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非阿非利卡人的身份政治与“理想国”
———以北开普省奥拉尼亚为例

*

徐 薇 麦晓晴

内容提要 本文用“身份认同”“身份政治”“新部落主义”等概念来揭示南非阿非利

卡人所经历的社会转型与身份变化，并以阿非利卡人为了保护和延续自身传统与文化而

建立的“理想国”———奥拉尼亚为例，探讨后种族隔离时代阿非利卡人中出现的回归“部

落”、抱团取暖、自我隔离的现象，这是多种族、多族群、多元文化共存时期的新南非必须

去面对与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 键 词 南非 阿非利卡人 奥拉尼亚 身份政治 新部落主义

“白人至上”是南非殖民统治与极端的种族隔离政策所总结出的一个结构性观念，它深深植根

于南非白人的历史与血液中，世代相传，难以根除。“白人至上”观念认为白人是南非的创造者，白

人理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这就造成了南非社会中以身份政治为核心的、政治经济文化多

方面的内在矛盾。1994 年 4 月 27 日南非首次不分种族的民主选举的顺利进行，标志着少数白人

的极权统治寿终正寝，多数黑人的民主新政正式起航。二十余年年过去，曾经的政治独裁者已然失

去在南非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学术界有关阿非利卡人民族主义的形成、“白人性”与南非种族主义

的研究亦如潮水般退去。① 事实上，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很少有研究直接论述南非的种族问题，

种族已成为禁忌，在当代南非是高度敏感的政治与学术话语。② 然而，说阿非利卡语的人群③在南

非经济与文化领域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后种族隔离时代阿非利卡人的身份政治，以及阿非利卡

人在南非乃至世界经济中的位置等问题依然引人关注。④ 如今的阿非利卡人如何看待、表达与应

对所处位置与身份 /认同的变化? 如何在迷失与绝望中寻找方向与希望? 本文试图以白人家园
“奥拉尼亚”( Orania) 为例，聚焦新南非成立以来阿非利卡人身份政治与认同的当代变迁与实践，进

而探寻阿非利卡人的未来与出路。

一、阿非利卡人身份政治的变迁

身份政治作为学术概念缘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大规模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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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土著权益、同性恋权益运动等，为身份政治的勃兴提供了适宜的社会土壤和

强大动力; 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亦是当代身份政治兴起的重要基础，正是民主制度对人们基本权利的

保护以及对平等的追求，才为边缘或弱势群体通过身份政治来维护自身权利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

度保证。① 但也有学者指出，恰恰是当代自由民主制度对社会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保护体系才

使得一部分社会人群被边缘化，以至于产生了身份政治的诉求。民主制度通过形成政治团体来影

响政策决策，然而这些团体大多基于特定的利益和目标而形成，往往难以洞见和包容被边缘化的社

会成员的利益，以至于这些边缘化群体产生了通过身份政治争取自身权利、维护集体尊严的需

求。② 以南非阿非利卡人为例，在交出政权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他们已经不再是南非政治的核心，

阿非利卡人的身份认同亦随着政治地位的结构性变化而发生剧变。
从国家与政党层面来看，阿非利卡人始终有着难以摆脱的身份政治困局。新南非成立时，阿非

利卡人最后一任总统德克勒克出任民族团结政府第二副总统，尽管他与曼德拉共同分享了诺贝尔

和平奖，但在现实中二者之间以及二者所代表的政党之间，仍有很多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分歧，联合

执政最终演变为难以为继的同床异梦。1996 年，德克勒克宣布辞去第二副总统的职务，国民党退

出民族团结政府，成为一个主要反对党。在日趋多元化的南非政坛中，国民党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下

降，既为黑人所憎恶，也让白人深感失望……最终，德克勒克在 1997 年 8 月宣布正式辞去党内职务

并不再担任南非议会议员，退出南非政坛。③ 成立于 1915 年的南非国民党为了告别不光彩的历史，

在 1998 年 9 月更名为新国民党，并改换了党旗和标志。然而沉重的历史包袱使新国民党在政治上

难有建树，最终在 2004 年 8 月宣布并入非国大，并在 2005 年 4 月 10 日在新国民党联邦委员会上，

投票通过自行解散的决议。
可见，新南非阿非利卡人的身份认同与政治处境发生了急剧变化，他们从南非主人跌落为政治

边缘人，难以代表本族群利益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在当下南非政府与公共职能部门，白人

更容易遇到就职与升迁上的种族天花板。随着南非政府出台大量向黑人倾斜和补偿的政策———
《黑人经济振兴法案》④《公平就业法》⑤等，直接导致没有较高专业技能的白人失业。各种大中小

企业为了争取到政府补贴，更愿意雇佣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在一些高科技行业中，有高等技术和

能力的白人，不甘心忍受歧视、排挤以及无法升职的环境，纷纷选择移民他国。据南非统计局数据

显示，过去 30 年中，白人净移出数量接近 50 万人，预计从 2016 年到 2021 年，白人净移出数量将达

到 11． 27 万人。目前，南非白人有 449． 35 万，占人口总数的 8%，为第三大种族。与此同时，南非黑

人向内移民的净值和人口总数在加速增长，黑人人口达到了 4565． 64 万人，占总人口的 80． 8%。⑥

可以预见，这种黑白人口的两极发展趋势会持续加剧。
在地方与个人层面，当下的南非社会里黑人对白人的“反向歧视”( reverse discrimination) 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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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之后，德克勒克专心撰写回忆录，把自己经历的困惑与迷茫、南非奇迹背后的故事呈现给世人。〔南非〕F． W． 德克勒克著，

启蒙编译所译:《德克勒克回忆录》，上海社会科学学院出版社，2015 年。
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制定《黑人经济振兴法案》，是为了帮助贫穷的黑人经营商业或加入公司，以补偿以前黑人在种族隔离

制时期遭受的迫害和损失，2003 年由南非国会审议通过，在 2004 年正式执行。它要求在南非境内的所有公司，必须将其股份按最低比

例 25． 1%出售给“黑人”及“历史上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群。
《公平就业法》旨在保护“黑人”就业权利、提升“黑人”就业技能，规定企业必须按照种族肤色比例聘用一定人数的黑人，即企

业各管理层的“黑人”用工比例必须达到 50%—70%，企业董事会成员中黑人比例不得低于 50%。
《统计报 告 显 示: 南 非 白 人 移 民 海 外 呈 加 速 趋 势》，中 国 新 闻 网，http: / /www． xinhuanet． com / /world /2017 － 08 /07 /c _

129673826． htm



不鲜，甚至有激进的政客提出“黑人至上”的口号。针对白人的暴力与犯罪事件不绝于耳，呈上升

趋势。据南非商业工会民权组织“非洲论坛”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7 年 1 月至 10 月，南非针对白人

农场主的谋杀事件共 70 起，袭击事件 357 起。① 除了针对白人农场主的暴力袭击，所谓“穷白人”
群体、“白人贫民窟”在南非的数量也在日益扩大。据统计现有超过 40 万白人住在贫民窟里，占白

人人口的 10%，以阿非利卡人居多，他们大多没有像样的工作，穷困潦倒。南非所倡导的自由民主

难以有效解决今天白人在南非社会种族关系中的结构性边缘化问题，更难以化解少数 /弱势群对于

被主流社会同化的焦虑和不安。
在此背景下，南非白人的身份政治问题愈加凸显，经济与政治资源的分配不均必将引发一个国

家内部不同身份认同群体之间的分歧与冲突，甚至导致严重的社会割裂、暴力与动乱。与此同时，

新南非所追求的多种族、多元文化共存发展的理念反向刺激了少数 /弱势群体的自我表达与抗争，

使得南非的种族问题始终处在一种敏感、脆弱、一触即发的状态。尽管阿非利卡人在南非的处境让

人同情，但在绝大多数曾经饱受歧视与压迫的黑人看来，却成了一种“风水轮流转”的嘲讽与蔑视。
在奉行民主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南非社会，在强调对各族群特有文化与身份进行保护的同时，也要求

整个南非社会富有包容性与宽容性，现实中要达到这一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宽容的多元主义

社会必须要拥有较高水准的全民教育，同时也需要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在如今的南非社会，高

等教育与经济发展都处在衰退阶段。
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正确”下，近年来，在南非社会兴起了复兴与保护少数族群语言与文

化的运动，阿非利卡人的白人民族主义亦随之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寻求政治上的权力，而是主张

“文化”“语言”“生活方式”上的平等，以及对个人和集体尊严的捍卫。为了不被黑人文化所同化，

少数阿非利卡人聚居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自治领地或者称“特区”“家园”，亦可称“部落”。事实

上，当群体感受到威胁时，就会退回部落主义，抱团取暖，变得更加孤立，更具防御性，更专注于自我

和他者的区分。现代社会的部落主义，亦称新部落主义，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米歇

尔·马费索利( Michel Maffesoli) 首先在学术领域中提出。他认为，现代化、全球化并没有带来真的

一体化，反而催生了世界各国不满现状的怀旧情怀。这种思想与情怀令不同地方的人从过去中寻

找组织原则，即回到部落形态，只认可“部落利益”和自我身份认同，无视大社会的价值观。② 马费

索利的新部落主义研究后被凯文·海瑟林顿( Kevin Hetherington) 用在社会学的身份认同理论中，

提出一个在当代社会里强调情感与集体的认同现象。③ 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阿非利卡人的

“理想国”———奥拉尼亚的建立与发展。

二、阿非利卡人的“理想国”: 奥拉尼亚

坐落在南非中部、北开普省南部的奥拉尼亚社区是隐匿在四周荒凉、平坦、干燥环境中的一块

绿洲与飞 地。社 区 地 处 卡 鲁 ( Karoo ) 荒 地 内，沿 奥 兰 治 河 ( Orange river ) 而 建，占 地 面 积 大 约

8． 95 平方公里，据官方统计人口有 892 人，④实际上则达到 1600 人。⑤ 在这个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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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区，因为只允许白人( 特指阿非利卡人) 居住，不欢迎有色人、黑人居住而在种族隔离制废除后

的南非家喻户晓。有人认为他们在倒行逆施、是疯狂的种族主义行为，终有一天会寿终正寝; 有人

则认为这个小镇的存在更加体现了“彩虹之国”的自由和民主，以及南非政府对少数族群、多元文

化的真正尊重与包容。尽管如此，世界上的社区不计其数，唯独奥拉尼亚这个背负着种族隔离历史

与原罪的白人小镇从始至终吸引着世人的目光与评价。
奥拉尼亚是在 1990 年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行将就木之前发展起来的，其创建者是南非种族隔离

制的设计者、前 总 理 亨 德 里 克·维 沃 尔 德 ( Hendrik Verwoerd ) 的 女 婿 卡 雷 尔·波 索 夫 ( Carel
Boshoff) 教授。他同多个就职于南非水利部的阿非利卡人家庭以 150 万兰特的价格买下了原为劳

工聚居地但已荒废的奥拉尼亚社区，梦想该地有朝一日能成为南非数百万阿非利卡人的栖居之地

和保护阿非利卡人语言与文化传统的理想家园。整个社区，从管理到实践的所有工作，全部由阿非

利卡人承担，非阿非利卡人除非有着当地人缺乏但又很急需的技能，否则不允许在这里工作。①

社区作为定居点最早只有在 1963 年为修建范德克洛夫大坝( Vanderkloof Dam) 的劳工准备的

预制板房屋，在建筑工程完工后，这里的房屋和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几近荒废。但相对低廉的土地

与房产价格使得波索夫及其支持者们有机会拥有这块土地。他们最初的理想是在北开普建立多个

类似预想中的阿非利卡人“独立家园”( Volkstaat，阿非利卡语家园的意思) 的项目。在南非，白人

应该与其他种族人群隔离居住的设想，是由南非种族事务局 ( the South African Bureau for Ｒacial
Affairs，SABＲA) 在 1966 年最早发布的; ②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南非种族事务局提出将南非共和国

转变为联邦国家，不同的种族与族群将平行发展; 1984 年 5 月，右翼学者卡雷尔·波索夫创立了

“阿非利卡人守护者”( Afrikaner Volkswag) 组织，开始将南非种族事务局的构想付诸实践。他认为

种族隔离政府的有限改革注定要失败，南非由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统治将不可避免，他主张为阿非

利卡人在南非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小规模国家。③ 1988 年，波索夫又建立了“阿非利卡人自由基金

会”( Afrikaner Freedom Foundation) ，其基本信念是人口占少数的白人统治人口占多数的黑人在道

德上是不合理的，因此，阿非利卡人必须在南非的一小部分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或家园。④ 可

见，建设奥拉尼亚的目的是为建立后种族隔离时代阿非利卡人家园打造一个基础或样本，一旦大量

的阿非利卡人移居到奥拉尼亚及其他类似的“聚居点”，并实现人口的持续增长，那么在南非建立

一个阿非利卡人国家的想法就会实现。
波索夫的计划有意排除了传统的布尔人共和国地区( 德兰士瓦与奥兰治自由邦) ———这些地

区都是南非的经济中心与大部分自然资源聚集地，而是专注于开发经济较落后、地广人稀的半沙漠

地区，同时也是阿非利卡人最多的北开普省。奥拉尼亚是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波索夫设想从奥兰治

河一直开疆扩土到北开普省的大西洋海岸线上，建立一个狭长但是有出海口的阿非利卡人“沙漠

国家”。这个国家因其资源贫瘠而不会为南非黑人政府所忌惮，然而该计划的支持者们都承认，这

种发展模式要求阿非利卡人为建设自己的家园而做出巨大的经济牺牲。这个模式的基本原则就是

阿非利卡人自食其力、自力更生，所有工作都自己完成，包括传统上都由黑人从事的种地、清扫和修

021

《世界民族》2020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10 years on，Orania fades away”，News24． com，22 April 2004． https: / /www． news24． com /SouthAfrica /Archives /DecadeofFreedom /10
－ years － on － Orania － fades － away － 20040421

Burgt，Henry van der，The Afrikaner Quest for Community: A Study on Communitarianism in Orania，Nijmegen: Ｒ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December 2016．

Michael Parks，“Form Afrikaner Nation，Ｒightist Urges”，Los Angeles Times，11 October 1986，http: / / articles． latimes． com /1986 － 10
－ 11 /news /mn － 2776_1_volkstaat

Martin Schonteich，Henri Boshoff，Volk Faith and Fatherland: The Security Threat Posed by the White Ｒight?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2003，p． 4．



剪园艺等低端工作。①

近 30 年过去了，波索夫的设想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他设计与规划的奥拉尼亚顽强地存续下

来，人口每年以 10%的速度增长，从当初起步的 40 个白人家庭增至 2018 年的 1600 多人。尽管迁

至社区的阿非利卡人都是出于自愿，但干旱贫瘠、资源匮乏的自然条件几乎让人觉得这里类似于种

族隔离时代白人为黑人设计的“黑人家园”。奥拉尼亚是让黑人嗤之以鼻的不毛之地，孤零零的社

区，鲜少与外界互动，好像另一种形式的孤立与囚禁。然而不论外界如何评价，从奥拉尼亚自身的

发展历程来看，发展之路充满挑战与变革，其未来走向亦让人琢磨不定。我于 2017 年 4 月以游客

身份走访了奥拉尼亚，②并对当地居民做了简短访谈，可以从更加直观与客观的角度，描述奥拉尼

亚社区的历史与现状。
在我造访奥拉尼亚之前，曾与在北开普省省会金伯利索尔·普拉特耶( Sol Plaatje) 博物馆和图

书馆工作的阿非利卡人学者约翰聊起对奥拉尼亚的看法。他笑着说，“我和我太太很喜欢那里，对

那里的感觉就像回家一样，那里有我们熟悉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但我们不会搬到那里居住，因为那

里没有医院，没有公共服务设施，像个荒岛一样，那里是阿非利卡人的乌托邦……”约翰进一步同

我探讨了南非人的认同问题，“一个人首先要有自我认同，其次是家庭，再次是族群，最后是国家认

同，而国家认同是最重要的，没有国家哪里有个人? 但南非面临的最大问题仍是没有建立起统一的

国家认同……”③

事实上，奥拉尼亚之所以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正是由于它的自治与独立举措———有自己的旗

帜和货币( 欧拉，Ora) ，且不欢迎阿非利卡人以外的族群进入，包括那些以阿非利卡语为母语的有

色人和黑人。社区利用南非宪法里规定的“各文化族群有权建立自己的文化聚落”这一模糊的条

文，声称自己的制度是在“保护南非阿非利卡族群文化及语言”，且时常与祖鲁人聚居地夸祖鲁 －
纳塔尔省做类比。社区不但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还自行成立管理委员会，自己负责地区治安，不再

接受黑人政府的管辖。镇中心有一个加油站和超市，超市招牌上有个斗大的告示: “请用欧拉付

款”。南非的官方货币是兰特( Ｒand) ，使用欧拉明显是一种带有独立意味的宣告。而南非黑人政

府似乎乐见少数白人种族主义者离开中心城市、去偏远沙漠里聚居，一直对这个地方采取任其自生

自灭的放任态度。
南非首任黑人总统曼德拉曾在 1995 年访问奥拉尼亚，并与维沃尔德的遗孀碧茜( Betsie) 一起

喝茶。此后，多位南非黑人政要包括前任总统祖马、姆贝基，以及现任南非经济自由斗士党主席马

勒马等都曾到访这里，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奥拉尼亚的管理系统很值得关注，建立之初，他们便

成立了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并与北开普省政府商定将这里认定为一个建设中的农场，因此并不需要

通过正式设立城镇的程序，这使得奥拉尼亚在行政上基本独立。
此后，创始人根据《南非公司法》，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设立分公司，意味着社区里所有土地和

房屋的所有者都是公司的股东，以股票证书和实际测量的文件做证明，它实际上取代了由政府颁发

的土地、房屋所有权契证，且代表了另一种新的土地所有权制度，④类似于一种合作社组织，即“人

们为了满足自身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需求，自愿组成的通过财产共有和民主管理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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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而实 现 自 治 的 协 会”。① 该 制 度 最 早 由 英 国 乌 托 邦 社 会 主 义 者，亦 是 企 业 家、慈 善 家 的

罗伯特·欧文所倡导，国际合作社联盟同时确定了七大原则与宗旨: ⑴自愿与公开的社员制; ⑵社

员的民主管理; ⑶社员的经济参与; ⑷自治与自立; ⑸教育、训练与宣导; ⑹社间合作; ⑺关怀社区社

会。② 反观奥拉尼亚的治理模式，即是一种有南非特色的合作社组织方式。
当我以一个非黑非白的中国人身份进入奥拉尼亚社区时，受到当地人友好亦不失礼貌与防备

的接待。社区入口处竖立着一个醒目的标识牌，上面用阿非利卡语写着“Welkom in Orania”( 欢迎

来到奥拉尼亚) 。由此开始，社区里所有的文字告示都是阿非利卡语，看不到任何其他的语言文

字。这里近 4000 公顷土地皆由一家名为“Vluytjeskraal Aandeleblok”的私人公司所有和经营，房屋、
土地的实际所有者即社区居民都是公司股东，对公司收益进行民主管理，公司创建者没有从其发展

中获得任何利润，这被证明是成功建立一个需要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经济的新社区的关键所在。只

有这样，才能使得人人参与经济合作，人人共享劳动成果，并确保有足够的资金用于社区公共环境

与福利设施的建设。阿非利卡人有句谚语:“个人都生活在组织中”。在奥拉尼亚，现实更是如此。
在这里，人们过着相互需要与依靠的生活，他们在这里工作、购物、去教堂做礼拜。作为一家私人公

司团体，他们没有政府资金的支持，完全靠公司运营的利润来管理自己的社区并提供安保措施。与

此同时，这里也是个充满活力的社区，入住人数逐年增加，努力传承与发扬他们的传统文化，并在南

非与世界积极发声，传播他们的理想———建立一个以阿非利卡人文化与生活方式为核心并拥有共

同准则和价值观的文化社区，里面的每个人都必须保护和传承这些文化。
在我看来，奥拉尼亚是一个社群主义社区的蓝图，人们都重视群体的重要性，并部分抵制通常

与现代性崛起和自由主义胜利有关的个人主义、唯物主义和非个人力量。奥拉尼亚是被自己的文

化符号、传统和历史所不断强化的身份认同实体，但其自身发展存在着很多局限。
事实上，生活在奥拉尼亚里的阿非利卡人所追求的独立和自治并不是南非阿非利卡人的主流

想法，多数阿非利卡人更支持建立一个统一、不可分割的民主国家。以奥拉尼亚为核心的奥拉尼亚

运动组织( Orania Movement) 由过去的自由基金会合并而成，该组织的主席是当今奥拉尼亚社区的

领袖小卡尔·波索夫( 创始人卡尔·波索夫之子) 。他认为: “建立奥拉尼亚是出于一个政治理

念———让这里成为阿非利卡人生存并能独立做决定的地方，成为能保存他们文化的地方。”③ 2012
年底，社区居民在北开普省的大西洋岸边购置了一块土地，准备在那里建一个类似奥拉尼亚的社

区，并计划沿奥兰治河开发一片住宅区。波索夫希望将其建成一个人口达 25 万的城镇。他们反对

种族主义，尽管他们对外来的非白人并不友好，但他们强调建立奥拉尼亚并不是为了隔离，而是不

愿意由别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奥拉尼亚没有妨碍南非的种族和解，而是和解的一部分。奥拉尼

亚存在的三个原则是:“独立完成工作; 拥有自己的土地; 独立运行的市政和学校等机构。”④ 当地

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这里保存和发展阿非利卡人的语言、文化、传统和信仰。当然，他们最终的

理想是能够为居住在南非的 300 万阿非利卡人建立一个属于他们的独立家园。
与南非大城市里白人社区高墙深院、铁丝网密布的严密安保措施迥然不同的是，奥拉尼亚里面

的房屋都不设围墙和安保设施，许多房子甚至大门敞开。社区里也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基本靠自

我隔离来获得安全保障。这里民房成排，绿树成荫，农田整齐，是一个人们集中居住的区域，任何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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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活动都会显而易见。我观察到，这里的居民多数是农民和小商人，他们对亚洲人的态度比较友

好，只是在这里的餐厅用英文点餐时，年轻的女招待还有些难以应对，可见其深受阿非利卡语教育

的影响，与外界联系甚少。2012 年来到奥拉尼亚定居的牧民柯布斯·乔克( Kobus Jonck) 说:“我们

在这里很安全，不必担心自己的汽车晚上被撞、被偷，甚至牲畜棚的门也不必锁。”①笔者同一位经

营工艺品店的女店主聊天，她在这里生活了七年，感到非常安全自在，她强调自己完全没有政治上

的诉求，只是为了保护和传承阿非利卡人的文化。这里的人们都在为自由而工作。社区周围有许

多沙漠农场，在严重干旱的卡鲁地区看到大片大片、绿油油的玉米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围绕社

区栽种的三万多棵绿树，使得奥拉尼亚成为名副其实的沙漠绿洲，更加让人感叹阿非利卡人建设自

己美好家园的勇气、决心和执行力。
由社区居民组成的委员会，对于谁能住进来有很大的主导权，能够通过对申请人资格的重重审

查，过滤掉假装认同其理念的人，留下他们真正想要的人。社区里的生活是宁静而单调的，成人们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孩子们去学校上学，社区广播里播放的都是阿非利卡人的传统音乐。周末人们

一起在教堂里做礼拜，这是社区里的重要活动。奥拉尼亚是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社区，当地建有近

10 个教会，包括最早的荷兰归正教会( Dutch Ｒeformed Church) 、阿非利卡语新教教会( Africkaanse
Protestantse Church) 等，绝大多数人都是新教教徒。根据 2014 年的一次地方人口普查，南非荷兰新

教教会是当地最流行的，其次是荷兰归正教会和马拉纳瑟( Maranatha) 教会，有 84． 4% 的家庭信奉

宗教。② 来自南非及世界各地的社区新移民给这里带来了多种多样的教派，尽管在早期，所有居民

都集中在一个教堂里，大家在一起举办重要节日的仪式。③

社区里多数居民是农民或商人，他们不喜欢与外界交往。奥拉尼亚发行了自己的货币欧拉，通

过自己的商会印刷欧拉，并通过其中央银行分发。然而，欧拉在技术上并不是一种货币，而是作为

与南非法定货币兰特挂钩的凭证。欧拉于 2004 年推出，在使用时给予用户补贴。④ 近年来，随着区

块链技术的兴起，为了进一步推进该镇的独立，奥拉尼亚计划创建一个虚拟版本的货币，即电子欧

拉( e-Ora) 。用户可以通过一个应用程序从中央银行购买电子欧拉，然后通过智能手机使用它们进行

本地交易。该版本的欧拉将不会有到期日。除了支持奥拉尼亚的自给自足之外，推出电子欧拉的目

的是使交易更有效率，并降低打印纸币的成本。此外，使用电子欧拉可以避免各种银行卡交易产生

的费用。然而，由于使用电子欧拉交易的都是南非白人，很容易被南非民众视为“白人至上”运动

的一部分，可能会遭到反种族主义团体的反对，包括被黑客攻击和阻挠，其安全性也将受到威胁。⑤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奥拉尼亚经历着快速地成长和变迁。如今的社区，共有 1600 多名常住居

民，来自不同的地区，甚至有一户家庭来自德国。事实上，让历史上长期保持分离与独立的阿非利

卡人团结在一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句谚语说得好:“如果一个岛上有两个阿非利卡人，几天

之内就会有三个教堂和四个政党。”后种族隔离时代背景下南非阿非利卡人的特殊境遇，迫使曾经

崇尚自由与独立的阿非利卡人为了一个共同的信念与目标聚集在一起，这种强烈的保护与传承阿

非利卡人文化的情感与信念支撑着人们自力更生、抱团取暖，以现代化、高科技的生计方式回归部

落社会的组织形态，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然而这种只在意部落利益和身份认同、无视人类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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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整体价值观，最终结局会怎样? 是否会导致现代文明社会的普遍性崩溃? 我们现在只能拭目

以待。

三、“新部落主义”视野下的身份政治与“理想国”

如前所述，法国社会学者提出的“新部落主义”概念和隐喻，在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快速发

展的今天，尤为引人深思，并成为后现代社会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潮与社会组织形态。类似南非奥拉

尼亚这种以相同情感与文化聚集起来的社区组织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有存在，比如 20 世

纪六七十年代在北美地区盛行的“回归土地”运动，以及该运动在新西兰的回响———带有乌托邦色

彩的结社行动。1974 年，在时任总理诺曼·柯克( Norman Kirk) 的倡议下，新西兰政府颁布了《公

社计划》( Ohu Scheme，Ohu 是毛利语，指互助友爱的生活共同体) ，以政策支持新西兰公民到城市

以外的农村地区开展共同生活的公社实验。① 一时间涌现出很多自力更生、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理

想社区”和“另类社区”。这种无政府、去中心的部落生活满足了人们对当下的不满和对过去的怀

念，如今的人们可以通过新科技手段寻找自己喜欢的部落，不管这个部落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虚拟世

界中的。这种看似分散脆弱的联系与群体认同在世界各地仍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美儿( Amy Chua) 于 2018 年 6 月在《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上发表

《部落世界》( “Tribal World”) 一文，提出要重视当今国际社会中的部落主义因素。她指出，在解释

全球政治时，很多人低估了群体认同在塑造人类行为中所起的作用，他们还忽视了这样一个事

实———在许多地方，最重要的身份或者说人们愿意为之牺牲的身份，不是国家的，而是民族的、地区

的、宗教的、宗族的。② 紧接着，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下一期《外交事务》上发表文

章《反对身份政治: 新部落主义与民主的危机》，用“身份政治”这个概念来解释美国当下的政治发

展及其行为逻辑，指出造成西方文明式微的根本原因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西方许多国家没有处

理好弱势边缘少数族群、外来移民与主流群体的关系，低估甚至忽视了他们的生活诉求与体验，从

而造成了社会的分裂和隔阂。③

以“新部落主义”“身份政治”的视角重新审视南非阿非利卡人的身份认同与政治处境，及其与

政府国家的关系，显而易见的是，阿非利卡人始终会把自己与其族群身份认同牢牢地绑在一起，这

是他们的立身之本; 以奥拉尼亚为例，即便个人利益受到损失，他们也会为了族群利益而做出牺牲，

这让很多南非人感到费解。事实上，回顾阿非利卡人民族形成的历史，他们为了摆脱英国统治而开

始“大迁徙”④; 为了在南非内陆站稳脚跟而同周遭的非洲人血战; 为了与英国争夺领土和资源又进

行了惨烈的“英布战争”⑤等，无不是为了在南非土地上获得生存和独立自治权而进行的殊死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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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欧宁主编:《回归土地: 新西兰的另类社区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年，第 13—14 页。
蔡美儿著，邵依琳译:《部落世界》，载《外交事务》，2018 年 7 /8 号。观察者网发布 https: / /www． guancha． cn /CaiMeiEr /2018_10_

12_475165_ s． shtml，英 文 原 文 见 Amy Chua，“Tribal World”，Foreign Affairs，July /August 2018 Issue，vol． 96，no． 4． https: / /www．
foreignaffairs． com /articles /world /2018 － 06 － 14 / tribal － world

弗朗西斯·福山著，苏子滢译:《反对身份政治: 新部落主义与民主的危机》，载《外交事务》，2018 年 9 /10 号。澎湃新闻发表

https: / /www． thepaper． cn /newsDetail_forward_2397349，英文见 Francis Fukuyama，“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Foreign Affairs，July /August 2018 Issue，vol． 97，no． 5．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夺取开普殖民地后，为了摆脱英国人的统治，继续过阿非利卡人想要的生活，他们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

“大迁徙”( Great Trek) 。阿非利卡人向内陆地区迁徙的漫漫长路，不但促使他们形成了强大的民族认同与凝聚力，还建立了自己的国

家: 德兰士瓦共和国与奥兰治自由州共和国。
Anglo-Boer War( 1899—1902 年) ，英国同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建立的两个共和国———德兰斯瓦尔共和国和奥兰治共和国，为争

夺南非领土和资源而进行的一场战争，又称南非战争、布尔战争或第二次布尔战争。



尽管现在的奥拉尼亚仍只是一个北开普省奥兰治河岸边的族群定居点，但其终极目标是发展

成一个更广泛的阿非利卡人“家园”，从现在的奥拉尼亚向西延伸到大西洋并建立自己的海港。①

事实上，“白人家园”的理念得到了广大年轻人的支持，据温特巴赫( Winterbach) 的研究，有 68% 的

年轻人支持北开普省的“白人家园”计划。② 阿非利卡语作为南非的官方语言，在教堂、学校、会议

等场合，被不断使用和强化，且越来越成为有组织、有纪念意义的宣传和动员手段。在宣扬阿非利

卡人的族群身份与认同时，奥拉尼亚人有意识地将族群认同与过去的种族身份进行了区分。奥拉

尼亚镇长马尼·奥珀曼( Manie Opperman) 博士在一篇文章里很早就申明:“奥拉尼亚的宪法中不包

含种族，尽管这是其他地方的阿非利卡人认同中的一部分。”③他用调研数据证明，绝大多数奥拉尼

亚人对于周边其他族群( 黑人、有色人等) 持更为积极和中立的态度。
事实上，奥拉尼亚为了能够在多元文化盛行的新南非生存下来，竭尽全力不去碰触“种族”这

根红线，一心一意谋求自身的经济建设与日常管理，以至于有学者指出: “奥拉尼亚是农村可持续

发展的典范，如果在南非的西北省、东开普省设立十几个这样的定居点，就能大大减轻当地的贫

困。”④尽管如此，大多数南非阿非利卡人并不看好奥拉尼亚的未来，认为这里的人们是为了逃避黑

人执政而进行的自我隔离，而那些支持奥拉尼亚的阿非利卡人却很少有人真正愿意搬到这里来生

活，他们无法舍弃当下生活的舒适和便捷而去适应所有劳动都亲历亲为的奥拉尼亚。事实上，很多

阿非利卡人对奥拉尼亚的认知都来自媒体、新闻以及道听途说，他们从未亲身体验过奥拉尼亚里的

生活，因此，他们并没有站在一个客观的位置上来看待奥拉尼亚。
奥拉尼亚的存在，明显是在多元文化的南非社会中，创造一个属于阿非利卡人自己的领地和空

间，亦代表着一种长期斗争的持续。在以黑人为主导的新南非社会，非黑人少数族群在政治上都处

于弱势地位，尽管他们受到“最平等宪法”的保护，却无时无刻不为维护自身文化的社会制度而

进行斗争和努力。他们想用不同于种族隔离的方式，来践行自己作为南非人的意义和价值。这

种生存的信念，并非源自种族主义的优越感，而是源于新时代下的不安全感，他们是“孤独的狂

热者”。⑤

结 语

随着越来越多的阿非利卡人在南非政治、社会领域遭遇不平等、不安和威胁，他们就会退回部

落主义，抱团取暖，自力更生，也更加孤立，更具防御性，更专注于区分自我与他者。事实上，当下南

非黑人政府对奥拉尼亚这样的“自治王国”采取放任自流的方式是正确且明智的，毕竟它们的存在

与发展并未触及国家政权的“底线”与“红线”。与此同时，南非政府也要采取措施正视并解决白人

危机以及其他非黑人少数族裔危机。因为部落主义在经济下滑、社会不安全和机会缺乏的情况下

会迅速发展，当南非人都以个体所在的族群认同为首要认同，那么排外、冲突、内战等情况就会一触

即发，甚至成为一种常态。然而“身份”并非铁板一块，每个人的身份都不是生而有之、一成不变

的，而是与社会建构捆绑在一起。因此，身份既可以用来区分彼此，也可以实现统一。如何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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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原文为阿非利卡语文献，转引自 FC de Beer，“Exercise in Futility or Dawn of Afrikaner Self-determination: An Exploratory Ethno-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Orania”，Anthropology Southern Africa，2006，29( 3＆4) ．

M． Opperman，“Die Afrikaners van Orania as etniese gemeenskap”，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Anthropology Southern Africa，October 31
November 2，2004，Bloemfontein．

Van Zyl Slabbert，F． van Zyl，The Other Side of History: An Anecdotal Ｒeflection on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South Africa，Johannesburg:

Jounathan Ball Publishers，2006，p． 112．
Johan Kinghorn，“Social Cosmology，Ｒeligion and Afrikaner Ethnicity”，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20 ( 3 ) ，pp． 393 － 404．



多种族、多族群、多元文化共存的国家建构统一的身份认同，始终是“彩虹之国”面临的重要而紧迫

的问题。
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大多数南非人渴望生活在一个稳定、团结、统一的国家里，但历史上长期的

种族隔离与族群分裂所造成的结构性边界和鸿沟仍然难以跨越、融合，仍是阻碍南非人形成统一国

家认同的主要障碍。根据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 2016 年 3 月发布的《南非种族关系现状》报告显示，

南非当前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是失业、犯罪与住房问题。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南非的种族关系有

所改善，大多数南非人，特别是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南非人对于南非的统一与融

合充满希望，他们追求种族间的平等与尊重，不以肤色论英雄。① 从长期来看，新南非经历着缓慢

的社会变革，需要在自由民主与融合统一之间寻找平衡，种族与族群的大融合是建构一个统一国家

的前提条件。尽管南非依然面临着复杂的种族与族群问题，但这些问题与过去种族隔离时期国家

强制性的分别发展有着本质区别。如今，不同种族与族群的人们共享着学校、医院、商场、餐馆等公

共空间，不断加速的种族与族群流动在多个层面上推动着南非走向融合与包容性发展，大多数南非

人都希望在美丽的“彩虹之国”和平共处。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concepts such as“identity”，“identity politics”，and“new
tribalism”to reveal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identity change experienced by Afrikaners in
South Africa． Dwelling on Orania or“Utopia”of Afrikaners that was established to protect and
continue Afrikaners’ tradition and culture， the paper explores the phenomenon of some
Afrikaners returning to a “tribal life”，huddling together for warmth and living in self-
segregation in the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which presents an important issue new South
Africa has to face and resolve in the era of multi-racial，multi-ethnic and multi-cultural
coexistence．

( 徐薇，副研究员; 麦晓晴，硕士研究生，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金华，3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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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e State of South Africa’s Ｒace Ｒelations”，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Ｒace Ｒelations，March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