人

的文献资料中，中国移民通常被分为三类，即劳工移民、创业移民以及过境移民①。Julien Rajaoson 在其研究

达喀尔华人移民的文章中，根据其经济行为以及社会属性，将中国移民分为个体商人、劳工、华侨与华裔

四种②。鉴于马里华人移民史较短，华裔人数极少，本文结合马里实际情况，将当地华人分为企业外派、个体

商户以及个体劳工三大类。在辞海中，“移民”一词的词义包含“短期内的人口迁徙”，因此结合行文需求，后

文中将居住在马里的所有中国人统称为中国移民。

一、中国人移民马里的背景

中国人移民马里始于两国建交之后。马里共和国是最早一批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之一，早在 1960
年便建立起了外交关系。在建交后的数十年内，中国政府向马里持续派遣了维和部队共 395 名官兵，包括

警卫分队 170 人，工兵分队 155 人，医疗分队 70 人，以及 23 批医疗队，累计 800 人次③，还有许多工程团队

参与当地的基础建设工作。
中国对马里的援助建设具有很长一段历史，始于两国 1960 年建交以后。1970 年末，马里政府开始致力

于对其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制，其中一部分被中国企业收购，如 1971 年转型成为中马合资企业的马里

最大国营糖厂苏卡拉（La Sukala），其中中资占 60%④。1981 年至 1985 年间，马里国企私有化进行得如火如

荼，中国对马里大型工业的现代化进程贡献了一份力量。自 1983 年开始，中国与马里开始以工程承包和劳

务合作方式为主进行互利合作，援建项目包括纺织厂、糖厂、皮革厂、制药厂、体育场、会议大厦、马里医院、
巴马科第二大桥、第三大桥。2015 年，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三次中标马里尼日尔河大桥项目，由西

非发展银行和马里国家财政联合出资，总投资 370 亿西非法郎（约合 3.6 亿元人民币）⑤，这已经是中国海外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为巴马科城建设的第三座大桥，此前建立的两座横跨尼日尔河两岸的大桥全面保障了

巴马科城内左岸与右岸的交通运行。除基础设施、交通、民生、医疗以外，中国对马里的援助还涉及教育领

域。早在 1998 年，中国便出资为马里建立了一座带有 10 间教室的二层教学楼、行政办公用房、图书馆、实
验室、卫生间的师范学校，总投资 400 万元人民币⑥。其后，又陆续建立了多所中小学。2014 年，中国政府出

资建设了巴马科大学卡巴拉校区，已于 2016 年底竣工，2017 年投入使用。
早期的援建项目一般由大型国企来承接，在国企改制后，一些地方性企业为开拓新市场，逐渐将目光

投向海外，于是马里出现了最早一批承担援建项目的中国企业。这些中国企业在提供建设资金的同时，还

引进了一系列技术人才，以保证援建项目的顺利进行。此后，随着援建项目的增加以及援建规模的扩大，马

里还出现了一批中国大型建筑工程类私人企业，其中一些是由早期的企业外派人员跳脱原单位后独立创

①周海金：《非洲华侨华人生存状况及其与当地族群关系》，《东南亚研究》2014 年第 1 期。
②Julien Rajaoson，Les Chinois en Afrique：essai de catégorisation à partir d’une enquête effectuée à Dakar，Paris：Migrations

Société，2013/5（N° 149），pp. 159-174.
③网易新闻网：“http：//news.163.com/15/1120/21/B8T66U4P00014JB6.html 马里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人”。
④Bourdarias Francoise，Mobilités chinoises et dynamiques sociales locales au Mali，Paris：Politique africaine，2009，pp.32.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511/20151101152176.shtml 中国公司再度中标

马里尼日尔河大桥项目”。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里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ml.mofcom.gov.cn/article/ztdy/200305/20030500088124.

shtml 市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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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这些从大型建筑公司独立出来创业的中国移民组建了属于自己的中小型企业，由此成为某些工程项

目的承包商。而建筑工程所需要的建筑材料与大型器械设备形成的下游产业为中国商人在马里市场带来

了商机，也促使中国人移民马里。

二、中国人移民马里的轨迹与移民类型

据资料显示，早期在马里的中国人多为政府外派人员，如医务人员、工程师、技术人员、翻译等，马里人

民对于中国人的认识也始于该时期。1990 年起，随着我国国企改制的进程，更多的混合型企业进入马里，以

拓展其海外市场，由此带来了由企业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所组成的第二拨在马里的中国人。此后进入

2000 年以来，通过私人关系前往马里经商、寻求个人发展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与前两拨华人共同构成了马

里中国移民的基本人员结构。相比较非洲其他国家，马里共和国在采纳西方民主制度方面起步较早，但其

国内经济状况始终没有稳步发展，分别于 1968 年、1991 年以及 2012 年历经了三次政变①，是世界上最贫困

的国家之一。尽管与中国建交已久，马里中国移民的规模较非洲其他国家发展缓慢。巨大的文化风俗差异

以及当地相对保守的社会氛围使得中国移民游离于当地生活之外，同时也促成了其居留心态上的“过客

感”。人员结构的异质性、华人移民数量的缓慢增长及其与当地气氛的疏离构成了马里中国移民的发展特

点。本文试图从社会特征的角度分析马里中国移民的类型及其选择前往马里的动机，从而剖析其在马里的

生存与发展。
从 2000 年起，中国私企开始进驻马里市场，主要从事公路、公共建筑、水利工程等大型基础建设项目。

基建项目周期长，需要员工按照项目周期驻守，因此由中国企业外派马里的中国员工数量逐步递增。接受

企业外派任务前往马里的员工主要包括企业管理人员、技术工程师以及高级技术工人，与政府外派人员、
援建项目的技术专家共同构成了早期中国移民群体。无论是管理人员、工程师或是技术工人，外派马里期

间的薪资水平均大幅度高于国内同岗位，可以说高薪是促使员工接受外派任务的最直观因素。除薪资条件

以外，职位升迁的可能、职业经验的积累也是促使其选择前往的重要原因。这部分人中的大多数在特定专

业领域拥有文凭或资历，在原岗位中表现优秀，年龄一般在 50 岁以下，具有较大的升职空间。随着中国企

业在马里投资建设规模的扩大，外派任务的缺口也逐渐加大，与外派任务专业对口的毕业生（如法语专业）

成了这些企业招聘的重头戏，因此远赴马里的外派人员的年龄有逐渐降低趋势。接受外派任务对于自身职

业经验与资历的累积有很大助力。当时的马里正处于将明未明的民主化进程中，1991 年 3 月发生了继

1968 年后的第二次军事政变，政局不稳定，其贫困的经济状况也没有改善，仍属于非洲最穷国家之一。因此

对于由企业外派马里的企业员工而言，接受这份外派任务不仅意味着未来可能的职位升迁，同时意味着接

受一份巨大的挑战。职位升迁以及高薪酬促成了这部分人前往马里的主要动机。
与南非、东非滨海国家、中非甚至西非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个体商户在马里发展的时间较晚，这与马里

在 2000 年以前不稳定的政局以及相比非洲其他国家落后的经济形势有关。进入 2000 年后，马里商业网络

的铺陈与发展并没有立即引来中国商人入驻。实际上中国商品出现在马里的时间很早，从早期中方援建项

目的外派技术专家以及企业外派人员开始在马里生活起，马里市场就开始供应一部分中国商品。这些中国

商品的进口与供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由长期游走于亚洲、中东、欧洲与美洲的马里供货商来保障。从

2000 年开始，第一批中国进出口企业开始出现在巴马科，主要供应电子零部件以及大型仪器设备。由于供

应的货品种类不同，第一批进入巴马科市场的中国进出口企业没有与马里本地供应商形成竞争，后者主要

向马里市场供应衣服、鞋包、五金件、小型电器、摩托车等商品②。此后，中国个体商户逐渐出现在马里首都

①李文刚：《马里的伊斯兰教与民主化》，《世界宗教文化》2013 年第 3 期。
②Bourdarias Francoise，Mobilités chinoises et dynamiques sociales locales au Mali，Paris：Politique africaine，2009（N° 113），

pp.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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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科，主要从事批发与零售行业，经营的范围包括服饰、小商品、茶叶、海鲜、五金等，并逐步涉及超市、农
场、饭店、酒吧等服务行业，包括目前在巴马科具有一定数量的华人酒吧旅馆（bars-hotels）。同世界其他地

区一样，华人个体商户一般通过私人亲属关系来到目的地国，靠个人资金进行买卖经营。这种“沾亲带故”
的连带作用促使世界上所形成的中国移民群体都具有一定的来源地特征，如北美地区的广东、福建华侨，

西欧国家的浙江华侨，日本的东北、福建华侨，南非的福建移民，塞内加尔的河南移民等①。马里的经济状况

在非洲来说较为落后，并非远赴海外积累资金的理想选择地。选择前往马里经营事业的中国个体商人一般

不具备非常充裕的资金条件，因此在马里的事业常被认为是积攒“启动资金”的阶段，也就没有形成大规模

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移民群体定居马里。根据法国学者安东尼·可南于2014年在马里与塞内加尔对中国个体

商户进行的一份问卷调查，谈及选择马里进行经营的原因时，73%的受访者表示是“折中的选择”，即“没有

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下”，其中9%的受访者将在马里的居留经历看作是“去往欧洲法语区国家的跳板”②。因

此，与其他国家华人商户容易形成同乡群体的情况相比，马里的中国个体商户祖籍来源较为分散，没有明

显的来源地特征。
在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的发展带动下，从事批发以及零售业的中国个体商户在马里的规模不断扩大，

这些个体商户对员工的需求量同步增加。在招聘马里当地员工之外，中国商人对于中国员工的需求促使一

些个体劳工前往马里工作。这种需求主要存在于具有一定规模、具备一定语言能力（主要是法语）的长期驻

守在马里当地的商户中，比如服装店、五金杂货铺、小商品店、食品超市以及在巴马科数量持续增多的华人

酒吧旅馆（bars-hotels）。这种类型的酒吧旅馆最先涌现于巴马科市中心的行政区域附近，随着巴马科城市

扩建而扩大至北郊新区，后逐步扩展到尼日尔河南岸地区③。旅馆的中国投资人主要负责资金管理，一般不

直接参与旅店的日常运营，通常由马里当地员工与至少一名中国员工共同承担。这类直接来自中国的个体

劳工年龄一般在 40 岁以下，具有一定学历，在国内往往没有十分稳定的或高收入的工作，也不具备基本的

经营资金，有些还面临失业危机④，因此这类人有着改变工作环境、积累个人资金或赢得人生阅历的迫切需

求。这些人的眼界较为开阔，愿意为改变当前生活状态付出努力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冒险精神与独立生活

的能力。在可南的问卷调查中，“出来闯一闯”以及“见识一下”是许多个体劳工同时提到的理由⑤。此外，他

们在马里当地中国移民圈内通常不具有亲属关系，沾亲带故的比较少。对这部分以个人名义前往马里工作

的群体而言，高收入、改变现状以及增加见识的需求共同构成了其前往马里工作的主要动机。

三、中国移民在马里的生存与发展

正像上面所分析的，马里中国移民的发展足迹始于 1960 年马里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后，时间

上与北美、欧洲、东南亚以及南非等华人扎根已久，发展超过两代甚至三代的国家或地区无法相提并论，但

在非洲华人发展历程中又具有独特轨迹与特征。马里地处西非，气候炎热，蚊虫疫病较多，卫生条件一般，

尤其在建筑工程的外派任务期间，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生活条件都很艰苦。早期援建项目多为大型合资项

目（如苏卡拉糖厂）、大型基础建设以及水利工程，中方为马里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与一定的资金资助。出

于安全考虑，早期参与援建项目的中国人全部住在单位搭建的集体宿舍里，集体宿舍与办公地点相连。工

①Antoine Kernen，Benoit Vulliet，Petits commercants et entrepreneurs chinois au Mali et au Sénégal，Paris：Afrique contempo－
raine，2008/4（n° 228），pp. 74.

②Antoine Kernen，L’Afrique face à la puissance économique de la Chine，Paris：Politique africaine，2014/2（N° 134），pp.15.
③Bourdarias Francoise，Migrants chinois et société malienne：les constructions locales de la mondialisation，Paris：Les Temps

Modernes，2010（n° 657），pp. 163.
④Bourdarias Francoise，Mobilités chinoises et dynamiques sociales locales au Mali，Paris：Politique africaine，2009（N° 113），

pp. 43.
⑤Antoine Kernen，L’Afrique face à la puissance économique de la Chine，Paris：Politique africaine，2014/2（N° 134），p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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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进行时，参与援建的专家与部分员工还需要全程进驻地点较偏僻的工地，某些情况下甚至需要住在条件

艰苦的工地临时宿舍。换言之，作为最早一批生活在马里的华人群体，参与援建任务的技术专家与企业员

工过着不是宿舍到办公室就是宿舍到工地两点一线的生活，日常娱乐也仅限于单位宿舍范围内的篮球赛

等体育运动①。除此之外，他们几乎“足不出户”，在马里当地的生活处于几近孤立的状态，与马里本地人的

接触仅限于与马里本地工程师、技术工人以及司机在工作层面的洽谈与沟通，其他交流基本为零，近乎独

立于当地生活之外。外派马里任务期间，员工家属一般不会随行，可以说业余生活是相当枯燥的。中方技术

人员的外派时间通常与项目工期吻合，外派任务到期后，大部分外派人员均返回国内，继续在原企业中就

职。其中有一小部分在充分了解马里市场需求及其商业运作模式的情况下，选择了后续在马里创业，由此

成立了一批私人建筑公司以及与大型基建项目相关的建筑材料贸易公司，这部分人恰好成了马里最早一

批中国私人企业主，在充分熟悉马里市场需求以及商业运作模式的情况下，早早地站稳了脚跟，获得了很

好的发展。企业外派人员回国后，通常会得到相应的岗位晋升机会，这也是大部分外派人员接受早期外派

工作的原因。对于外派人员来说，驻马里的工作既会带来机遇，艰苦的工作环境以及单调的业余生活也给

外派生活带来了挑战。对于马里当地居民而言，中方的援建项目外派人员代表了中国对马里在国家层面的

无私支持，构成了早期马里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
2000 年后，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在巴马科的出现将从事小生意的中国个体商户带入了马里市场。在接

下来的五年内，马里中国商人的数量稳步增加，涉及汽车、家电与杂货的零售与批发、超市、餐饮、住宿、农
场甚至中医诊所等多个领域。其中，零售业与酒店业数量最多。中国商人在马里的零售商铺主要销售小型

家电、箱包服饰、茶叶、食品以及各种小商品。此前，尽管马里经济状况落后，本地人收入低，但物价偏高，加

上本地制造业发展缓慢，许多商品都靠进口。在中国商品到来之前，马里市场上流通最多的是法国商品以

及马里商人与黎巴嫩商人从非洲其他国家带来的商品，这些商品要么价格高昂，要么质量不佳。中国商人

带来的品种丰富的中国商品，性价比合理的“中国制造”很快就赢得了良好的销路，中国个体商户由此在马

里当地零售业占据了稳定的地位。良好的发展势头使得中国个体商户数量逐渐增多，但没有形成中国城、
华人街一类华人商店高度集中的区域，大部分中国商店零散分布于尼日尔河左岸与右岸。马里本地通用法

语和班巴拉语（bambara），除从法语国家移民而来的一些侨商以外，大部分中国个体商人并不通晓这两种语

言，因此中国商户门店内通常会雇佣至少一名会说中文的本地员工。与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华人商户相比，

本地员工数量多是马里中国商户的一大特点。这种特征也体现在当地中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中，以从事

建筑工程的中国企业为例，其中绝大多数会雇佣掌握中文的马里本地工程师与技术工人，以承担施工项目

中的沟通交流工作。马里人才市场具备如此充足的中文人才储备，得益于中马两国长期友好的外交关系。从

1965 年起，中国每年向马里提供奖学金名额，以供马里大学生前往中国国内优秀的大学攻读学位。截至 2014
年，中国共接收 758 名获得马里奖学金的学生，2014 年马在华留学生 538 人②。由此培养出一批相当数量的

精通中文并具有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学历的马里本地人才，回到马里供职于各个领域内。除零售业以外，华

人酒吧旅馆的兴起是马里中国个体商户发展的又一特征。这种住宿酒店一般配套一间酒吧或餐吧，提供短

期或短时间住宿，类似“钟点房”与民宿的结合。这类旅馆由中国商人出资，其日常运营通常由一名中国员

工配合多名本地员工进行管理，面向的顾客群既有本地人，也有旅居马里的欧洲人以及中国人③。从这一时

①引述于网络访谈张先生（国企员工，从 2008 年起外派巴马科工作，2010 年至 2012 年期间前往法国攻读管理学硕士学
位），于 2017 年 8 月 10 日至 30 日期间进行了数次访谈。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cm.fmprc.gov.cn/pub/chn/gxh/cgb/zcgmzysx/fz/1206_33/1206x1/t6607.html 中马文化

交流”。
③Antoine Kernen，Benoit Vulliet，Petits commercants et entrepreneurs chinois au Mali et au Sénégal，Paris：Afrique contempo－

raine，2008/4（n° 228），p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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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开始，出现在马里本地人视线中的中国人不再仅仅是前来援助马里国家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还包括了

经营贸易公司与建筑公司的商人，以及许多做小生意、开餐馆、超市、经营旅店的中国移民。换言之，中国私

人企业与个体商户在马里（尤其巴马科）的活跃，让原本低调、单一的由公派援建人员构建的中国人形象丰

富了起来。中国企业为马里建设了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以及体育场、会议大楼、医院、学校等与本地民生

息息相关的重要建筑，为本地人民的生活做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中国商户将物美价廉、丰富多样的中国

商品引进马里市场，打破了马里从恢复独立以来始终被价格难以企及的进口商品以及价格低廉但质量堪

忧的货品垄断的局面。中国移民在马里的援建行为与经济活动，不仅为中国企业或个人带来了发展机遇，

也为马里本地人带来了许多就业机会，为马里市场注入了全新活力，为马里本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实质性

便利。换言之，中国移民与马里本地人民之间建立起的相互依存关系是不容置疑的。
无论中资企业外派人员、个体商户还是劳工移民，携家属前往马里生活的占极少数。马里的教育资源

比较匮乏，除三所法国学校以外①，可供选择的优秀教育资源不多，绝大多数中国移民不会将子女带至马里

接受教育。除企业外派人员以外，大多数中国移民将前往马里经营事业看作是“资金短缺情况下无奈的选

择”②。以家庭为单位在马里定居的中国人屈指可数，大部分或以工作团队形式，或以小规模亲友团体，或独

自一人在马里打拼，由此形成了工作环境与家庭环境的分隔。没有形成家庭单位的移民行为往往是暂时性

的，而绝大多数企业外派人员在外派任期结束后也会离开马里，换言之，大部分中国人在马里的居留都具

有“过渡性”特征。这种“过渡性”特征也体现在中国商户在当地商铺地理位置的选择上，大部分商铺零散地

分布于首都巴马科市内。与西非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移民在马里并未形成具有一定规模、以聚集经营或居

住形式构成的“中国城”，甚至连“中华街”都没有③。除一些大型企业购买土地建设办公地点与单位宿舍以

外，在马里以个人名义购置房产的中国居民不多。企业外派人员住在公司内的集体宿舍，个体商户以及个

体劳工出于安全考虑，会就近选择租住地点。如前文所提，马里没有形成有规模的“Chinatown”，中国商店零

散分布于市区内，因此这部分中国居民一般租住在市区内（尤其左岸）较为安全的居民区，偶有形成少数中

国人群租的“中国大院”④，但没有类似世界其他地区出现的成规模的华人居住区。移民结构上的异质性以

及微弱的来源地特征决定了中国移民在马里当地生活中较少形成“成群结队”的现象，大多数人各自为生。
即使如此，中国移民与马里本地人在居住环境中的交集很少，住在集体宿舍内或住在“大院”内的中国人所

呈现给马里人的印象是较为神秘、隐蔽的。因此，与其在马里当地商业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及活跃程度相比，

马里中国移民在当地生活中的“可见度”极低。马里当地人口百分之九十为穆斯林⑤，无论文化、信仰、风俗

方面均与华人社会大不相同。中国移民与本地人的交往多仅限于工作层面与商务往来，生活中的接触极

少，业余生活也局限于少数相熟的同胞范围内。大多数移民抱有“在此过渡”的想法，很难真正融入当地的

社会生活，更遑论参与当地的政治生活。在当地生活中的“低调隐形”与商业活动中的“高调可见”形象对比

之下，结合绝大多数中国移民在马里的“过渡性”居留特征，容易带给本地人以一种“淘金客”的反面观感，

从而使本地居民对中国移民及其在马里的商业活动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早期居留马里的中国人主要从

事援建工作，不涉及其他商业活动。随着中国商人与中国商品的逐步入驻，中国商品的丰富多样与高性价

①法国驻马里大使馆网站 ：“https：//ml.ambafrance.org/Ecoles-francaises-1152 马里的法国学校”。
②引述于网络访谈邱先生（个体商户，2013 年至今于巴马科市区经营食品超市），2017 年 8 月 1 日至 10 日期间进行了数

次访谈。
③Francoise Bourdarias，Migrants chinois au Mali ：une pluralité de mondes sociaux，Paris：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2009，vol. 25 n° 1，pp. 14.
④引述于网络访谈李先生 （矿产类私企员工，2012 年至 2015 年间外派巴马科郊区工作），2017 年 8 月 8 日至 15 日期间

进行了数次访谈。
⑤维基百科：“https：//fr.wikipedia.org/wiki/Mali#D.C3.A9mographie 法国版马里国家概况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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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Mali of West Africa originated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
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early Chinese people who went to Mali were mostly technical experts and SOE （state-owned enterprise）
employee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fter 2000，with the entry of Chinese import and export trading companies，
Chinese businessmen and Chinese goods gradually entered the Mali market，covering the wholesale，retail，catering，accommodation
and other industries，which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ividual labor in Mali. Compared with the survival status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other African countries，the heterogeneity of Mali Chinese immigrants in social occupations，the psychology of“tempo－
rary”residence and their isolation from local life constitute its main features and unique development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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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本地人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对马里当地相对落后的制造业产生较大冲击。而中国进出口贸易公

司以及各大华人商店难免会触及本地批发与零售行业的利益，从而在部分当地人群中催生了一定的民族

情绪与本地保护主义心态，甚至于对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工程建设以及各项经济活动产生反面情绪与误解，

认为是政治层面的等价交换，其本质是对本地资源的掠夺以及对马里市场的垄断，从而落入了某些舆论造

势的圈套。再者，马里是典型的穆斯林国家，尽管被西方国家誉为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典范，但 1990 年

代兴起的穆斯林革命桎梏了整体社会的开放程度①，社会风气保守，对社会活动的道德约束较多，民众对于

酒吧等娱乐场所的接受程度不一。2005 年 3 月，在一场马里与多哥之间的足球赛失利之后，数十家中国酒

吧旅馆被闹事者打砸。同年内，巴马科市区发生了多起针对中国侨民的人身伤害事件②。由此可见，中国移

民与马里本地人的互动关系涉及多个角度，如何在尊重马里本地风俗的情况下顺利开展商业活动，如何与

马里本地居民在生活中友好地接触互动是中国人在马里生存发展的关键。

结论

马里与我国建交已久，中国移民在马里的发展足迹可追溯至 1960 年代起的援建项目，这些项目延续

至今，为马里的基础建设、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民生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从事私人商业活动的中国企业

或个体商户发展起步较晚，从 2000 年开始进入马里的中国贸易公司不仅将品种丰富多样的中国商品大规

模引入马里市场，还带动了从事批发、零售、餐饮、住宿等各个行业的中国个体商户以及个体劳工在马里的

发展，其数量逐步扩大，但在当地的经营活动较为独立，没有形成与非洲其他国家相类似的成规模的华人

商业区以及华人生活区。与这些地区的华人生存发展情况相比，马里中国移民在职业与个人发展轨迹方面

的异质性较强，在各个领域的商业活动中表现活跃，但在生活中基本以个人为单位，游离于家庭环境与当

地社会气氛之外，大部分人将在马里的生活视为“暂时性的”或是“过渡性的”居留。中国人在马里的商业活

动以及中国商品在马里市场的普及给本地人的生活带来了丰富的选择与品质上的提升，马里的市场也为

在此打拼事业的中国人带来了机遇，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为中国人在马里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可持续的轨迹。
与此同时，在一个与华人社会风俗习惯完全不同的穆斯林国家里生存与发展，也对马里中国移民的后续发

展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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