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纽约文化沙龙，今天这么冷大家都来这么多让我觉得非常感
动，希望我今天的内容能让大家满意。 
 
我叫游天龙，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Justice Studies的博士生三年级。这个Justice Studies比较

难翻译，国内的媒体翻译成司法研究，其实不准确，其实这是一个law and sociology的交
叉学科，所以我是法律和社会学都不精通的类型。我是比较不务正业，生活中相当一部分
时间用在搞一个叫做选·美的自媒体，专门介绍美国的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
的内容。我们最大的特点是写手的专业性极强，很多撰稿人都是美国各高校的社科博士生
，我是里面最渣的一个了。我们的播客经常在iTunes中国的News and Politics排前十，还因
为播客搞得有声有色上过《纽约时报》。欢迎对美国真正感兴趣的朋友添加我们的微信号
，iamelection，播客xuanmei.us。我们还有付费的项目，在一个叫做知识星球的app上，我
们每一篇微信文章都有知识星球的二维码，每天更新快评、研究、综合等等。 
 
广告再打估计主人家要赶我走了。 
 
这是我第三次来沙龙，前两次是谈孤立主义历史和世界格局，其实在那里领域我都是业余
爱好者，属于在台上坐讲座下面就有真专家给我发微信纠错的水平。今天才真的是来分享
我专业领域的知识，所以我觉得比较有底气站着把活动做了。 
 
什么是移民问题 
 
移民问题现在似乎是各国政治都绕不过去的问题。美国大选我们都知道了，Build that wall
，Get our country back；然后今年H1B的RFE比例历史最高，通过率新低；我相信在座的
各位或许都能抹上两把辛酸泪或者听过几个伤心的故事，如今的美国是个斯坦福的JD都
未必能拿到工作签证的年代。而在欧洲，移民问题也早在叙利亚难民闯进去之前就非常尖
锐，大家或许还记得2011年7月22日在奥斯陆杀死七十多个人的挪威的极右翼分子安德斯·
布雷维克，而他的主要诉求就是提出一个叫做《2083：欧洲的独立宣言》的反伊斯兰教、
反女性主义的宣言。而在法国国民阵线也不是第一次杀入第二轮了，早在希拉克时期老勒
庞就入围决赛，而2012年的中右派的萨科齐政绩乏善可陈于是在总统大选大打移民牌。而
法国的马格里布移民多年来社会隔离、融入困难、失业率高等问题一直困扰法国。英国，
已经脱欧的英国似乎不应该放在这里讨论哦？不过英国自二战以后也面临南亚和加勒比移
民“入侵”的问题，欧盟成立以后英国又成为东欧移民的最终目的地，导致英国国内移民问

题从人口比例上来说也是非常严峻。而一些过去的移民输出国，比如意大利、西班牙和希
腊，自90年代以后纷纷变成了移民输入国，我们温州人在西班牙鞋厂被焚烧已经是十几年
前的新闻了，2011年利比亚被北约轰炸后引发的难民潮涌入意大利甚至引发贝卢斯科尼宣
布意大利进入紧急状态连法国都不得不打破申根协议宣布控制法国-意大利边境，而希腊
和土耳其这两国数百年的恩怨情仇则在最近的叙利亚难民问题上旧债未了又添新仇。就连

一些我们一般想不到的国家，比如卡塔尔，都会有移民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杜拜塔吧？
2006年那里爆发了很大的罢工示威，南亚东南亚的移民工抗议卡塔尔克扣工资、工作条件
恶劣等等。你能想象么？卡塔尔，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国家之一，而他们的这些富丽堂皇
其实也是建立在移民的血汗之上，而他们还不肯给钱！这样的包工头，感觉和从政之前的
川普挺像的哈。而像日本的韩国移民、人口贩卖问题；韩国的脱北者群体；马来西亚的多
民族问题；缅甸的罗兴亚危机；中美洲的内战、索马里的恐袭都是和移民有关联的政治问

题。 
 



而移民问题也不仅仅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美国人最爱说的就是移民抢走了他们的
工作，不管是高端的亚裔码农还是低端的西语裔劳工，反正美国人没了工作就赖移民。工
资上不去，世界各地的人不怪资本家心黑，只怪移民压低工资；工作外包出去，世界各国
的工人阶级不怪资本无国界，却怪人口流动处处受限。而移民对经济的影响也不仅限于就
业市场，我们还创造就业对不对？虽然移民人口在美国只有14%，但我们开办了25%的新
企业，雇佣了十分之一在美国的劳动人口，而福布斯五百强企业有一半都是移民创办或者
合办的。 
 
而移民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我们来美国都有一个或多或少的融入过程，语言上文化上生活
习惯上，而这个“融入”问题本身就是移民研究的一个大领域。还有认同问题，我们移民都
是用脚投票的，大家来美国，多少认同一点什么，不管你是认同自由灯塔追求工作机会，
而在这个全球化时代的认同也变得非常复杂。过去漂泊海外和母国最多也就是藕断丝连，
而现在借助科技和强大的移民社区完全可以过着在美国的中国生活，那这种认同到底怎么
看？是认同中国？还是认同美国？还是同时认同？或者是都不认同？ 
 
还有这些文化，我在活动介绍的时候说了，任何文化都是移民参与创造的，比如美式中餐
，这俨然已经成为一种饮食亚文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独立菜系了，这当然是中美两国文
化交融的产物。文化还有比较残忍的一面，比如西班牙殖民者强迫土著接受天主教，但你
去墨西哥或者我们亚利桑那去看天主教堂，他们信奉的有些圣人其实是土著神话人物的转

变，这本质上和基督教把异教节日借为己用搞出一个圣诞节来拉拢异教徒本质是一样的，
都是文化糅合的产物。还有我们的云冈石窟，那里的佛像就有明显的中亚民族的影子，更
像阿富汗人而不像东亚人。 
 
教育问题也是移民问题，为什么华裔移民大学升学率比墨西哥裔要高？这就是我导师周敏
教授几年前的一个研究，出了一本书叫做Asian American Achievement Paradox。还有教育
和歧视，一些学校政策的调整，反校园霸凌措施的实施对于少数族裔孩子成绩的影响。 
 
还有我们都知道的移民社区，为什么纽约的第二个华裔社区会出现在法拉盛？ 小意大利
为什么和唐人街挨着？为啥森林小丘的犹太人是俄罗斯来的？这都是我们移民研究者们关
心的话题。 
 
这有了移民社区就有斗争，比如洛杉矶郡的罗兰岗当年华裔和白人争选议员；比如爱尔兰

人当年和黑人抢工作，爱尔兰黑帮控制纽约政坛。而移民不仅仅是国内政治，还涉及国际

政治，一战的时候美国七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参战国的公民，二战之前日裔在加州就被视

为国家安全隐患后来被关进集中营，冷战时期华裔被重点盯防，9/11以后阿拉伯裔移民甚
至所有大胡子都被另案处理。 
 
刚才说的那些都是移民问题，其实还有一些看起来不那么移民的问题，其实也有移民的成
分在。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巴以问题吧？巴以问题最初就是犹太复国运动，或者说“欧
洲的犹太人搬回巴勒斯坦”的运动，这个典型的移民问题闹得。而现在巴以冲突的一个重
要问题就是犹太人定居点问题，这也是移民问题；还有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公民权问题

，这还是移民问题；还有以色列建墙搞得巴勒斯坦支离破碎，这还是移民问题；还有多次
中东战争制造的巴勒斯坦、黎巴嫩难民问题，这更是移民问题。所以当大家把巴以问题看
成区域政治问题、冷战问题、国际关系问题、能源政策问题的时候，我其实是把它看成移
民问题的。还有美利坚独立战争，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移民问题。你们看这里面多少移民



元素：这些革命派都是移民，这些效忠派也都是移民，他们接受的思想是漂洋过海“移民”
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则是这些移民西进被英国政府所禁止而引发的冲突，另一个则是严重
伤害移民经济的航海条例和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或者说远古时期的部落战争，很多时候打
仗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奴隶当廉价劳动力，这本质上和几千年后欧洲人去非洲掠夺黑人去美
洲做奴隶一样，都是所谓的forced migration……在我看来，这世界上几乎都是移民问题。 
 
19世纪的移民时代 
上一次大规模移民是19世纪中期到一战，欧洲有近6千万人迁移到南北美洲，就人口比例
而言，可以说比现在这波移民潮的规模还大。但和现在不同的是，那时候的移民潮很难称
之为全球移民，只能说是跨大西洋移民，地域局限性很强。你或许会说那时候也有华裔日
裔迁往美国，日裔还迁往秘鲁和巴西等南美洲国家，华裔下南洋等等，但那时候跨太平洋
移民的规模和跨大西洋移民的规模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为什么移民政策会失败 
 
我们移民研究界的一哥，Stephen Castles，之前是牛津大学移民研究中心的主任，曾经做
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梳理了一遍主要移民接收国的移民政策，发现这些政策，几乎全
部，都在不同程度上失败了。 
 
澳大利亚是这里面最失败的。这鬼地方从1788年英国人定居开始，就觉得自己被人口动辄

数以百万计的亚洲邻国们给“威胁”了，这都什么鬼。 然后他们在1901年建立自治领的时

候，最早的几个法案之一就是所谓“白澳政策”，黑人黄人红人都不要只要白人。这政策和
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个移民法规定美国只要free white men一样政治不正确哈。他们在二
战后痛定思痛，觉得自己领土面积堪比美国但人口只有美国零头，非常危险非常不安全，
不能再让日本人占了几个珊瑚礁的悲剧重演，于是开始吸引移民。一开始他们误以为可以
吸引到英国人，觉得英国在走左倾道路，英国那些热爱自由热爱小政府的保守派会移民到
天高皇帝远的澳大利亚，结果来的不是英国人而是二等欧洲人，也就是意大利希腊之类的
地中海欧洲人。然后他们天真的认为，好歹也是白人，我们就文化上同化他们好了，结果
又失败了。然后70年代嘛，欧美经济不行，澳大利亚不得不加强和亚洲的贸易，这贸易增
加了，人口流动也频繁了，亚洲人移民去澳大利亚的越来越多，印度的、香港的、东南亚

的、然后现在中国的，白澳政策无以为继，最后澳大利亚现在成了世界上族裔最多元的几
个国家之一，还在90年代中期改弦更张官方推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可以说花了一百年的
功夫买了一个教训。 
 
德国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二战后德国百废待兴对吧，所以搞了一个客工计划，从土耳其
引进劳动力。他们天真的认为，这些人来了，为德意志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然后干几年
就会回去了。这思路和我们天朝的北上广户籍制度思路是不是很像？然后这个没有人性的
政策当然失败了，1973年因为经济滞涨德国停止了客工计划，但新移民还是在进来，因为

这些Guest workers是有老婆孩子亲戚朋友的，而且移民们组成了自己的社区，并逐渐发挥

了自己政治上的力量，最后到了90年代德国政客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人不是客工而是永久移
民，而他们1999年的公民法也不得不从血缘关系转到出生地关系，并在2001年官方确认德
国现在而且一直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大家想想，一个曾经强调血统纯洁、甚至为此屠戮了
几百万人口的德国，最后成了一个移民国家，这画风转变的速率算是非常惊人了。 
 



美国1965年移民法就更加失败了。我们现在用的移民法的主体还是1965年那个法案的架构
，当初约翰逊总统在签署的时候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改进，把早就该做的事情给做
了。那么这个早就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一战后实行的移民配额制度，那时候美国给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名额，北欧国家的人据说勤劳肯干长得美所以就名额多，南欧国家好吃
懒做长得美所以就名额少，亚非拉国家落后愚昧文化不同所以就不给或者几乎不给名额。
排华法案在1942年废除以前中国是没有名额的，但废除了以后也就是象征性的给了一百多
人的名额。这个配额制是非常非常种族主义的，冷战时期成为自由灯塔的一个黑点，经常
被苏联拿来抨击美国，所以美国政府就趁着民权运动的热潮在1965年对移民系统大改革，
变成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体制，主要是亲属移民职业移民，弘扬家庭团聚的理念等等。但
那时候为了通过这个法案难度并不小，因为民主党南部势力还是很顽固的，担心会有大量
有色人种涌入美国让美国国将不国，然后当时的麻省参议员Teddy Kennedy就劝他们说，
我们这个移民法案啊只会吸引欧洲的白人来，我们白人最重视家庭，所以已经移民美国的
意大利裔希腊裔会把他们七大姑八大姨都申请来。结果我们都知道了，民主党南部派才是
高瞻远瞩的那一派，1965打开国门以后，来的最多的其实是西语裔，这个我等会儿会说，
而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是亚裔，过去亚裔在美国是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结果现在已经非
常visible了。如果从立法者原意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失败案例。 
 
而且大家要注意的是，德国、澳大利亚、还有我们生活的美国，都不是所谓的失败国家，
都是有强大国家机器、社会治理水平相当高的经济强国。你说非洲那些国家，边境在哪都
搞不清。是真的搞不清，我一个朋友在非洲做研究，他们自己村子的边界在哪里都不知道
，用的地图要么是自己土著们的那种神地图，或者是几十年前殖民者给他们画的地图。这

样自己治理自己都有困难的国家，移民政策啥的都是扯淡，连土地政策都没有。但为什么
美国这些强国也不可避免会在移民问题上束手无策呢？ 
 
1. 
一个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原因是，自由世界的这一套“防止入境”的政策体系其实是90年代
才彻底完善起来的，本身就是对突变的世界局势的一个亡羊补牢的失败应对。移民，是涉
及两个国家的事情，你离开移民输出国，前往移民输入国。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多理所应当
的事情，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比如申请并获得护照。虽然现在中国还有一小撮人办护照
比较困难，但总体而言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可以拿到护照。可这在改革开放前是基本不可能
的，甚至在90年代你要出国留学都要单位批准、自掏腰包还国家的培养费等等。我们十年
浩劫的时候乃至更早的时候会有漫山遍野的人爬去香港，一方面是要吃饭，一方面是他们

没有办法获取到合法的旅行证件，也就是护照，所以不得不采取这种不合法的出入境方
式。而这种禁止离境的政策和现象，也不是中国独有。早在重商主义时期，欧洲各国把人
口和技术工人看作是赋税来源，禁止人口流动，比如法国西班牙和德意志诸国都是如此。
后来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也是禁止技术工人离开，而那时候法国俄罗斯美国和
德国则大力招募英国工人和小企业家。到后来我们知道俄罗斯帝国不给犹太人发护照，第
三帝国剥夺犹太人公民权，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法西斯政权禁止移民迫使很多西班牙葡萄牙
人翻越比利牛斯山偷渡进入法国谋生。而苏东各国基本上都有类似的禁止或者严格限制移
民的政策，最著名的就是柏林墙，现在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中朝和朝韩边境。 
 
我举了这么多例子，不光是说这事情源远流长，而且还想说，正是这些国家的政策，导致
美英法德等国家在移民政策上变懒了，长期停滞不前，没有动力和压力去改善移民制度。
他们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根本不用担心应对移民潮的问题，因为人口流动不起来，而
这些国家之间人口流动规模则很小。美国直到1980年才有了《难民法》，这也是迫于越



战、柬埔寨和中越战争产生的难民压力，而这1980年的法律可以说是拉开了序幕。躺着就
占据道德制高点的自由世界很快就遇到了麻烦，因为短短十几年间天下大乱，先是西班牙
等法西斯国家政权更替和平过渡，然后中国越南先后改革开放，然后苏东阵营突然崩塌，
这搞得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根本来不及应对汹涌而至的移民潮。之前移民这一块的立法是
非常非常粗糙的，大量我们现在熟知的条款都是90年代和21世纪添加上去的。 
 
2. 
第二个原因就是殖民后遗症。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各个国家占主流的移民，大多数是他们过去殖民地来的。比如英
国的移民是南亚来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还有一些是加勒比海来的，比如英属维珍
群岛。法国的移民很多北非的，也就是所谓的马格里布移民，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
尼斯。我们认识的很多法国球星，可能这里有代沟哈，像齐达内，就是阿尔及利亚后裔的
法国人。美国的移民则很多是来自其势力范围，比如日本移民就和美国强行开门有关，菲
律宾移民是因为菲律宾是美国殖民地，而西语裔移民则自然和墨西哥和中美洲是美国后院
有关，而美国西部本来就是从墨西哥那里抢来的，无数墨西哥人等于一夜之间成了美国人
，那自然给他们在墨西哥的亲戚朋友们开辟了以后移民入籍美国的道路。 
 
那么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就很难办了，作为前宗主国，这个国家如果因为独立治理不好，宗
主国经常会背锅的，毕竟你殖民人家几百年什么资源都抢走了，不好丢个烂摊子给他们对

吧。而且那些国家的经济体系很多时候也是被改造成有利于宗主国，一盘大棋对吧，所以
政治独立了经济上还是严重依赖甚至会出现经济脱钩导致崩盘的情况。而这时候这些前殖
民地的人要逃难，自然首选前宗主国。而且就算不逃难，很多前殖民地的人在殖民地时期
就拿了宗主国护照，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国家，独立以后随时可以去嘛。举个例子，比如香
港人独立前很多人有英国护照，回归前夕很多香港人怕大陆搞共产就去了英国。而像80年
代墨西哥经济崩溃固然有墨西哥自己治理的问题，比如寅吃卯粮竭泽而渔的开石油大支票
，他们70年代发现了大量石油，但另一方面美国银行家纵容他们政府借贷，人家经济崩溃

以后又不允许人家债务重组一定要还钱，还借此机会逼迫墨西哥加入当时美国和加拿大在
进行的北美自贸谈判，把墨西哥经济和美国深度融合，这等于就是增加了很多墨西哥人和
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联系，给他们以后去美国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而这又制造了反向的问题。过去都是欧洲国家去别地方殖民，但这也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
河西。特别是很多国家为了吸引移民出台了各种多国籍的政策以后。比如说意大利允许爷

爷辈是意大利人的人申请移民意大利，这其实针对的就是阿根廷人和意大利裔的美国人。
19世纪很多意大利人移民去了阿根廷，而阿根廷曾经经济非常好，人民非常富裕，意大利
这其实跟我们吸引海外华侨回国投资一个道理，之前意大利国脚卡莫拉内西就是阿根廷人
最后选择了意大利国籍代表意大利出战。像中南美洲很多国家对本国移民美国的公民允许

保留国籍。这些人回去，自然也不是人人都像卡莫拉内西那样好，他们回去也等于是移民
，也会有文化差异，也会有认同上的障碍。比如你说梅西算是阿根廷人还是西班牙人？国
籍上他是阿根廷人，也代表阿根廷出战，但他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甚至说话口音都更接近
西班牙人了，甚至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人了，毕竟他十几岁就在巴萨学习生活工作。如
果他当年选择了西班牙呢？或许早就拿了世界杯欧洲杯了吧？这当然只是梅西个人的杯具
，但是回到母国遭遇困境的人多了。之前我们ASU人类学教授做的研究就是巴西裔日本
人回日本遇到的困难，我认识UMass一个教授做的华裔高学历海归回国就业遇到的性别差
异对待等等。这都是殖民和反殖民所导致的问题。 



 
3.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 
 
学界经常在争论这个全球化到底起于何时，我们都以为全球化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因为

这个全球经济融合加速其实也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WTO成立、中国进入美国主导的金
融贸易体系、苏东剧变、新自由主义兴起和传播等等都是全球化加速的标志性事件。但有
的学者认为，全球化应该从大航海时代算起，那时候世界各国的经济就开始互相影响，比
如美洲的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减少导致明朝后期财政困难缺少经费剿匪和征东最后灭亡就
是一个全球化早期的一个典型事例。那么这一波全球化的特点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器
大活好水分多。器大，指的是运载工具的庞大，现在的飞机游轮火车体积速度都是历史最
高 
 
而这些全球化的渗透，一方面让发达国家，特别是跨国企业，可以从世界各地更有效率的
汲取资源和创造利润，最典型的就是产业外包。然后也可以更好的传播西方的生活方式和
价值观，我们可以在世界几乎任何地方看到好莱坞电影、迪斯尼动画，字幕组等等。全球
化的好处我们大家都可以说上几句，比如如今在纽约可以吃到很多正宗的中国食物看到芳
华，这都是全球化进一步加深的表现，说明全球化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多方向的。 
 
但全球化也带来一些过去没有的问题。比如说，你天天给非西方国家灌输西方生活方式优

越性，人家自然很想来啊。过去能接触到西方生活的人群很少，可能只有各个国家的上层

，比如我们江青同志就喜欢看好莱坞电影去批判对吧。但现在人人都看，人人爱看，生活
方式也现代化了，大家自然很想出国啊，不管什么阶级都有这念头，且不说以后回来不回
来。 
 
4. 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这些移民政策之所以被看作是失败，那是因为你觉得他们是失败才称其为失败。这比较绕

口哈，不过你想，为什么川普他们觉得穆斯林不融入主流是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把融入
主流定义为“常态”，那么不融入主流自然就是“变态”。类似的主张，在美国历史上出现过

很多次，比如排华的时候美国人说中国人的文化很低级很落后，所以要赶走。当然现在很
多人肯定不这么认为了，不然我们国内也不会努力去恢复女德等传统文化了。一战的时候
排挤德国移民也类似，我们伟大副统帅出身的印第安纳州曾经是3K党的重要据点，在一
战前后搞All American的排外运动，强迫德裔社区不得用德语做主日崇拜、不得开设德语

学校、不得印刷德语报纸。这些都是什么呢？这些都是民族主义嘛。19世纪一系列的民主
革命其实都和民族主义革命交织在一起，所以在那个工业化时代，虽然民众获得了前所未
有的自由，但从臣民状态升级为公民的过程中也第一次面临了民族认同和国家归属感的问

题。在过去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谁做皇帝国王对于交税的老百姓来说

没有差别，国王对于自己治理的百姓是哪个民族也没有兴趣分辨，所以才有哈布斯堡王朝
这样多民族帝国在民族主义时期不断瓦解的现象。 
 
正是因为有了民族主义，我们现在也不期待能短时间进化到天下大同的社会，才有各种各
样的反移民的问题和现象，美国历史上和川普现在干的事情不提。英国在19世纪晚期也立
法排斥东欧犹太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曾立法排斥过亚裔。法国早在19世纪末就遇到人
口增长困难的问题，所以法国就转而推动移民融合培养爱国主义，甚至在1889立法专门征
召外国移民加入法国应对即将到来的法德冲突。而德国当时也很好玩，那时候担心东部的



波兰移民玷污了他们日耳曼宝血，所以立法搞得波兰移民无法定居，这套立法叫暂住证，
后来很多国家管理移民都采用了这套体系，卓有成效。 
 
5. 民主体制 
在移民研究界我们称之为“自由的诅咒”。移民接收国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你国家不发达
大多数人也不去对吧，然后发达国家大部分都是民主共和国，那么民主共和国基本上都是
宪政体制，那么宪政体制自然就有各种宪法保护，就会有一套复杂的程序，比如抓了以后
给你念miranda warning啊，抓你得有真凭实据啊，抓你得上移民法庭啊，抓了你你还可以
请律师啊，可以基于各种理由申请immigration relief啊，比如什么美国公民的配偶子女父
母因为你被递解而可能遭受unique and extraordinary hardship啊等等。 
 
这导致什么？自然导致政策很难不打折扣的推行嘛。比如你要遣返1100万非法移民，这真
就只能口头说说。首先你没这么多移民法官，现在移民法庭已经是超负荷运转很多年了，
自小布什时期开始虽然法官人数不断增长，但这处理案件速度在降低。没办法，法官工资

不高，肯定不如做律师赚的多，流动性比较大。然后最近几个总统抓非法移民一个比一个
多，奥巴马都是被成为deporter in chief了，工作量自然很大，然后这遣返的速率就下降
了。而归根结底，就是因为美国讲程序正义，起码宪法还是顶个球的，所以你再激进的政
策经过这现行体制一弄，都没法获得期待的效果。 
 
但这在别的国家就不是啊，比如第三帝国前面说了你犹太人想走都不能走，比如很多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苏联东欧东南亚加勒比海共产主义国家，效率那叫一个高。你看，古巴八十
年代一口气送了了几十万罪犯给美国，柬埔寨短时间把国家经济政治体制搞砸送人民上山
下乡，越共排华等等，这些砸窗户破门打砸抢的赶人走的移民政策在以低效率而闻名的民
主国家比较难出现。美国的确也有日裔集中营，但那其实也是酝酿了几十年的新仇旧恨的
算总账了。 
 
而民主社会意味着观念的不统一，有反移民的就有亲移民的，上至主要政党、州市政客、
下到基层社区组织和法律援助机构，就会让很多反移民的政策出不了南草坪。比如我们知
道川普的旅行禁令出来以后ACLU和几个蓝州的总检察官就把案子打的满天飞，就算最后
高院同意了，他们还能继续找到问题来和领导唱反调。 
 
而美国繁琐的立法程序和联邦制也搞的反移民非常困难，而不获得国会立法行政权只能在
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腾挪。但国会立法我们也看到了，联署、各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众议院
的听证会、参议院的听证会、两院的各自表决、两院的联合会议弥合法案分歧、两党的矛
盾、党派内部的纷争、CBO的评分、各个利益集团的游说、白宫的态度、司法挑战的威
胁，就像福山说得，美国是否决政治，到处都是可能让事情功亏一篑的否决点。你要搞亲

移民的移民改革，美国在2006、2007、2013都尝试过都失败了，那么你要搞反移民的移民
改革，我也不乐观。去年共和党控制了白宫、国会两院和最高法院，结果年底还是各种程
序上突飞猛进才通过了税改，共和党还会不会有这么团结？我看很难。而且就算搞了反移
民改革，奥巴马医保殷鉴不远，2010年通过以后直到现在都有针对奥巴马医保的司法挑战

源源不绝，反移民改革，我指立法这块，前景并不容乐观。 
 
6. 理性的局限 
任何政策失误最终其实都是政策制定者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或者说被政策给管制起
来的那些人其实比政策制订者想象的要聪明。就举个三十年前的修墙的例子。修墙不是现



在的事情，更不川普第一个搞的。1986年移民改革就有加强边境执法的条款，在两个主要
偷渡的关口，加州的圣地亚哥和德州的El Paso，加强了保护，修了很高的边境墙，栅栏

，铁丝网等等。90年代克林顿政府在边境也很多动作，什么守护国境线行动等等，很大张

旗鼓的。表面上看，这两个地方的偷渡客的确减少了。但墨西哥人为什么要移民？人家国
家经济自80年代就开始崩溃，人家总得寻活路。这就跟你闹饥荒了，得让人去逃荒对吧，
拦着不让人走的做法总是不对的。同样，你不让墨西哥人进来，但人家没有工作肚子饿的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别人不会因为你关了加州和德州就做在家里等死用爱发电画饼充饥

对吧。所以他们走哪里偷渡呢？于是就走我们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我们AZ过去没
有很多墨西哥移民的，很白的州，现在西语裔人口有三成多。而因为大量西语裔涌入，导

致亚利桑那州强烈的反移民情绪和政策，结果西语裔移民进一步扩散，前往内华达州和科
罗拉多州，甚至迁徙至东边的北卡，最终导致墨西哥非法移民问题从加州德州的地域性问

题变成全国性问题，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科罗拉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如今都从过去的
红州变成了摇摆州。而且反移民搞得移民越来越多，因为边境抓的严了，过去circular 
migration被打破了，偷渡成本提高了，西语裔更多的选择留下了，选择要想方设法加入美
国国籍了，结果等2000年人口普查一看西语裔怎么人口这么多的时候大家都傻眼了，辛辛
苦苦反移民结果还越来越多了。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不管是共和党的里根老布什还是民主
党的克林顿，都低估了，或者压根就没有考虑人民群众的智慧、隐忍、决心和行动力。简

单来说，靠新自由主义制定政策，把人都想象成趋利避害的理性人 
 
 
 
 
 
制订移民政策的考量与盲点 
 

1. 市场与经济  
在经济学家看来，移民就是一个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地球人来美国，不管
你是投资移民来的，还是偷渡边境来的，终极目的都是认为来美国能增加你长期的
收入。比如我们来美国读书，是因为美国的学历更受承认，能让我们找到更好的工
作。非法移民来美国打工，虽然是很辛苦的工作，但他们赚的肯定比在自己老家
多。同样的，如果美国赚的不多，或者赚的没有别的地方多，移民就会去别的地
方。比如这几年海归年年都是历史新高，比如2008金融危机之后几年连墨西哥移民
净增长为负数。 
 
正是因为移民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因素所驱动的，制定政策的官僚们就认为，只要调

节移民们出入境的成本，就可以整体上调节移民的规模。比如德国政府在1973年石
油危机之后认为德国的移民劳工规模太大了，只要强化劳工招募体系中的暂住原则

，给移民长期居留德国制造困难，这些不再受欢迎的土耳其人就会回去。具体做法
我就不说，在北上广呆过的外地人都知道哈。德国遭遇的失败我们都知道了，类似
的事情也发生在一战前德国鲁尔区针对波兰移民的政策上，两次大战之间法国针对

波兰和意大利移民的政策上。别说这些移民输入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那些移民输

出国也没明白发生了什么。土耳其和阿尔及利亚这些国家一开始也都抱着自己的移
民出去学习法国德国先进的生产和管理经验以后会回来报效祖国，但这好事当然没
有发生。 
 



2. 社会与关系 
但移民，从个体上来说更接近经济行为，但从整体来看却是一个社会现象。移民研
究有一个词，叫chain migration，这个词现在很火，隔三差五就会上推特热搜，原
因你们知道伐？但其实啊，从川总统用这词就可以看出，共和党的移民思维还停留
在五十年前，我们移民研究界早就不用这个词了。Chain migration，顾名思义，就
是移民像链条一样，先来了一个，然后定居，然后就把老婆孩子兄弟姐妹爹妈都接
过来，然后老婆孩子兄弟姐妹爹妈又把他们的老婆孩子兄弟姐妹爹妈给接过来，然
后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最后形成了移民社区，在异国他乡部分的重建了自己的家乡

，于是有了唐人街、小意大利、韩国城、小东京、犹太人社区等等。 
 
那为什么我们搞研究的现在不用这个词呢？因为这个词太肤浅，没能解释解释为什
么一个人定居下来就能牵动那么大一群人跟着移民，因为移民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在新国家安居乐业也不是能保证成功的事情，于是我们就观察出一个新现象，称
之为“移民网络”。你看，从这一根线的链条发展为多线程的网络，是不是高大上了
很多？那这移民网络是什么呢？ 
 
比如我们来了几个移民，他们刚开始肯定很辛苦，筚路蓝缕的。大家租房子会遇到
困难，找工作会遇到歧视，申学校遇到很多潜规则等等，因为你不懂嘛，新国家新
环境新法律，你肯定会碰壁会遇到挫折然后好不容易才搞定这些事情。可是这对于
你后面来的移民来说就相对容易了很多，他们来了认识你们后就会避开你们当年的
坑，虽说不能完全解决外部的结构性困境，但是应对能力要强了很多。而他们之后
再来的新一拨移民则可以拿到更多经验包，不仅在就业住房法律生活各方面的额外
成本会降低很多，社区的发展也会逐渐出现很多制度化的草根组织，比如教会、同
乡会、小商业、餐馆、行业协会、本族裔的律师会计师医生等职业群体，大大降低
了新移民移民成本、置业成本、创业成本。人多了，乡亲们凑钱让后面的人出国也
容易，你每家借个几百刀总比找一两个人借几千刀要好。而像什么租房啊，娱乐啊
，在坐的朋友应该都有经验，听说哥大那里租房群都是按街道分的，这就是移民网
络，换了十几年前大家的师兄师姐们肯定难度比现在高得多，这就是网络的效应。
而这个网络进一步发展，甚至可以形成族裔经济，比如说我做的研究是纽约亚裔美
甲业的研究，这就是一个被中国人和韩国人垄断的行业。再比如纽约市的市公务员

体系，最初就是被爱尔兰人控制的，大家传帮带，在招聘各环节互相帮忙就很容易
让这一行落入自己人手上，然后再利用有组织的政治影响力，比如公务员工会等等
，就能做出有利于本行业本族裔的政治大小环境，比如透过政治上的影响力控制地
方政治。 

3. 家庭与投资 
移民这事，不管是投资移民、留学工作还是偷渡越境，其实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往往是一家人的事情，所以移民并不是如经济学那样是个体的策略，而是家庭投资

策略，所以政策应该关注的是家庭而不仅仅是个人。其实移民从家庭角度来说也是
分散投资，比如我们平西王世子，那个全额奖学金的，其实出国留学对于他们家来
说就是分散政治风险的一个举措，不止于一网打尽。往小了说，偷渡客在美国打黑
工再汇钱回去也是一种家庭劳动分工和分散投资，老公在外面赚钱最大化自己的劳

动力价值，老婆在家花钱带孩子最大化下一代的智力投资，然后孩子长大移民去美
国跟老爸团聚在美国读书就业等等。 

4. 生命周期 



其实大多数移民都不喜欢背井离乡的，有研究发现移民大多抱着客居的心理前来，
然后因为各种原因变成定居。特别是经济移民，他们都是打算来赚钱，积累工作经

验，然后回到祖国。但是这个看似很容易实现的事情其实有着非常高的潜在前提：
1，你得赚到钱。很多移民其实没赚到什么钱，比如在纽约大多数人都做着梦，但
真正实现梦想的只是一小撮人，就像本群某知名当代女性说得一样，来纽约的时候
觉得可以上了纽约，最后发现自己被纽约上了一样。这位朋友还是受过非常好的教
育，尚且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放眼望去的绝大多数移民就更难实现梦想了，那么
这些人怎么办？很多人是选择留下继续赚钱。2，在追逐梦想阶段你不能发生其他
life changing events，比如爱上其他人，假设你爱上一个想追梦的，那么哪怕你的
美国梦褪色了你也可能会留下，或者你直接爱上一个美国人那就更是改变全盘计

划。生孩子就更糟糕了，他们在这里读书、学习了语言、交了新朋友，更加融入主
流、和父母的祖国更加隔膜，对于他们来说墨西哥等地并不是祖国，这时候他们父
母也不会轻易带他们回去。现在美国最热门的移民问题DACA就是这个问题。3，
或者你没有积累什么在本国marketable的经验，比如你在美国刷盘子，这经验可能
在美国赚的比在墨西哥多，但回墨西哥是拿不到美国的工资的，所以如果没有办法
从刷盘子工人升级为餐馆老板那就会长期受困于此。4，最后就是这个祖国回得去
，很多经济移民也同时是难民，比如中美洲的移民他们国家内战凋敝黑帮横行，墨
西哥也是毒枭很猖獗，对于这些国家的移民，他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回去的。 

5. 移民产业 
我们选·美栏目有回去开留学中介的朋友，生意做的有声有色，而留学中介、签证

专家、劳务输出公司、旅行社、翻译、移民律师、中国进出口银行、跨国人口走私
集团、蛇头、coyote等等都可以算入migration industry的范畴。虽然这些从业者本
身都是以不同方式促进移民流动的，而这一块并没有被视作一个整体得到有效的监

管，处于一个九龙治水群龙无首的情况。 
6. 移民输出国 

移民输入国在制订移民法的时候，很少会考虑到输出国政策的影响。很多移民输出
国他们非常非常依赖移民的输出，因为移民输出可以减少本国本地区的失业，很多
移民要背井离乡就是因为在自己家乡无法谋生，比如过去几百年的苏北人，他们老
家是黄泛区，种植的作物从过去一年两熟变成一年一熟，粮食养活不了自己，于是
到了农闲时节就举家外出乞讨，到了清末民国就成了去上海闸北讨生活成了工业无
产阶级；而移民往老家汇款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外汇来源，比如说现在的朝
鲜就是最极端的例子，他们相当一部分的外汇是靠外出打工的朝鲜人创汇赚来的。
而移民输出国还期待外出移民日后能回馈家乡，投资企业等等。比如我们八十年代
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就是针对前往香港、澳门、台湾和
东南亚的华裔移民所设立的。而侨商的投资和生产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有
非常大的贡献，不光有直接的投资，还引进了先进的生产管理模式，而香港在外资

入华之前则是最重要的中外经济枢纽，很多跨国企业把大中华区的总部设在香港，
一方面能够近距离贴近大陆市场一方面能享受到香港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与经济制度
的便利。所以很多国家，甚至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一些发达国家，都有一段鼓励移
民输出的历史，比如日本。在19世纪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大量鼓励本国富余的劳动力
移民海外赚取外汇，很多日本女性在南洋从事色情业，918以后日本更是国家组织

垦殖团去开发地广人稀的东三省。那时候日本甚至还和美国争夺过夏威夷，美国虽

然制度上控制了夏威夷但日本人输入人口却更多，美国颠覆夏威夷王国把夏威夷纳

入领土的部分原因就是日本移民的大规模涌入让美国觉得非常恐慌。而类似的事情
也发生在西海岸，美国把日本移民在二战关进集中营并不是突然的丧心病狂，而是



西海岸民众和地方政府长期敌视、歧视、迫害日本移民的高潮而已。还有德国，或
者说德意志诸邦，几百年来都是欧洲最大的移民输出地区之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英国。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温莎王朝在一战之前是叫汉诺威王朝，这个王朝早期
的几个君主是不怎么说英语但德语却很溜的，当时英军有庞大的来自德意志地区的
雇佣军，跟随大英帝国走南闯北，不少人就留在了英国遍布全球的殖民地，把日耳
曼的高贵血统带到五湖四海。而德意志地区作为欧洲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频繁的
战乱也导致人口大量流出，宗教战争时期就有百万计的日耳曼人去了荷兰，三十年
战争和英国在18世纪的几次争霸战争时期则大量涌入宾夕法尼亚为首的英属北美殖
民地，而19世纪我们虽然看到德国统一战争和迅速崛起，但德国移民还是蜂拥前往
美国，这里面就有我们伟大领袖川普的爷爷，以至于中西部地区德国移民非常多，
导致印第安纳州这样3K党大本营在一战前后和德国移民矛盾不断，我们副统帅的
爷爷可能当年迫害过最高领袖的大表哥也是可能的。现代这样依赖移民的国家也很
多，比如墨西哥、菲律宾、西印度群岛国家，中美洲不少国家等等。 

7. 移民输入国自己的需求 
虽然很多国家都有反移民的现象，但也没有哪个国家真正可以做到举国一致的，尤
其是很多移民输入国有着强烈的移民劳动力需求。比如美国农业产品能横扫世界，
一方面是美国中西部土地广阔可以规模化经营，另一方面就是美国有着巨大的低端
农业人口的供应，也就是墨西哥非法移民。我等下会说到就是墨西哥移民从合法到
非法其实对美国更有利了，因为可以利用这种非法身份进一步压榨他们。而像纽约

这样的大城市也离不开非法移民，各种低端服务业，清洁工、家政工、美容美甲美
发等服务业都是非法移民占有极高比例的行业，大家不是非法移民就曾经是非法移
民。而历史上一些大规模遣返非法合法移民的案例，比如马来西亚1997-99年在亚

洲金融危机时期大规模遣返印尼和菲律宾工人的时候就遭遇了种植园主的起诉，要
求政府赔偿因为用工荒造成的5亿美元的损失。 
 
还有就是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的去监管和私有化浪潮其实也给非法移民的监管增加
困难，我们知道我们的劳工部长，一个开快餐连锁店的亿万富翁，他们的快餐店超
过三分之一都是非法移民，这简直不能更正常，快餐要物美价廉24/7的营业，你真
以为中西部高贵的美利坚红脖会去做这样的工作么？他们嗑药都嗑的死亡率高成了
美国特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