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B2018 年 4月3日 星期二

後重慶大廈時代 

麥高登的非裔廣州
金其琪

許多人類學研究都有點像長期
的調查報道，人類學家麥高登

（Gordon Mathews）說。但大部分
記者時間有限，只能短暫接觸報
導人，讓他覺得十分可惜。然而
這一次，他發現自己遇到了相似
的困境：「許多出現在我書裏的
人，我後來再也沒見過。」

他說的是他去年出版的新書《The World 

in Guangzhou：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place》（記者譯：

《世界在廣州：南中國全球貿易之都的非洲人

與其他外國人》），全書的重點是廣州的10,000

至20,000非洲人。這本書的田野調查在2014

年完成，三年多過去，當時訪談的許多在廣州

經商的非洲商人，尤其是尼日利亞人，已經在

幾年間被遣返回母國，或乾脆不知所蹤。

「當然，」他解釋道，「商人本就來來去

去。」但這種情況和他在香港重慶大廈遇到的

實在不同。

出生於美國的麥高登在 1994 年來港定

居，現於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擔任系主任。

12年前，他開始在香港尖沙咀的重慶大廈做

田野調查，2011年出版的《世界中心的貧民

窟：香港重慶大廈》讓他在人類學領域內外都

名聲大噪。重慶大廈也承載大量的跨國商人和

逾期滯留者，比廣州更早，許多南亞裔商人早

在二戰前就生活於此。

「我十年前在重慶大廈認識的好多人到現

在都還在那，沒什麼變化。」麥高登說，「但

廣州不是。」

在全書最沉重的第五章「合法與非法」中，

他寫道：「截至2015年12月，廣園西路60%的

逾期滯留者都被抓了。」這解釋了他與這些報

導人失去聯絡的真正原因：中國政府開始大規

模抓捕與驅逐這些來自非洲的逾期滯留者。這

些逾期滯留者大多數是來自尼日利亞的伊格博

人，廣州的廣園西路是他們經營小本生意的主

要地區。同屬一區的小北路，則聚集着人數較

少的、來自中非和東非的商人。當然，不是所

有在廣州生活的非洲商人都是逾期滯留者，麥

高登說。

要還原一個這樣的生活圖景無疑是複雜

的。在廣州，這些故事裏有流離的命運，至上

的利益，虛假的婚姻，還有各式各樣的傲慢、

偏見與夢想。他花了一本書的篇幅，嘗試以人

類學的方式，講述一個被主流華人社會排斥在

外的、非裔的廣州。

低端全球化：從重慶大廈到廣州

不論是寫廣州還是重慶大廈，麥高登的

書寫都圍繞着一個詞：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與高端全球化相比，低端全球

化才是全球七成人口置身其中的、更廣泛和貼

地的全球化。研究重慶大廈時，低端全球化是

他目睹的那些被運往非洲的廉價山寨手機。十

年過去了，這種全球化的模式沒有變，但交易

發生的地點，卻幾乎完全挪到了廣州。

「重慶大廈早就已經不是我寫它時的那個

重慶大廈了。」麥高登說，「這也是我寫現在

這本書的原因。因為低端全球化的中心從重慶

大廈移到了廣州。」

這是一個拿來做標題一定能吸引香港人眼

球的論述。但麥高登說，不要驚訝，「若是熟

讀重慶大廈那本書的人，就會注意到我在那本

書的結尾已經提出，低端全球化正在逐漸移往

中國。」

他仍與重慶大廈的商人們保持聯絡，有一

段時間，會每周六去給大廈裏的難民上課。變

化如他所料，重慶大廈大部分的手機外貿商都

已經搬到廣州。可為什麼重慶大廈看起來境況

還不錯？那是因為旅館和餐廳的生意還不錯，

他說。

和跨國大企業相比，低端全球化涉及的金

錢和交易訊息都比較少，幾個家庭成員，乃至

於一個小商人就能處理。「違法或半違法、山

寨、假貨、廉價、賄賂海關、偷稅漏稅、路邊

攤、小販、發展中國家。」這是麥高登給出的

低端全球化關鍵詞，也描繪出非洲商人們在外

國進貨，然後走私商品回國，再在路邊和露天

市集販賣給本國人的路徑。

而他在廣州看到的，則像是一個放大、鋪

平、伸展了好多倍的重慶大廈，包含廣州市越

秀區的小北路、環市中路、天秀大廈、廣園西

路、珠江新城在內，組成一個新的低端全球化

中心。

麥高登生活在香港，之所以注意到廣州，

是因為他在重慶大廈認識的一些商人要去廣州

做生意，他就跟着去了幾次。2013年開始，

他工作日在沙田的中文大學上課，周末則幾乎

全部在廣州的旅館度過。和調查重慶大廈時的

方法一樣，他住遍了廣州小北路附近各種價位

的旅館，從天秀大廈裏不到200元人民幣一晚

的房間，到珠江新城裏1,000元人民幣一晚的

房間。搭訕的地點是酒店大堂、電梯，時間是

早餐、晚餐時間。他也和兩個合作夥伴楊瑒、

林丹一起，在小商店、餐廳、咖啡館、酒吧中

尋找報導人。

他發現這裏生活着10,000至20,000非洲

人。問商人們為何去廣州，得到的答案是：

「很多重慶大廈的商品是在中國大陸生產的，

那為什麼不直接去生產它們的地方呢？」和重

慶大廈不同，廣州不僅是轉運中心，更直接是

廉價商品的製造中心。

「對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商人來說，廣州是

他們在全世界能找到的、最好的進貨城市。」

麥高登說。

有經驗的非洲商人告訴他，在1990年代

和21世紀初，扮演這種角色的城市曾是印尼

首都雅加達，以及泰國首都曼谷。現在它們已

失去吸引力，因為品質上升，仿冒貨品減少，

「曼谷製造」在非洲已經成了優質衣物的代名

詞，不再是多數人買得起的貨物。

在雅加達和曼谷褪色的同一時期，非洲人

正慢慢進入廣州。麥高登發現，在1990年代

末，廣州就已經有一座尼日利亞教堂了，而他

調查的一個重要地點天秀大廈，也在21世紀

初就有了固定的外國社群。許多商人對他說，

在那之前，要進入中國並不容易。但一旦大門

敞開，聰明的生意人總是會湧向最少轉運成本

的地方，直撲商品的生產源頭—工廠。

那麼香港呢？麥高登半開玩笑地說：「現

在要進入香港倒可能變得困難了，因為香港愈

來愈擔心難民問題。」

不過，他認識的那些從重慶大廈去廣州

的非洲商人，大部分還是對他說更喜歡香港。

「因為廣州用Gmail、Facebook都不方便，而且

信息不流通。」不過他們都認同，「那邊才是

世界的未來」。

滯留者：像老鼠一樣活着

商機、未來、成功故事，廣州以全球廉價

商品製造中心的身份吸引着非洲商人，但麥高

登的田野調查發現，很少人能真的功成名就、

衣錦還鄉，許多人甚至無法全身而退。

這些沉重的故事在各國商人身上都有發

生，但人數最多的就是生活在廣園西路的尼日

利亞人。「小心使用『非洲人』這個概念。」麥

高登提醒，「換成『亞洲人』來想，這個概念完

全無法表達香港人、日本人和巴基斯坦人的不

同。」

那麼要使用什麼概念呢？他在書的第二章

講述了八個外國人的中國夢，八個人中，有貧

窮的歐洲男性、有錢的非洲女性，有跨國大企

業駐華的日本僱員，也有散盡家財的尼日利亞

滯留者。他想說的是：「貧富之分、第一世界

與第三世界之分，不僅體現在國與國之間。即

使是同一塊非洲大陸，中非、西非、東非，乃

至同一個國家內部，也能看到同樣的分野。」

其中最弱勢的莫過於滯留者。尼日利亞

滯留者Kingsley對麥高登形容，自己就像是

「Discovery頻道那些在水潭喝水的羚羊，隨時

對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商人來說，廣州是他們在全世界能找到的、最好的進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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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被水裏潛伏的鱷魚吃掉」。對滯留者來

說，鱷魚就是查證件、抓捕他們的中國警察。

「世界上沒有哪國政府會對這麼多逾期滯

留者放任不管。」麥高登說。他也這樣告訴這

些滯留者。但不論是滯留者們，還是經過研究

的他，都覺得這並不是中國政府大規模抓捕的

唯一原因。政府官方宣稱的行動理由，是有

「非洲犯罪份子」在廣州販毒。但麥高登認為，

政府只是拿這一小部分的毒販作為藉口，以此

遣返所有的逾期滯留者。「許多廣州市民也不

喜歡城市裏有這麼多非洲人。他們會說，中國

是中國人的。」

為躲避警察的抓捕，大量滯留者躲藏着

生活，在警察下班後才敢出來做生意。被抓的

下場，則是「不知被關在哪裏，也不知道關多

久，也沒有人通知你的家人朋友」，「就像消

失了一樣」。但警察會允許滯留者對外要求保

釋金。麥高登打聽到的保釋金數額，是10,000

至12,000元人民幣，這對絕大多數滯留者來說

都是一筆巨款。交完保釋金，滯留者會被遣返

回母國，並且五年之內不得入境中國。而許多

滯留者已經有了中國女友或是事實婚姻的妻

子，更有人生下了孩子，怎麼辦？「他們通常

會以分手為結局。」麥高登說。

既然滯留被抓的後果如此不堪，為何還

有這麼多尼日利亞人要在廣州非法滯留？原因

很多，麥高登發現，尼日利亞是最不受中國海

關歡迎的國家之一，一名滯留者曾告訴他，海

關要他付20,000元人民幣來續六個月的簽證。

「他當然付不起。」而另一個原因則更為複雜，

關乎低端全球化的本質。「高端全球化以合約

為基礎，但低端全球化靠的是信任。所以你必

須親身在那裏，盯着每一步。」麥高登說，這

也是為什麼非洲商人非得要跑到中國、住在中

國才能進貨的原因，畢竟這在電商發達的年

代聽起來有些麻煩。「但你不太能相信他們。」

幾乎每個他採訪過的非洲商人都抱怨中國的廠

商會騙人，但他能證實的例子不多。在書中，

一名擁有英國居留權的西非商人則形容，中國

人對待合約就像是對待廁紙。

即便如此，還是有許多尼日利亞人寧願

非法滯留在廣州也不願空手回家。麥高登採訪

的數名滯留者都開出不同的「成功價碼」，「我

賺到50,000美元就回去」、「我賺到15,000美元

就回去」，因為他們想證明自己在海外賺到了

錢。也有人說自己的要求不高，「別人開林寶

堅尼，我起碼也要開架得勝吧」。

然而事實是，麥高登聽過太多這樣的暢想

與目標，但卻沒見過幾個真的做到的人。唯一

比較接近的版本是，一個尼日利亞滯留者終於

賺到了足夠的錢，去警察局自願交了高昂的罰

金，然後自費買機票回到尼日利亞，但卻迅速

在老家被騙光了錢。

這些慘淡的人生經驗混雜着他們對發財

和出人頭地的憧憬，然而麥高登說，中國並不

歡迎他們。他的田野調查告訴他，中國人確實

想要一個更加國際化的國家，但卻免不了是一

種「嫌貧愛富、帶有種族觀點的國際化」。廣

州，作為珠江三角洲最重要的製造業中心，想

要吸引的是發達國家的白人。

但麥高登看到的是，「真正在國際化這座

城市的人，可能偏偏是那些沒錢的外國人，而

不是有錢的外國人。」一個例子是，他訪談到

的為跨國大企業服務的歐美和日本人，都在自

己的中產社區裏封閉地生活，不與中國社會有

真正的接觸。反而是非洲與中東的小商人，才

會在街道、商場、工廠裏和中國人直接打交

道，用英文和中國人交談。

但看起來，中國政府正把這些廣州國際化

的推動者一波一波地遣返回非洲大陸，漏網之

魚則繼續不甘心地活在陰暗的角落，夜幕降臨

時才伺機而動。一名尼日利亞滯留者對麥高登

說，他們就像老鼠一樣活着。

不存在的「Black Chinese」

在最暗黑的滯留者故事之後，麥高登還是

不願放棄他最初開啟這項研究時的假設。他本

以為，非洲人與其他外國人在廣州大量出現，

會把中國由單一的漢民族至上，變得更加多

元、國際化，令廣州成為世界的城市。他問每

一個報導人：你覺得會出現「中國的奧巴馬」

嗎？

「中國的奧巴馬」指的是非裔中國人（Black 

Chinese）。有些人回答，會。但更多的人說，

不會。麥高登發現，大部分非洲人對中國只有

經濟層面上的興趣。「因為他們只是商人啊。」

絕大多數商人都沒有移民到中國的計劃，他們

只是來來去去，一次停留二三十天，一年三五

次。簽證過期的滯留者則更不可能移民到中

國，一旦有過期記錄，被遣返後就更難再次獲

批簽證。

婚姻看起來更像是沒有城市戶口的中國農村女

性為提高經濟地位而做出的選擇。而對許多非

洲男性來說，一個中國女友或妻子可以幫助他

們更好地和廣州的廠商做生意。

而他們的混血後代，會成為「中國的奧巴

馬」嗎？麥高登並不樂觀。他在書的最後一章

寫道：「我懷疑，在20年內，我在這本書裏提

到的所有非洲人和他們的後代將全部離開廣

州。」

離開廣州之後，去哪裏？和重慶大廈的

褪色一樣，麥高登覺得，廣州的褪色甚至不用

20年，「可能未來10到15年，或者更快」。廣

州，乃至於中國，在他看來，作為低端全球化

中心的地位都是暫時的。褪色的原因都是相似

的，工資上漲、貨品價格上漲、法律更嚴、山

寨貨更難生存等等。許多非洲商人曾告訴他，

他們考慮之後離開中國去東南亞做生意。「越

南的胡志明市？或是孟加拉的達卡？還沒有人

知道。」

儘管問題重重，但他肯定廣州為世界帶

來的價值。低端全球化所倚賴的山寨貨、逾期

滯留、走私、腐敗等問題，雖然非法，但在他

看來，卻並非不道德。「他們給世界帶來的裨

益終究還是多過損害。」他也並不把這本書的

基調定位為暗黑與苦難。「我的書像是在說，

嘿！這裏有一群人正為尋求更美好的生活而努

力着呢！」

後記
和重慶大廈的研究一樣，麥高登這本關於廣州的
書也不是典型的學術書籍。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是，他希望「將人類學民主化」，寫大眾能讀得懂
的人類學。「因為讓人類學被更多人讀到，是很重
要的事。」這相信也很符合麥高登給香港人留下的
一貫印象。

他知道重慶大廈一書大部分的讀者都不是人類學
家，正中下懷，希望這本書也能如此。香港中
文大學出版社將在今年 4 月出版《The World in 
Guangzhou：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place》一書的繁體
中文版。上海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也已經決定
出版該書的簡體中文版，但麥高登坦言，審查會
是他擔心的事。記者在全書中讀到太多關於中國
海關、警察怎樣受賄，乃至於非洲基督教與天主
教通過小北路社區進入中國的細節，相信會有不
可避免的刪節。不過，麥高登引用了《鄧小平傳》
的作者 Ezra Vogel 對他說的話，「如果你想要書寫
的主要訊息能被傳達，某些程度的審查也是可以
接受的。」對他來說，也許刪掉一本書的四頁可以
換來更多讀者，那又何妨一試？

他正在進行中的研究已經和低端全球化無關，而
是探討死後的人生。但人類學家總不排除任何的
可能性。「如果有一天我在廣州認識的商人朋友給
我打電話說，『嘿，我們要去胡志明市了，這兒有
一個超級大市場！』那我有什麼理由不去呢？」

金其琪
自由撰稿人。前端傳媒、《明報周刊》記者

想成為人類學家，步伐正邁向台灣

不論是寫廣州還是重慶大廈，麥高登的書都圍繞着「低端全球化」這一詞。

真正在國際化

這座城市的人

可能偏偏是

那些沒錢的外國人

而不是有錢的外國人

來自中非國家剛果的一名中間商對麥高登

說：「我在廣州是謀生（make a living），不是

在此生活（make my life here）。我不想變成中

國人。」

他們不想成為非裔中國人。為什麼？這個

他問了多次的問題，最終令他反問：「他們為

什麼要呢？不需要啊。」

他慢慢意識到，即使拋開政府的態度不

談，廣州對許多非洲商人來講，也不是一個

能自然而然吸引他們留下來生活的地方。太多

隔閡，例如語言、宗教、大漢族主義。很少有

非洲商人不是基督徒或穆斯林，但反過來，大

部分他們接觸的中國人都沒有宗教信仰。一位

西非商人對麥高登說：「我信仰上帝，而他們

信仰金錢。（I believe in god while they believe in 

gold.）」

一位在廣州小北路混得相當不錯的中非商

人Cam則說，當中國人叫他「外國朋友」的時

候，他們強調的是「外國」，而不是「朋友」。

他們即使愛中國，也不會被接納，中國永遠不

會成為他們的家。

不過，麥高登也遇見過不少會保護非洲滯

留者的中國人，通常是商場的管理員和房東。

但這並不是出自友誼或善心。有個中國女人

告訴他：「要是我的非洲客人沒了，生意做不

成，我可賠不起，我當然要幫他們逃跑了！他

又不是我朋友，我也不特別喜歡他，但他還欠

我一個月房租呢！」

拋開所有這些，麥高登也在廣州遇到過

真心愛上了中國女性而在中國結婚生子的非洲

人。不過幸福的案例並不太多，大部分面臨女

方家庭的阻力。麥高登的分析並不浪漫，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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