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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迪拜
□令狐空

这些年来，豪气冲天的迪拜

频频登上热搜。

什么最大的人工岛棕榈岛，

最奢靡豪华的帆船酒店，世界最

高的建筑物哈利法塔，总之就是

在各个方面提升地球的纪录。

还有能够像舞女般旋转的摩

天大楼，女生盯着东西会被土豪

随手买下相赠，甚至传出了乞讨

月入 47 万的传说，惹得不少人想

去迪拜碰运气。

一个叫《华人在迪拜》的短

片，也是对迪拜花样夸赞，综合起

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治安条件很好，让人非

常放心，不会担心小孩丢失的问

题。迪拜对治安高度重视，为了提

升效率给警察配备了超级跑车、

水陆两栖车，还有飞行摩托。

其次，教育环境也很棒，约有

120 所私立国际小学，提供与欧美

接轨的国际教育。而且价格相对

便宜，国内的同等学校一年大概

收费 20 万，这里的也就十二三

万。

然后，除了 5%的关税以外没

有税收，生活非常自由，特别容易

交到朋友。虽然迪拜才 339 万人，

但汇聚了全球 100 多个国家的民

众，随便一个小餐厅都有五六个

国家的工作人员。

因为这些优点，许多华人把

孩子也接了过去，准备定居在迪

拜。

时至今日，迪拜的华人数量

已经超过 30 万，他们过得究竟怎

么样呢？迪拜真的像视频中讲的

那么美好吗？

还别说，一些华人在迪拜发

展得很不错。由于贸易的关系，迪

拜造就了许多华人富豪。

2002 年 3 月，主管外贸的“铁

娘子”吴仪访问迪拜。迪拜政府提

出可以将自贸区中一个 15 万平

方米的仓库，免费提供给中国三

年。

两年之后，在中方和迪拜世

界集团的共同投资下，一座总建

筑面积超过 30 万平方米的中国

城闪亮登场，名字叫做“龙城”，规

划了 4000 个店面。

行走在 2.5 公里长的龙城市

场，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中国商

品。小到各类玩具，大到床和沙发

等家具，这里仿佛就是“淘宝”的

实体版。

在龙城开幕之前，中国与迪

拜所在的国家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贸易额仅为可怜的 10 亿美元

左右。但到了 2015 年，仅龙城的

贸易成交量就已经高达 800 到

900 亿美元，提升了近千倍。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

九万里。当风口到来的时候，即使

不是大鹏，也可以轻松地飞起来。

上世纪 90 年代末和 20 世纪初来

到迪拜的华人，一下子站在了风

口浪尖。

比如有位国有贸易公司的王

先生，比较熟悉中东和北非的市

场。在 90 年代被裁员后，为了养

家只能硬着头皮远走天涯、闯荡

迪拜。

他惊喜地发现，彼时的迪拜

就如 80 年代的中国，到处都是机

会，只要肯付出就能赚钱。他先是

销售小商品，后来转行为旅行公

司，成为了龙城中小有名气的富

翁。

那个年代闯荡迪拜的华人，

很多实现了财务的自由。龙城中

随便一个不起眼的华人，都有可

能身价千万，有着银行卡余额上 7

个 0的快乐。

2017 年，网络上曝出了“42

名中国劳工被困迪拜、没钱吃

饭”的新闻。

等等，不是乞讨就能月入

47 万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在迪拜确实可以乞讨，但前提

是胆子要大，因为这种行为在

迪拜违法，抓住了就遣返回

国。

迪拜的工资水准，其实也就

和国内的一线城市相当。根据

外聘网的数据：你当上高管的

话肯定很高，但普通白领也就

六七千元，少数能赚 1万多。

迪拜也确实有豪车坟场，里

面堆满了落满灰尘的奥迪、奔

驰、保时捷、法拉利、兰博基尼

等，它们确实是被车主扔掉的。

但这些绝非可以任意捡走的废

品，只不过是由于迪拜的报废

标准高、罚款金额大，许多人因

此放弃了旧车。这些车辆，一般

会以拍卖的方式处理。

说白了，到外国打工生存，

从来不是一件易事。

根据被困劳工之一张先生

的介绍，他是在 2016 年与劳务

公司签订了合同。但到迪拜没

多久，老板的工程被终止，工资

迟迟未发，只能求助国内媒体。

还有位浙江的胡女士，她和

老公在 2016 年末到迪拜打工，

心想着狠狠赚上一笔。结果所

谓包吃包住就是住在店里，两

人穷得时常啃咸菜。20 天的时

间里，只拿到了客人给的 20 阿

联酋迪拉姆，合 37 块人民币。而

他们这一趟远行，前前后后花

了近 6万人民币。

这些人的遭遇虽然有些惨，

但至少可以回国。还有许多外

来劳工，受到了更加残酷的压

迫。

迪拜郊区有一个索那普尔

劳工营，里面有约 15 万名工人，

多数来自印度、巴基斯坦、菲律

宾、孟加拉、中国等国。

伊朗摄影师法尔哈德·博拉

曼曾拍摄过其中的场景，发现

很多人怀揣着改善家庭生活的

梦想，但到了迪拜后就被扣下

了护照。

在雇主的严格监控下，他们

拿着低微的工资，从事着繁重

的体力活，甚至顶着高温工作

14 小时，而西方游客则被告知

在外面别超过 5分钟。

比如来自孟加拉国的贾汗

吉尔，已经当了 4年的清洁工，

每月只能拿到约 1342 元。他把

大部分钱寄回了老家，只留下

少部分糊口。

他们的食堂脏污不堪，墙壁

上满是油污。住宿的地方更是

狭窄闷热，热情的蚊虫几乎天

天来访。

一边是高楼游艇，一边是烈

日施工；一边是穷奢极欲，一边

是节衣缩食。一面天堂，一面地

狱。

“大家都觉得迪拜像一个暴

发户一样，其实从量变到质变

的过程，它也需要很长时间的

一个沉淀。”

迪拜原本是海湾地区的一

个重要港口，发家的历史才 50

多年，不过它的转型非常成功。

迪拜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中人口最多的城市，该国的首

都是阿布扎比，同样豪气冲天。

电影《速度与激情 7》中主角驾

驶超跑连穿两栋大楼，便取景

于阿布扎比。

由于在 1966 年发现了石

油，迪拜的财富迎来了暴涨。到

1975 年时，石油竟然贡献了三

分之二的 GDP。

但迪拜的石油储量并不算

丰富，在阿联酋七个酋长国中

排行倒数。因此他们未雨绸缪，

规划着没有石油的未来。

1985 年，迪拜政府成立了

总面积达 48 平方公里的杰贝阿

里自贸区，但刚开始的时候只

有 19 家企业。

为了鼓励各方投资，迪拜政

府下足了功夫，投入大量资金

铺设基础设施，建立了完善的

道路、通讯和能源供应。

同时在政策上大开绿灯，减

少复杂的审批程序，打破了找

当地人担保的惯例。企业可拥

有 100%的所有权，还能免除 50

年的所得税。

而且，自贸区的地理位置极

佳。不仅毗邻世界最大的人工

港———杰贝阿里港，距离迪拜

国际机场也只有 30 分钟的车

程。

在迪拜政府持续不断地招

商引资下，仅仅 21 年后的 2006

年，自贸区就吸引了 6000 多家

企业入驻，还有 147 家企业属于

世界 500 强。

如今的迪拜，早就撇开了对

石油的依附，石油产业的占比

已不足 1%。通过贸易的优势，它

把自己打造成了金融、旅游和

房地产的中心。各种逆天的建

筑就不用说了，还免费教育、免

费医疗、甚至能免费领房子，但

这些都仅限于本地人。

由于迪拜八成的人口来自

于外国，所以迪拜对于外来劳

工强硬至极，也因此受到了各

方的批评。

一名到迪拜打过工的中国

人，甚至评价道：“我觉得这里几

乎就是奴隶社会。你所看到的

光鲜都是奴隶主们的生活。而

奴隶主们就是他们的阿联酋本

地人民，占这个城市人口比例

的 20%。”

仔细观察《华人在迪拜》这

部短片，会发现视频中那些猛

夸迪拜的人，几乎全是社会精

英。有传媒人士、有教育人士，

还有私企 CEO。

但除了社会精英和顺风而

起的人外，普通人即使到迪拜

也很难翻身。

说白了，迪拜就是一座城

市，不是什么天堂，更没有遍地

的黄金。

任何一座大城市，如果仅仅

只拍几个角落的话，都能够展

现出纸醉金迷的大片感。谁还

没有几座高楼，谁还没有几个

乐园，谁还没有几处山峰。

作为中东地区排行第一的

旅游城市，迪拜当然知道如何

宣传自己。但就像明星展示出

来的人设，需要分辨出其中究

竟有几分真。

“如果我老了，就把我丢到

迪拜捡垃圾。”还是醒醒吧，这

是行不通的。迪拜是一个疯狂

压榨外来劳工的城市。如果本

身没有过硬的本领，恐怕去了

会更惨。

财富从来不会没有缘由的出

现，不会因为你换个地方就前来

拜访。打铁还需自身硬，想要到

世界闯荡，你必须要有过硬的才

能。（影片《华人在迪拜》、《华西

都市报》、《华人周刊》）

但风口总会消失，就像你

20 年前做淘宝，有可能发展成

为旗舰店。现在想要注册淘宝

开店创业，则很可能铩羽而

归。

时至今日，留给华人移民的

机会少了许多，即使是龙城的生

意也越来越不景气。而且，迪拜对

于外来劳工是出了名的强硬。

索那普尔劳工营

迪拜街景

迪拜塔

棕榈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