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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来自北非三国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
突尼斯的移民已成为法国移民的主力军。一方面是百年来，三国移民数
随着法国社会的种种变化，
北非移民的社会认
量的激增对移民自身和法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更重要的是，
同发生转变甚至分歧。这一变化对法国社会的安全状况形成冲击。文章以北非移民为视角，
讨论其对法国社
会认同转变的原因，
生存的境况以及社会认同转变后造成的社会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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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非移民在法国接收移民中占主流
十九世纪末期，法国逐渐成为欧洲主要的移民接收
国。20 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前夜，在法国的移民已
占法国总人口约 3.7%（1920 年）。此后的百年间，
移民在
法国人口中的比例持续走高，
2020 年，移民占法国总人
口 10.2%，随着本土居民出生率降低和移民出生率升高
的双重作用，法国成为当今名副其实的欧洲移民大国。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最新统计数据：2020
年，约有 680 万移民在法国生活。其中约 440 万移民非
法国国籍，
240 万移民拥有法国国籍。在移民来源地方
面，
北非移民①在法国移民中占据绝对优势。2020 年，非
洲移民占总移民人口的 47.5%，
达到 323 万人。北非三国
占总移民人口的 29.2%，占非洲赴法移民人口的 61.4%，
共计 198.6 万人 （阿尔及利亚移民占 12.7%、计 86.4 万
人，摩洛哥移民占 12%、计 81.6 万人，突尼斯移民占
4.5%、
计 30.6 万人）。北非三国移民在法国移民中的占比
远高于亚洲移民、北美洲移民、南美洲移民、大洋洲移民
在法国移民中的占比的总和（20.2%）。阿尔及利亚、
摩洛
哥、突尼斯三国分别排在法国移民来源国的第一名、第
二名、
第四名。目前，
来自北非三国的移民在法国移民中
仍然占据最重要的份额。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劳动力缺口高达 300 万，
法国在 20 世纪 20 年
占当时法国总人口的 10.5%。为此，
代到 30 年代多次修改移民法，使得法国可以快速吸收
劳工；并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移民流入国。彼时北非移
民并不是主要来源主体。从 1830 年法国入侵阿尔及利
亚到 20 世纪末，北非移民进入法国开始了一个由分散
到集中的过程[1]。随着 19 世纪末法国在北非地区“直接
殖民”
的统治深入，
同化政策的效用开始显现。北非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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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国地缘相连，导致一部分北非劳工开始流入法国。
截至 1924 年，法国已有 20 万北非劳工。北非成为法国
非欧洲地区的主要移民来源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
维希政府投降，法国被纳粹德国攻破，戴高乐将军将自
由法国的阵地转向北非。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参军成
为北非居民进入法国的又一途径。二战结束后，来自北
非的劳工和军人成为在法国扎根的基础。同时，法国与
独立后的北非三国签订劳工合同，大量北非劳工为了法
国战后的经济恢复而被引进。这些初代移民还是以青壮
年男性为主，在工厂、矿场、港口从事体力劳动。在法国
政府后续的团聚与探亲政策的影响下，女性移民进入法
国，北非移民开始以家庭为单位，其中 1975 年到 1981
年，举家迁入法国的移民占总数的 66.7%。由于文化因
素，
北非移民人数从第二代开始暴增。1968 年，
法国的阿
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三国移民的数量分别为 47.4
万人、
8.4 万人和 6.1 万人；
1975 年，三国在法国的移民
数量分别为 71 万人、
24 万人和 16 万人；七年时间增加
了 49.8%、
185.7%和 162.3%。虽然后续增速放缓，
但北非
三代移民、
四代移民的数量增长依然可观。最近十年，
北
非移民尽管保持着约 20%的增速，但低于法国吸收移民
总数 22.4%的增速（见附表 1）。出现此种结果并不代表
来自北非的移民数量减少，而是近十年来自撒哈拉沙漠
以南非洲移民人数暴增，十年增长率为 34%，而同期北
非三国的增长率为 19.4%。另一方面，
来自欧洲的移民近
十年仅增长 5.3%，在移民总数中份额下降 13.9%。综合
来看，
北非移民未来仍然在法国移民中占主流。
二、
社会认同存在分歧，
北非移民生存现状堪忧
（一）情感转移：
北非移民对法国社会认同的代际差异
社会认同是评价移民生存情况的先决指标。社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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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论的提出者泰弗尔（Tajfel）和特纳（Turner）认为：社
会认同是一种群体的自我认知和描述。社会认同使社会
中的个体意识到自己属于这个社会。同时也能得到作为
群体成员而获得的情感意义和价值意义。情感和价值是
社会认同考量的重要标准[2]。从情感方面考量，
对于北非
移民来说，不同代际对法国的情感存在区别。可以将北
非移民分为五代：初代移民的殖民同化，二代移民的融
合，三代移民的归化，四代移民的分化 [3]，五代移民的未
来。对于初代移民，
移居法国是获得幸福生活的代名词。
法国在非洲采取的直接殖民统治使法语在北非三国得
到推广和普及。当地居民通过语言这一介质进而接受来
自法国的文化教育，同法国本土构成联系。法国在北非
的特殊政策和当地亲法政治家的影响使得本地居民对
法国认同持续加深。法国人在当地的生活方式也使得居
民心生羡慕。而三代移民的境况与初代及二代移民大不
相同。大部分三代移民出生在法国，
尽管生活条件恶劣，
但接受区别于在法国殖民地的法国教育。因此对法国的
认同度在表面上并未降低。然而北非移民的聚集和本身
不同于法国的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还是使得三代移民
在生活中感受到自身同本土居民的区别。对移民社区的
认同要高于对法国的认同。接受更多教育的三代移民受
到法国社会先进思潮和彼时多元主义的影响，更加追求
自身实际的权利。与此同时则是北非移民在法国生活状
“一高一低”
使得三代移民的认同开始转
况的持续走低。
变。受到美国黑人文化的影响，他们开始制造自身的文
化标签，如将标准法语与自身文化特点相结合，形成独
特的移民混合法语。这与强调标准法语的《杜邦法》背道
而驰。另外，
法国社会对北非移民歧视无处不在，
移民首
先在姓名、样貌上被排除在一些求职、参政等重要场合。
即便为了维护社会的多元性，也只是表面的形式主义。
三代移民对法国认同的转变影响了他们的后代。在法国
的北非移民的社会认同逐渐由法国向自身的移民群体
转移。这是提倡统一国民认同的法国政府不愿意看到
的。尽管马克龙上台后，
新版本的《移民法》于 2018 年颁
布，并在随后的几年内多次修正条款，在多元社会的基
底下，使北非移民由强烈的移民社区认同转变为由法国
政府倡导的“法兰西普世价值观”的认同，是挽回目前代
际移民情感认同差异的唯一方式，但过往的历史使得这
一过程异常艰难。北非移民对法国社会的负面认同有些
积重难返。
（二）价值降低：
北非移民生存水平持续下降
经济因素一直是北非移民前往法国的重要原因。随
着三代移民对法国的情感产生转移后，对经济利益的追
求变得更为敏感。北非移民在法国多从事技术含量较低
的体力劳动工作。随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大规模
的去工业化进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比重的减少，大量
从事非专业体力劳动的非洲移民失业[4]。
1.从家庭收入看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相关数据，2018
年，法国家庭成员平均月收入为 1692 欧元，其中，纯原
住民家庭成员平均月收入为 1762 欧元，原住民和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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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合家庭成员平均月收入为 1533 欧元，移民家庭成
来自欧洲
员平均月收入为 1152 欧元。而在移民家庭中，
的移民家庭成员平均月收入为 1448 欧元，来自非洲的
移民家庭成员平均月收入为 1095 欧元。这一收入远低
于生活在法国其他类型的居民的收入，处于法国的底
层，
低于整个社会平均收入的 54.5%。
2.从失业率的统计结果看
无论来自北非未获得国籍的移民，还是已入籍法国
的北非移民及其后代，在 2020 年的失业率分别排在所
有居民的前三名，并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居民的失业率。
值得注意的是，北非移民在获得法国国籍后，失业率不
降反升，成为法国失业率最高的群体。这与北非初代移
民来法的愿景相去甚远。
3.从人口结构看
相比近十年数量暴增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北
非移民的家庭代际更为完整。首先，完整性表现在移民
的年龄结构上。仅考虑目前生活在法国的移民群体，来
自北非三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的 30 岁以下移
民分别占其移民人口的 13.7%、
13.6%、
14.6%，同期来自
非洲其他国家的 30 岁以下移民占其移民人口的 27%；
26.5% 、
而 北 非 三 国 60 岁 以 上 的 指 标 分 别 为 28.7% 、
28.5%，非洲其他国家这一指标为 13.6%。与此同时，移
民后代 30 岁以下移民占比，三国的数据分别为 59.9%、
73.1%、
62.1%，
非洲其他国家这一指标为 83.9%。上述数据
表明：
处在法国移民最底层的非洲移民中，
北非移民未来面
临的压力更大。
首先是青壮年移民占比减少；
其次老龄化严
重，
并面临抚养子女的窘境，
人口红利稍显不足。
4.从工作行业看
2018 年，
整个移民群体中从事无专业技能工作的人
口 占 就 业 人 口 的 35.9%，而 非 移 民 群 体 这 一 指 标 为
33%。由于北非移民大多受教育程度不高，
此项数据的指
标势必更高，也意味着北非移民的收入偏低，工作职位
和时间不稳定，多为小时工、临时工。值得注意的是，移
民群体的退休人口占比远低于非移民退休人口的占比，
可见移民缴纳保险以及获得福利的情况低于非移民，一
定意义上反映出一些法国企业为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
通过移民群体尤其是非洲移民群体的非正规就业取代
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一方面薪资低、
不稳定，
且游离于
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另一方面则是移民群体力量较弱，
无法集中像非移民群体维权[4]。处于弱势的北非移民在
此用工循环中愈发积贫积弱，在法国经济增长疲软的走
势下陷入生存困境。
三、北非移民社会认同变化与法国社会安全的必然
联系
（一）社会安全理论下北非移民与法国社会的失衡
社会安全理论分析的主体是社会，相较于国家安
全，社会安全的影响因素更为软性，如民族、文明、习俗
等文化因素。哥本哈根学派认为：社会安全有必要独立
于国家安全。相对于国家形成模式的固定，社会的形成
需要不同的社会整合。就安全而言，社会安全的主体来
自社会认同[5]。北非移民在法国经过几代的生活和实践，

形成的移民社会与法国原住民的社会多次失衡。20 世纪
初北非移民在法国总人口的占比极少。彼时占比 3.7%的
移民已经在法国社会中开辟出具有相对数量的移民社
会。作为唯一来自欧洲以外的移民群体，北非移民并不
被主流的移民社会接受，仅通过劳动力赚取最低廉的工
资，对法国社会的安全及其他方面毫无影响。二十世纪
六七十年代，法国社会涌入大量高出生率的北非移民，
在助力法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北非移民社会开始形
成并壮大，逐渐在巴黎等大城市的郊区聚集，形成相对
封闭的移民社区。挤占原来法国社会居民的生存空间，
最终导致这些郊区从原住民和移民混居变为单纯的移
民社区。北非移民社区短时间的壮大使得法国固有社会
从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
受到冲击，
二者失去平衡。因此，
末，法国政府又一次调整移民法进而限制北非移民的数
量。1975—1999 年这 24 年间，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
的入籍移民仅增加两万人。与此同时，在法国未获得国
籍的北非居民大幅度减少。以阿尔及利亚为例，
1975 年，
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共 71.1 万人，而 1999 年，数字下
降为 47.6 万。进入 21 世纪，由于法国国内情况的变化，
北非移民的数量重新以不小的幅度增长。此时移民社
会，尤其是非洲移民组成的移民社会不能再被轻易剔除
共和主义同化在法国悄然兴起，
将失去平
或忽视。因此，
衡的社会认同转变为统一的国民认同。相当一段时间
内，法国政府做出了一些努力，如支持移民社区的改造，
加大对移民群体教育的投入，禁止在媒体中公然歧视移
民群体等。但移民社会和法国社会依旧处于本质上的失
衡。社会安全理论的代表学者巴里布赞认为：社会的脆
弱性导致了社会威胁，但并不代表社会中只存在一种导
致社会脆弱的原因。移民、社会的横向竞争和纵向竞争
是危害社会安全的三种威胁[5]。北非移民所构建的移民
社会与法国社会的不平衡未来将进一步加剧。法国政府
所倡导的国民认同回避了移民与传统法国社会的巨大
差异。看似尊重多样化的表面实则是背后文化的冲突。
当社会中出现另一个通过特殊文化习俗而维持的其他
群体时，原有社会将受到威胁。目前北非移民的社区主
义正向这个方向发展。社区内已出现自有的文化定义和
文化工具。社区内独特的移民法语强化了移民社区的独
特性，并时而反作用于固有的法国社会。北非移民和法
国社会的分歧将继续扩大。双方在未来发生更大幅度的
失衡在所难免。
（二）北非移民社会认同变化对法国社会安全的冲击
认同的偏差和移民群体的固化导致移民将自身异
于法国国民的身份，并开始与法国社会展开竞争。一些
威胁法国社会安全的极端事件开始与移民群体产生联
需要明确在移民社区出现后，
来自
系。在进一步讨论前，
北非的非法移民、难民增多。移民社区的庇护首先就威
胁到法国的社会安全。大量移民引发的社会治安事件开
始困扰巴黎等大城市。严重时则出现大规模的社会骚乱
和社会危机。如 2005 年的巴黎骚乱以及 2017 年的戴奥
事件。前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后者则通过总统出
面才得以平息。而目前对法国社会安全更大的威胁，则

是部分北非移民认同转向极端主义，进而对法国发动恐
2010—2020 年，
法国共遭受恐怖
怖袭击。据不完全统计，
袭击（含潜在）共计 179 起，其中有关北非移民的恐怖袭
击共 22 起，
造成的死伤人数多达 1310 余人[6]。之所以造
成如此大的伤亡，一些被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蛊惑的北
非移民起到关键作用。如查理周刊事件中，案件的主犯
是在法国出生的四代北非移民，并已娶妻生子。由于经
济条件较差，子女较多，教育程度不高，并具有抢劫偷窃
等不良嗜好，因此导致频繁的失业和被社会边缘化，最
终导致其陷入激进主义宣传的蛊惑，帮助极端主义里应
外合，
造成震惊世界的惨案[7]。北非移民社会认同转变的
极端化对法国的社会安全是巨大的。这种认同的转变客
观来说是安全问题全球化背景下，恐怖主义的全球扩
散，法国作为拥有较多移民的西方国家必然受到恐怖组
织的注意；主观上，法国社会在处理移民尤其是北非移
民问题时出现弊端，而北非移民尤其是青年移民在对法
国社会认同转变后的认同空虚，以及自身生存境况不
佳，容易被恐怖主义的极端意识形态渗透，成为北非移
民对法国社会安全的强烈冲击。
四、
结语
北非移民认同的分歧始于在情感因素和经济价值
得不到基本的满足时，进而转向内生性的封闭，开始在
陌生的国度自我建立新的认同和价值。在现代国家中，
这种封闭的群体必然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最直接的
是对社会安全造成较大的冲击。作为少数外来者的北非
移民，不同于法国的文化特质以及自身的无序性成为法
国本土社会与之隔绝并加以歧视的理由，也为法国的社
会治理带来难度。但北非移民给法国带来的贡献不可磨
灭；北非移民在法国未来还将长久存在的事实应该被重
视。如何构建新法国人的共有认同，改善北非移民为代
表法国移民的生存状况，平衡移民社会和固有社会的关
系，是维持法国移民社会稳定、法国社会和谐的核心问
题。这些都将是法兰西社会面临的新挑战，显然这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①本文北非移民的范围为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
哥、
突尼斯三国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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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11—2020 年 法国接收移民人数
移民来源地

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

突尼斯

北非三国

非洲

欧洲
所有国家

类别

2011 年

2016 年

2020 年

增速/%

人数/万人

73·7

80·8

86·4

17·2

占北非三国数比/%

44·3

43·9

43·5

·1·8

占非洲总数比/%

30·6

28·5

26·7

·12·8

占移民总数比/%

13·3

13·0

12·7

·4·5

人数/万人

68·0

75·5

81·6

20·0

占北非三国数比/%

40·9

41·1

41·1

0·5

占非洲总数比/%

28·2

26·6

25·3

·10·3

占移民总数比/%

12·2

12·1

12·0

·1·6

人数/万人

24·6

27·6

30·6

24·4

占北非三国数比/%

14·8

15·0

15·4

4·0

占非洲总数比/%

10·2

9·7

9·5

·7·0

占移民总数比/%

4·4

4·4

4·5

2·3

人数/万人

166·3

183·9

198·6

19·4

占非洲总数比/%

69·0

64·9

61·5

·10·9

占移民总数比/

29·9

29·6

29·2

·2·3

人数/万人

241·0

283·4

323·0

34·0

占移民总数比/%

43·4

45·6

47·5

9·4

人数/万人

207·8

220·0

219

5·3

占移民总数比/%

37·4

35·4

32·2

·13·9

人数/万人

555·4

621·8

680·0

22·4

数据来源：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
附表 2 2020 年法国各类居民失业率（%）
阿尔及
类型

突尼斯

其他非洲
摩洛哥

利亚
移民

欧
非洲

国家

入籍
移民

洲

法国国籍

全法

居民

居民

原住民
移民

21.4

16.1

15

14.8

15.9

8.5

13

12.2

—

—

—

17.3

16.2

20.2

17.5

16.6

7.2

—

12.2

—

—

—

—

—

—

—

—

—

—

—

6.9

7.5

8.1

入籍
移民

数据来源：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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