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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有着宽广的国际视野和世界胸怀ꎮ 建党百年来ꎬ
中国共产党不断拓展对非洲前途命运的深刻理解ꎬ 不断深化对中非合作价值

与意义的总体把握ꎬ 不断发展和弘扬中非合作精神ꎬ 逐步形成了全面、 系统

而又特色鲜明的非洲观ꎮ 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是党认识非洲与中非合作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ꎬ 是中国不断创新对非合作理论与政策的基础ꎬ 是中非团结合

作不断深化拓展的根本遵循ꎮ 党的非洲观有着自身显著特点ꎬ 即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内在统一ꎬ 坚持 “第三

世界—发展中国家” 的身份定位ꎬ 始终顺应南南合作的历史大势ꎬ 注重发扬

国际统一战线思维ꎮ 党的非洲观有力塑造了中国外交的价值取向ꎬ 推动着中

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ꎬ 为国际社会贡献了新的国际关系伦理和范式ꎬ 有力

促进了中国、 非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进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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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建波ꎬ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ꎮ

坚持胸怀天下ꎬ 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ꎮ① 中国共产党在

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ꎬ 深切同情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的悲惨境遇ꎬ 立志要为广大劳苦群众求解放ꎬ 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ꎮ
中国携手非洲国家ꎬ 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联合反帝反殖反霸ꎬ 到

非洲国家独立后携手追求发展和复兴ꎬ 始终着眼捍卫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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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的经验总结和时代创新研究”
(２１ＡＧ００１) 的阶段性成果ꎮ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年１１ 月１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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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ꎬ 始终着眼增进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ꎮ 中国共产党把非洲人民的命运与

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ꎬ 把推动非洲国家实现独立、 发展和复兴视为自

己的道义追求ꎮ
中国共产党认识非洲和中非关系ꎬ 从来都有大视野、 大胸怀、 大格局ꎮ

一是大历史观ꎬ 中国共产党善于以大历史观认识非洲发展大势ꎬ 既看到了非

洲国家追求独立和发展进程的艰辛与不易ꎬ 又看到了非洲走向全面复兴的光明

前景ꎮ 二是全球纬度ꎬ 中国共产党从全球纬度认识非洲的世界地位和价值ꎬ 看

到了非洲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战略价值ꎬ 看到了非洲历史发展对于国际体系演

进的推动作用ꎮ 三是南南合作视野ꎬ 中国共产党从南南合作的角度认识中非合

作的性质和意义ꎬ 以及中非合作历史主题和任务的演变与调整ꎬ 由此清晰地把

握中非合作之于中国、 之于非洲、 之于发展中国家、 之于世界的历史意义ꎮ
在长期的国际观察和对外交往中ꎬ 中国共产党不断拓展对非洲前途命运

的深刻理解ꎬ 不断深化对中非合作价值与意义的总体把握ꎬ 逐步形成了全面、
系统而又特色鲜明的非洲观ꎮ 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ꎬ 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非洲

的历史地位、 非洲的前途命运、 中非团结合作的价值与意义ꎬ 以及中国对非

洲外交理念和政策的认识、 理解和把握ꎮ 这是中国一贯重视非洲的观念基础ꎬ
是指引中非团结合作不断深化拓展的根本遵循ꎮ 通过中非合作的艰辛历程及

巨大成就ꎬ 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展现了胸怀天下的理论品格ꎬ 展现了为世界谋

大同的历史使命与世界责任ꎮ 全面梳理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历史演进和发展ꎬ
系统阐述其理论与实践特色ꎬ 是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外交成就和经验的

必需ꎬ 是全面深化新时代中非团结合作的现实要求ꎮ

一　 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

百年来ꎬ 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ꎮ 这一

演进历程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体系演进方向的准确把握、 对时代主

题演变的科学认识、 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深切同情、 对全球发展和治理的责任

担当ꎬ 以及对自身使命、 责任与道义的深刻理解ꎮ 百年来ꎬ 中国共产党非洲

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ꎮ
(一) １９７９ 年以前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和支持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ꎬ 主要致力从事国内反帝反封建斗争ꎬ 以及实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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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发展壮大ꎬ 党的对外交往对象主要是苏联和共产国际ꎮ 随着中国革命事业

的不断推进ꎬ 党的国际视野也在不断拓展ꎬ 开始关注处于殖民统治下的非洲

大陆的现实处境ꎬ 深切同情非洲人民的历史命运ꎮ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世

界革命的角度ꎬ 把握第三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大势ꎬ 深刻认识广大殖民地半

殖民地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地位ꎮ 早在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ꎬ 毛泽东在论及中国

的抗日政策时就指出ꎬ 中国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外部援助ꎬ
这些外援来自三个方面ꎬ 即社会主义苏联、 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 各殖民

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ꎮ① 在 １９４５ 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ꎬ
毛泽东就深刻指出旧世界存在三大矛盾ꎬ 即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的矛盾、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

主国之间的矛盾ꎬ 他断言反动逆流总有一天要被克服ꎮ② 中国共产党人把非洲

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ꎬ 把非洲广大被压迫民

族视为中国革命可以团结的重要力量ꎮ
新中国成立前夕ꎬ 中国共产党明确做出了 “一边倒” 的外交选择ꎬ 同时

也认为自己属于被压迫民族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一员ꎬ 把帮助其他被压迫

民族的独立斗争和正义事业看作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ꎮ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 «共同纲领»ꎬ 规定了处理对外事务

的政策和基本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 自由的国家

和人民ꎬ 首先是联合苏联、 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ꎬ 站在国际和平

民主阵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ꎬ 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ꎮ”③ 新中国把广大

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视为团结的力量ꎬ 誓言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
侵略和扩张政策ꎮ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ꎬ 周恩来率团参加了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

议ꎬ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支持亚非民族独立斗争的坚定意志和决心ꎬ 与其他亚

非国家一道缔造了反帝反殖、 团结合作的 “万隆精神”ꎮ 新中国一经成立就有

着超越国家利益的全球视野ꎬ 有着关注全人类的国际主义精神ꎮ
在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外部环境异常艰难时期ꎬ 中国共产党执行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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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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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外交文选»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世

界知识出版社ꎬ １９９４ 年版ꎬ 第 ３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４６ 页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５２ 年版ꎬ 第 ４ ~ 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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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反帝反霸外交路线ꎬ 非洲国家成为中国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毛泽东先后提出 “两个中间地带” 和 “三个世界” 划分的战略思想ꎬ 大手笔

地勾勒出国际矛盾斗争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ꎬ 在国际力量分化组合中

清晰指出了敌我友的关系ꎬ 为中国找到了尽可能多的国际支持力量ꎮ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至翌年 ３ 月ꎬ 周恩来率团对亚非欧 １４ 个国家进行了历史性访问ꎬ 期间提

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的 “五项原则”① 和对外提供经

济技术援助的 “八项原则”②ꎮ 在中国看来ꎬ 通过支援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和

解放ꎬ 能够极大地履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义务ꎬ 也可以动员尽可能多的国

际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ꎬ 极大地配合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斗

争ꎬ 体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ꎮ 周恩来曾对这种爱国主义与国

际主义的高度吻合做过阐释: “我国对外援助的出发点是ꎬ 根据无产阶级国际

主义精神ꎬ 支援兄弟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ꎬ 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ꎻ
支援未独立的国家取得独立ꎻ 支援新独立的国家自力更生ꎬ 发展民族经济ꎬ
巩固自己的独立ꎬ 增强各国人民团结反帝的力量ꎮ 我们对兄弟国家和新独立

国家进行援助ꎬ 把他们的力量加强了ꎬ 反过来就是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ꎬ
这对我们也是巨大的支援ꎮ”③

中非联合反帝反殖反霸的历史成效是显著的ꎮ 中国借助第三世界的支持ꎬ
在美、 苏共同包围封锁下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ꎬ 在它们的帮助下成功恢

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ꎮ 毛泽东指出ꎬ 这一重大胜利 “主要是第三世界兄

弟把我们抬进去的ꎮ”④ 中国在自身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ꎬ 给予非洲国家力

所能及的无私援助ꎬ 成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最重要的外部支持力量之一ꎮ
１９７１ ~ １９７５ 年间ꎬ 中国援外支出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 ５ ８８％ ꎬ
１９７３ 年一度高达 ６ ９２％ ꎮ⑤ 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对非援助最具标志性的重大

工程ꎬ 这条长达 １ ８６０ 公里的跨国铁路有力支援了南部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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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五项原则” 具体内容ꎬ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

来外交文选»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１９９０ 年版ꎬ 第 ３８７ 页ꎮ
关于对外经济技术援助 “八项原则” 具体内容ꎬ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周恩来选

集» (下卷)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４ 年版ꎬ 第 ４２９ ~ ４３０ 页ꎮ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ꎬ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４１２ 页ꎮ
本刊记者: «量力而行　 尽力而为　 孙广相谈援外体制改革»ꎬ 载 «国际经济合作» １９９３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０ ~ １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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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ꎬ 奠定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友好关系的基础ꎮ 坦桑尼亚开国总统尼雷尔

曾这样称赞道: “中国一贯积极地、 实际地支持非洲为摆脱殖民主义和种族主

义、 取得彻底的解放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斗争ꎮ” 他说: “中国也是一个不发

达国家ꎮ 贵国给我们的援助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之间团结一致的例证ꎮ”①

(二) １９７９ ~ ２０１２ 年对非洲合作理念政策的调整与发展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ꎬ 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ꎬ 美苏冷战形势也明显

缓和ꎮ 在党的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的指引下ꎬ 中国开始实行

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ꎬ 国家战略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ꎮ 中国对国际

形势有了全新判断ꎬ 和平与发展而非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ꎮ 中国外交诉

求也由着眼国际政治斗争需要转向服务经济建设和国家全面发展ꎬ 以及更大

程度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ꎮ 与此同时ꎬ 非洲的历史任务也在发生

显著变化ꎮ 伴随 １９８０ 年津巴布韦的独立ꎬ 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已经实现政治独

立ꎬ 反帝反殖斗争渐成历史ꎬ 这些新生的民族独立国家开始着手经济发展和

国家建设ꎮ
在此背景下ꎬ 中国对非洲外交的观念和政策在历史延续中发生了重大调

整ꎮ 不变之处在于ꎬ 中国一如既往地重视非洲国家ꎬ 继续坚持深化与非洲国

家的团结合作ꎮ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ꎬ 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

明确指出ꎬ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ꎬ 有三句话ꎬ 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

义ꎬ 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ꎬ 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ꎬ
或者叫联合和合作ꎮ”② 变化之处在于ꎬ 中非合作逐步由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

的相互支持转向了对和平、 发展和复兴事业的共同追求ꎬ 南南合作的时代主

题由此发生历史性调整ꎮ 中非合作中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有明显淡化ꎬ
以务实理性为特点的经贸合作开始提上历史日程ꎮ 这一历史转型奠定了新时

期中非关系深入发展的基础ꎬ 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新发展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２１ 世纪初ꎬ 中非合作的稳步发展呈现若干新的特点:

一是合作内涵显著拓展ꎮ １９８２ 年ꎬ 中国政府总理在访非时宣布了对非经济技

术合作的 “四项原则”ꎬ 即平等互利、 讲求实效、 形式多样、 共同发展ꎮ 在

“四项原则” 的指导下ꎬ 中非经贸往来从过去由中国单方面提供对外援助逐步

７４

①

②

[坦桑尼亚] 尼雷尔: «坦桑和中国的友谊在不断地扩大和加深»ꎬ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ꎮ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３ 年版ꎬ 第 ４１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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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到互利合作、 形式多样、 共同发展的经贸关系ꎬ 日益体现出务实、 平等、
互惠互利的特征ꎮ 中非经贸合作在经历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调整和发展后ꎬ
进入 ２１ 世纪后实现了长期、 快速发展ꎮ① 二是合作层次不断提升ꎮ 中非关系

定位呈现不断跃升的态势ꎬ 从 １９９６ 年 “面向 ２１ 世纪的长期稳定、 全面合作

的国家关系”②ꎬ 到 ２０００ 年 “长期稳定、 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③ꎬ 发展

到 ２００６ 年 “政治上平等互信、 经济上合作共赢、 文化上交流互鉴” 的 “中非

新型战略伙伴关系”④ꎮ 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亮点在于ꎬ 既强调中非合

作是相互尊重、 完全平等、 互惠互利的关系ꎬ 又突出其 “战略” 价值ꎬ 即

中非合作的内涵和意义具有全局性、 战略性、 长期性ꎮ 三是合作形式不断

创新ꎮ ２０００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ꎬ 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搭建了一个政府

间多边磋商与集体对话机制ꎬ 为 ２１ 世纪中非关系的发展搭建了极为重要的

制度平台ꎮ
(三) ２０１３ 年以来对中非团结合作的认识与期待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稳步推进ꎬ 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

变革显著加快ꎮ 在中国大发展和世界大变局的历史交汇期ꎬ 新时代中国外交

的视野更加开阔ꎬ 愿景更加宏大ꎬ 既要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 完成近

代以来中国人的民族夙愿ꎬ 又要携手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充分展

现当代中国的世界胸怀和全球担当ꎮ 中非合作也有了新的愿景和目标ꎬ 既需

要通过南南合作不断拓展新的发展机遇ꎬ 也需要携手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和

完善ꎮ 中国共产党对非洲的认识和把握、 对中非合作的定位和期待ꎬ 都有全

新的内涵和表述ꎮ

８４

①

②

③

④

中非贸易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０５ ９ 亿美元迅速增长至 ２００８ 年的 １ ０６８ ４ 亿美元ꎬ 首次跨越了 １ ０００
亿美元大关ꎬ 年均增长率更是达到了 ３３ ５％ ꎮ 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ꎬ 中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中国与非洲贸易总额达到 １ ９８４ ９ 亿美元ꎬ 接近 ２ ０００ 亿美元大关ꎮ 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
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ꎮ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江泽民主席在访非时宣布ꎬ 中国政府愿意发展同非洲国家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长

期稳定、 全面合作的国家关系”ꎮ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江泽民文选» 第一卷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版ꎬ 第 ５２８ 页ꎮ

在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上ꎬ 中非双方宣布建立 “长期稳定、 平等互

利的新型伙伴关系”ꎮ 参见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ꎬ 载 «新华每日电讯»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ꎮ
２００６ 年初中国政府发布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ꎬ 宣布致力于与非洲国家建立和发展 “政治

上平等互信、 经济上合作共赢、 文化上交流互鉴” 的 “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ꎮ 这一定位在同年 １１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得到正式确认ꎮ 参见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二○○六年一月)ꎬ 载 «人
民日报»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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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从世界大变局的宽广纬度把握非洲的发展大势及其重要地位ꎮ 习

近平提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ꎬ 其中重要依据之一就是

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ꎮ ２０１５ 年中国政府发布的 «中国

对非洲政策文件» 这样说道ꎬ “世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ꎬ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快速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ꎬ 是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

展的重要力量ꎮ”① 在过去非洲国家尚未取得政治独立的时候ꎬ 中国就能够乐

观预见到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形势ꎬ 看到非洲民族民主运动之于世界的

重大意义ꎮ 在当前亚非国家追求发展和复兴的时代ꎬ 中国对非洲的发展和复

兴同样充满期待ꎬ 对南南发展合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ꎮ 与部分西方人士把非

洲视为 “绝望的大陆” (Ｈｏｐｅｌｅｓｓ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② 或 “白种人的负担”③ 不同ꎬ
与部分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后一度降低对非洲重视程度并相对疏远非洲不同ꎬ
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把非洲视为全球的 “机遇” 而非 “负担”ꎬ 是 “希望的

大陆” 而非 “绝望的大陆”ꎬ 看好非洲的发展前景和地位ꎬ 这是中国共产党非

洲观一以贯之的重要方面ꎬ 在世界百年大变局下更是如此ꎮ
第二ꎬ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交视野认识中非合作的战略价值ꎮ 当前

大国战略竞争显著加剧ꎬ 中美关系在多个领域呈现显著复杂严峻ꎬ 中国外部

环境面临许多新的不确定因素ꎮ 中国要继续发扬统一战线思维ꎬ 继续加强和

拓展与非洲的团结合作ꎬ 巩固战略依托ꎬ 扩大回旋空间ꎬ 利用非洲国家的整

体力量制衡美国及其个别盟友对中国的可能阻遏ꎬ 改变和优化中国的战略处

境ꎬ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塑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ꎮ 历史一再证明ꎬ 在历史

上的若干重大节点、 重大事件中ꎬ 非洲国家往往是中国撬动与外部世界关系

结构的 “支点”ꎬ 是中国外交不可多得的伙伴和助力ꎮ 在中国发展的新时代新

方位ꎬ 非洲国家仍将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基础ꎬ 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仍

然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ꎮ “新形势下ꎬ 中非关系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

高了ꎬ 双方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ꎬ 中方发展对非关系的力度不会

９４

①
②

③

参见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二○一五年十二月)ꎬ 载 «经济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５ 日ꎮ
英国 «经济学人» 曾在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以 “绝望的大陆” 推出封面文章ꎬ 来表达对非洲发展的

失望情绪ꎮ Ｓｅｅ “ Ｈｏｐｅｌｅｓｓ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ꎬ Ｍａｙ １３ꎬ ２００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ｍ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２０００ / ０５ / １１ / ｈｏｐｅｌｅｓｓ －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２０

美国历史学家海斯 (Ｃ Ｊ Ｈａｙｅｓ) 等人曾在著作 «世界史» 中声称ꎬ “要引导千百万的陌生人

走上欧洲文明和进步的道路是一个负担ꎬ 而且是一个沉重的负担ꎮ” 参见 [美国] 海斯、 穆恩、 韦兰:
«世界史»ꎬ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译ꎬ 三联书店ꎬ １９７５ 年版ꎬ 第 １ ０５９ ~ １ ０６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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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 只会加强ꎮ”①

第三ꎬ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定位中非合作的世界意义ꎮ 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关乎全人类的重大愿景ꎬ 前景十分美好ꎬ 但不可能

一蹴而就ꎮ 由于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不一ꎬ 文化观念差异甚大ꎬ 外交选择

不同ꎬ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需要分国别、 分地区、 分领域、 分层次

予以稳步推进ꎮ 携手与中国战略对接融洽、 双边关系友好的国家和地区ꎬ
通过双边和区域层次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打造积极的示范效应ꎬ 共同推动国

际社会更多国家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ꎬ 是一条相对可行的路径ꎮ
在 “真实亲诚” 对非合作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的指引下ꎬ 中非双方正在致力

于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ꎬ 全面打造中非利益共享、 责任

共担、 文明互鉴的合作新范式ꎬ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样板和

典范ꎮ

二　 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重大思想与论断

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从整体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非洲历史进程的认

识、 对非洲国际地位的把握ꎬ 以及对中非合作价值、 内涵和意义的理解ꎬ 是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非洲和中非关系的总的思想与观点ꎮ
(一) 对非洲前途命运的认识和把握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ꎬ 能够历史地、 客观地看到非洲历史

和文明对于人类发展的特殊价值ꎬ 看到非洲自己掌握自己命运、 自主实现

自身发展的历史大势ꎮ 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重视非洲和中非关系的重要认

识基础ꎮ
第一ꎬ 乐观认识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大势ꎮ 毛泽东很早就密切关注非洲

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发展态势ꎮ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ꎬ 他曾预言在反法西斯战争取得

完全胜利后ꎬ 民主与反民主之争、 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将充满世界的大

部分地区ꎮ② 他在 １９５６ 年 ８ 月会见老挝王国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时说ꎬ “亚
非会议召开后只不过一年多ꎬ 万隆精神已发展得很快ꎬ 影响很大ꎮ” 他断言ꎬ

０５

①

②

习近平: «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

外交演讲集» 第一卷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１４ 页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外交文选»ꎬ 第 ４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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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主义国家的人数很少ꎬ 事实上根本不可怕ꎮ 他们没有翅膀ꎬ 飞不起来

了ꎮ”①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ꎬ 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罗金、 杜特列夫人谈话中形象地说

道: “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ꎬ 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的太阳是

早晨的上升的太阳ꎮ” 他还说ꎬ “现在ꎬ 除了社会主义阵营以外ꎬ 除了亚洲的

民族革命运动以外ꎬ 还要加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革命运动ꎬ 这些都是先

进的ꎬ 而西方世界则是落后的ꎮ”②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ꎬ 周恩来在访问几内亚期间

发表重要讲话时表示ꎬ 他欣喜看到 “几个世纪以来受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

义压迫和奴役的非洲人民已经觉醒起来ꎬ 站起来了ꎬ 他们决心要把命运掌

握在自己的手里ꎬ 这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ꎮ”③ 正是基于对广大

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第三世界革命形势的充分肯定ꎬ 新中

国坚定地站在广大被压迫民族一边ꎬ 坚决支持非洲国家追求政治独立的正

义事业ꎮ
第二ꎬ 积极看待非洲的发展和复兴ꎮ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ꎬ 周恩来在会见外宾时

谈到ꎬ “我认为非洲遍地是宝ꎬ 有广大未开垦的处女地ꎮ” 他还补充说: “只要

非洲开发起来ꎬ 农业发展起来ꎬ 就能自给自足ꎬ 从而打下可靠的国民经济基

础ꎬ 再逐步发展工业ꎮ 未来的非洲一定是一个繁荣富强的非洲ꎮ”④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ꎬ 邓小平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说ꎬ “我们非常关注非洲的发展和繁

荣ꎮ 我们高兴地看到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ꎬ 许多非洲国家都独立了ꎬ 这为发

展获得了最好的条件ꎮ”⑤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江泽民在访非时称赞ꎬ ２０ 世纪是非洲的

“解放世纪”ꎬ ２１ 世纪则是非洲的 “发展世纪”ꎬ 相信非洲发展将推动非洲社

会实现又一个历史性跨越ꎮ⑥ 习近平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访问非洲时曾用三个 “锐
不可挡”⑦ 来概括非洲的发展态势ꎬ 并在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１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外交文选»ꎬ 第 ２４２ ~ ２４３ 页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文集» 第七卷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 年版ꎬ 第 ４０４ 页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外交文选»ꎬ 第 ３９３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４００ ~ ４０１ 页ꎮ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版ꎬ 第 ２８９ 页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江泽民文选» 第一卷ꎬ 第 ５３０ 页ꎮ
即: 非洲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ꎬ 坚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ꎬ 独立自主势头

锐不可当ꎻ 非洲积极推进工业化ꎬ 谋求自主可持续发展ꎬ 快速发展势头锐不可当ꎻ 非洲加快一体化进

程ꎬ 在国际舞台上坚持用一个声音说话ꎬ 联合自强势头锐不可当ꎮ 参见习近平: «共同开启中非合作

共赢、 共同发展的新时代———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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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坚定认为 “非洲发展不可限量ꎬ 非洲未来充满希望”①ꎮ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

历史的思维、 发展的思维、 辩证的思维ꎬ 既能客观看到非洲面临的各种发展

挑战ꎬ 也对非洲发展充满信心ꎬ 能够充分认识到非洲国家具有的良好发展条

件以及不断提升的自主发展精神ꎬ 能够积极肯定非洲国家在追求发展进程中

取得的来之不易的历史成就ꎮ
第三ꎬ 积极评价非洲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地位ꎮ 非洲国家在追求民族独

立时期是反帝反殖的重要力量ꎬ 在赢得政治独立后又以其国家数量众多因而

在重大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ꎮ 早在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ꎬ 周恩来在

访非时称赞ꎬ “新兴的亚非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②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ꎬ 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ꎬ “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ꎬ 国际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ꎮ 在联合国中ꎬ 第三世

界的成员增加了ꎮ 对这个变化的价值要给予充分的估量ꎮ”③ 具体来讲ꎬ “非
洲在不结盟运动中约占半数ꎬ 在联合国成员中占了近三分之一ꎬ 始终是推进

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ꎮ”④ 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ꎬ 中国更

是把非洲视为推动世界发展、 全球治理乃至国际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ꎬ 继续

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自然是中国长期坚持的战略选择ꎮ
第四ꎬ 高度评价非洲国家的团结和统一ꎮ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 ７ 日ꎬ 毛泽东在会

见非洲代表时讲道: “你们现在很好ꎬ 团结起来了ꎮ” 他鼓励非洲朋友: “你们

非洲有两亿多人口ꎬ 你们团结起来、 觉悟起来、 组织起来ꎬ 帝国主义是怕你

们的ꎮ”⑤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 １６ 日ꎬ 周恩来在会见外宾时谈到ꎬ 支持非洲各国人民

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ꎮ⑥ 中国曾长期支持非统组织及其解

放委员会ꎬ 给予非洲国家以经济、 军事援助和外交声援ꎮ 当前ꎬ 中国积极支

持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ꎬ 支持非盟提出的 “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 的原

则ꎬ 携手非盟更大程度推进非洲的和平与发展进程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ꎬ 习近

平致贺词庆祝非洲统一组织成立 ５０ 周年非盟特别峰会召开ꎬ 称 “全非洲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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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携手共命运ꎬ 同心促发展» (二○一八年九月三日)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外交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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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外交文选»ꎬ 第 ３９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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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休戚与共的大家庭”ꎬ 相信非洲国家和人民大力弘扬泛非主义精神ꎬ 坚持联

合自强ꎬ 一定能够推动非洲复兴事业迈上新台阶ꎮ①

第五ꎬ 充分肯定非洲文明的历史价值ꎮ 非洲历史悠久ꎬ 文化灿烂ꎬ 是世

界文明的发源地ꎬ 对人类文化的丰富多样和交流传播有着深远影响ꎮ② 早在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 １９ 日ꎬ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言中就指出: “在我们亚

非两洲的土地上生活着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口ꎮ 亚非人民曾经创造过辉煌灿

烂的古代文化ꎬ 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ꎮ”③ ２０１５ 年中国政府发布的第二份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用三个 “极” 来概括非洲的世界地位ꎬ 即非洲是世

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一极ꎬ 全球经济增长新的一极ꎬ 人类文明的多彩一极ꎮ④

中国尊重非洲文明的独特价值和意义ꎬ 秉持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的正确

文明观ꎬ 推动中非文明交流互鉴ꎬ 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ꎮ
(二) 对中非合作目标任务和价值意义的期待

百年来ꎬ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非合作的目标与任务、 价值与意义有过许多

重大论述ꎮ 这些论述体现着党认识中非合作的双重视野ꎬ 既能从双边关系层

面看到中非团结合作对于双方各自维护政治独立与主权、 追求发展与复兴的

重要价值ꎬ 也能从全球纬度看到以中非合作为引领的南南合作之于世界发展、
全球治理乃至国际体系变革的重大意义ꎮ

第一ꎬ “非洲是斗争的前线”ꎮ 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看来ꎬ “非洲是斗

争的前线”ꎮ⑤ 这个斗争的性质和目的ꎬ 就是 “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

的人民ꎬ 在争取政治、 经济、 文化方面的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共同努力ꎬ 争

取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ꎮ”⑥ 第三世界团结合作从一开始

就是一种双向的互信互助ꎬ 自身力量弱小的非洲国家在面对强大殖民宗主国

时多了一份坚定的支持力量ꎬ 同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壮大也可以极大

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ꎬ 有助于迅速打破中国面临的外部封锁ꎬ 极大改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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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贺词庆祝非洲统一组织成立 ５０ 周年非盟特别峰会召开»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ꎮ
李克强: «开创中非合作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非盟会议中心的演讲»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６ 日ꎮ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周恩来选集» 下卷ꎬ 第 １４６ ~ １５７ 页ꎮ
参见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二○一五年十二月)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５ 日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外交文选»ꎬ 第 ４６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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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外部环境ꎮ 正如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毛泽东对非洲来华代表说的那样ꎬ “你们

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ꎬ 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ꎻ 我们的斗争也是你们

的斗争ꎬ 我们的胜利也是你们的胜利ꎮ”① 中国和非洲原本地理遥远ꎬ 但在追

求政治独立、 捍卫民族尊严的正义斗争中坚定地走到了一起ꎬ 成为可以长期

相互依赖的帮手和助力ꎮ
第二ꎬ 关注 “南北问题” 和 “南南合作”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ꎬ 中非

合作在继续强调政治互信的同时ꎬ 开始更多着眼追求经济发展ꎬ 着眼推动国

际经济秩序的转变ꎬ 南南合作因而具有了新的内涵和意义ꎮ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ꎬ 邓

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ꎬ “世界上的国家富的愈富ꎬ 穷的愈穷ꎬ 解决这个问题

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课题ꎮ” 他强调ꎬ “改变国际经济秩序ꎬ 首先是要解

决南北关系问题ꎬ 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ꎮ”②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ꎬ
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进一步指出ꎬ 现在世界上的问题很多ꎬ 有

两个比较突出ꎬ 一个是和平问题ꎬ 一个是南北问题ꎮ 他特别强调ꎬ 解决南北

问题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ꎬ 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ꎬ 也就是南南合

作ꎮ③ 此后ꎬ 从江泽民、 胡锦涛到习近平ꎬ 中国历任国家主席都十分重视全球

发展问题ꎬ 把推动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和发展问题视为中国重要的国际贡

献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 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做重要发

言ꎬ 提出 “全球发展倡议” 和建设全球发展共同体ꎬ 以推动国际社会全面落

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ꎬ 携手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

性威胁和挑战ꎮ④

第三ꎬ 中非是 “全天候” 朋友ꎮ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江泽民在访非时指出ꎬ 中非

双方是可以信赖的 “全天候” 朋友ꎮ⑤ 他强调ꎬ “我们必须以长远的战略眼光

看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ꎮ” 这是因为ꎬ “富朋友要交ꎬ 穷朋友也要交ꎬ
关键时刻往往穷朋友更靠得住ꎮ”⑥ 胡锦涛对中非合作的战略价值有过深刻阐

述ꎬ 称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工作的 “基本立足点”ꎬ “过去、 现在、 将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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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特有的政治和外交优势ꎮ” 他还指出ꎬ “发展中国家工作做好了ꎬ 我国

在国际上的政治基础就更加坚实ꎬ 就可以更好地在大国间纵横捭阖ꎬ 更好运

筹周边外交”ꎮ① 非洲需要中国ꎬ 中国更需要非洲ꎮ 帮助非洲ꎬ 就是帮助中国

自己ꎮ
第四ꎬ “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习近平访非时指出ꎬ

“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ꎬ 因为 “共同的历史遭遇、 共同的发展任务、 共

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ꎮ”② 在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上ꎬ 习近平明确提出推动构建 “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的时代命题ꎬ
呼吁中非携手打造责任共担、 合作共赢、 幸福共享、 文化共兴、 安全共筑、
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ꎮ③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ꎬ 习近平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

会上ꎬ 呼吁打造 “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ꎬ 充分发挥中非合作在引领全球公共

卫生合作中的积极意义ꎮ④ 中非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最早提出的区域性命运共

同体ꎬ 其特殊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于ꎬ 通过中非南南合作为建设新型国际关

系树立典范ꎬ 通过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基础、
积累实践经验ꎮ 中非命运共同体从一开始就有着超越双边层面的全球性意义ꎮ

(三) 对国际统一战线思维的阐述和运用

如何实现中非团结合作的愿景和目标ꎬ 更好维护中国、 非洲和世界人民

的根本利益? 国际统一战线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战略思维和方法ꎮ 早在 １９４９
年建国前夕ꎬ 毛泽东就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ꎬ 其中之一即

“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ꎬ 共同奋斗ꎮ 这就是联合苏

联ꎬ 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ꎬ 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ꎬ 结成国际

的统一战线ꎮ”⑤ １９６４ 年 ７ 月ꎬ 毛泽东对非洲朋友指出ꎬ 亚非拉人民 “要巩固

团结ꎬ 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ꎮ”⑥ 非洲国家和人民自始就是中国共产党国际

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长期以来ꎬ 中国共产党积极弘扬国际统一战线思

维ꎬ 借助非洲国家显著拓展了自身外交空间ꎬ 同时也极大支持了非洲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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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建设事业ꎮ
第一ꎬ 提出 “两个中间地带” 的战略论断ꎮ １９４６ 年 ８ 月ꎬ 毛泽东在同美

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会谈时指出ꎬ 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

地带ꎬ 这里有欧、 亚、 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 半殖民地国

家ꎮ① 这是 “中间地带” 的最早表达ꎮ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ꎬ 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共产

党主席波立特时曾专门谈到 “中间地带”ꎬ 指出中间地带的人民中ꎬ 亚非两大

陆就有十四个亿ꎬ 还有欧洲的人民ꎬ 都是我们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者ꎮ②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ꎬ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 “两个中间地带” 的战

略论断ꎮ 他说: “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ꎬ 一个是亚、 非、 拉ꎬ 一个是欧洲ꎮ”③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和 ７ 月ꎬ 毛泽东先后会见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人士ꎬ 再次详细阐

述了 “两个中间地带”ꎬ 即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ꎬ 欧洲、
北美加拿大、 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ꎮ 他还指出ꎬ 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

地带ꎮ④ “两个中间地带” 显著拓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外交视野ꎬ 为新中国在

美苏冷战对峙之外找到了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对象ꎬ 其中正在争取独立的非洲

国家和人民是可以团结的重要力量ꎮ
第二ꎬ 提出 “三个世界” 划分的战略思想ꎮ 在 “两个中间地带” 战略判

断基础之上ꎬ 毛泽东提出了 “三个世界” 划分的重要战略思想ꎮ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ꎬ 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 “我看美国、 苏联是第一世界ꎮ 中

间派ꎬ 日本、 欧洲、 加拿大ꎬ 是第二世界ꎮ 咱们是第三世界ꎮ” “第三世界人

口很多ꎮ” “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ꎮ 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ꎬ 拉丁美洲

是第三世界ꎮ”⑤ 当时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方向ꎬ 就是要团结第三世界ꎬ 争

取第二世界ꎬ 共同反对第一世界ꎮ “三个世界” 划分是中国共产党国际统一

战线思想最为集中的体现和运用ꎬ 它大手笔地把中国与世界最大多数的国

家、 最大多数的人民团结在了一起ꎬ 最大程度地孤立了对手ꎬ 壮大了世界

和平与正义的力量ꎮ 其中ꎬ 以非洲国家为主的第三世界是中国外交的基础ꎬ
是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出发点和立足点ꎬ 团结第三世界也自然成为中国国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外交文选»ꎬ 第 ５９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２０５ 页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文集» 第八卷ꎬ 第 ３４３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３４４ ~ ３４５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４４１ ~ ４４２ 页ꎮ



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历史演进与理论特色　

际统一战线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ꎮ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并坚定支持第三世

界国家的正义斗争ꎬ 这一身份定位及战略选择就成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

的历史起点ꎮ
第三ꎬ 表明中国 “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ꎮ 在中非联合反帝反殖反霸时

代结束以后ꎬ 中非合作的主题和任务发生了显著调整ꎬ 但中非双方在国际事

务中仍面临许多相似的利益需求ꎬ 一如既往地加强同非洲国家团结合作仍是

中国重要的外交选择ꎬ 一如既往地弘扬和发展国际统一战线思维仍然有着重

要意义ꎮ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ꎬ 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强调ꎬ 中国永远属

于第三世界ꎬ 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ꎮ① 同年 １０ 月ꎬ 邓小平在会见马尔代夫

总统加尧姆时说ꎬ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ꎬ 中国算一个ꎮ 中国这一票是第

三世界国家的ꎬ 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ꎮ 我们多次讲过ꎬ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ꎬ 将来发展起来了ꎬ 还是属于第三世界ꎬ 永远不做超级

大国ꎮ”②

第四ꎬ 表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是 “天然同盟军”ꎮ 在 ２０１８ 年中央外事工

作会议上ꎬ 习近平强调ꎬ “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

军ꎬ 要坚持正确义利观ꎬ 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ꎮ③ 天然同盟

军是对世界大变局下发展中国家战略价值的准确认识ꎬ 是对新时代中国与发

展中国家关系的准确定位ꎮ 这里所言同盟军ꎬ 并非西方语境中的政治或军事

结盟ꎬ 而是意在表达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长期是志同道合、 同舟共济、 患难与

共的关系ꎮ 在世界大变局时代ꎬ 以非洲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中国外交

大有可为的地方ꎬ 是在复杂国际形势中下先手棋、 打主动仗的重要助力者ꎬ
中国则是发展中国家促进减贫和发展的重要伙伴ꎬ 是在国际体系中捍卫发展

中国家利益的最积极力量ꎮ 中非团结合作对于中国、 对于非洲、 对于世界都

有全新的意义ꎮ
(四) 对中非合作精神的发展与弘扬

中非关系为什么好? 中非友谊为什么深? 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

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精辟指出ꎬ 关键在于中非双方缔造了历久弥坚的中非友

７５

①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ꎬ 第 ５６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９４ 页ꎮ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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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合作精神ꎬ 那就是 “真诚友好、 平等相待ꎬ 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ꎬ 主持公

道、 捍卫正义ꎬ 顺应时势、 开放包容”ꎮ① 中国在对非合作中始终践行 “四个

坚持” 和 “五不” 原则ꎬ 形成了一条特色鲜明的中非合作共赢之路ꎮ②

第一ꎬ 以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不干涉内政为基础培育政治互信ꎮ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ꎬ 毛泽东在会见非洲朋友时讲到ꎬ “我们之间相互平等ꎬ 讲真话ꎬ 不是

表面一套ꎬ 背后一套ꎮ”③ 同年 ７ 月ꎬ 他在接见亚洲、 非洲、 大洋洲国家和地

区的代表时进一步表示ꎬ “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ꎬ 不是老子对儿子

的关系”ꎮ④ 胡锦涛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访问非洲时ꎬ 将中非友好合作关系概括为:
好朋友、 好伙伴、 好兄弟ꎮ⑤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 习近平在访非时再次强调ꎬ 中非

关系的本质特征是 “真诚友好、 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ꎮ “我们双

方谈得来ꎬ 觉得相互平等ꎻ 我们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你们ꎬ 你们也不把自

己的意志强加给我们ꎮ”⑥ 在长期的对非外交实践中ꎬ 中国从不以 “教师爷”
自居ꎬ 不以大党大国自傲ꎬ 始终基于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理解和支持对方的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ꎮ 特别是ꎬ 中国对非援助从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ꎬ 这与西

方大国对非援助大多带有苛刻的附加条件截然不同ꎮ 坦桑尼亚开国总统尼雷

尔在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访华时曾动情地说: “无论是在中国给予我国的巨大的经济

和技术援助中ꎬ 还是我们在国际会议的交往中ꎬ 中国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要左

右我们的政策或损害我们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企图ꎮ”⑦

第二ꎬ 以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为导向做大共享利益ꎮ 长期以来ꎬ 中非互

为对方发展的重要机遇ꎬ 双方在资源禀赋上互通有无ꎬ 在生产要素上取长补

短ꎬ 在发展经验上互学互鉴ꎮ 当前中非双方以共建 “一带一路” 为引领ꎬ 把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习近平: «同舟共济ꎬ 继往开来ꎬ 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

九日)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 第二卷ꎬ 第 ４２２ 页ꎮ
“四个坚持”ꎬ 即坚持真诚友好、 平等相待ꎬ 坚持义利相兼、 以义为先ꎬ 坚持发展为民、 务实

高效ꎬ 坚持开放包容、 兼收并蓄ꎮ “五不原则”ꎬ 即中国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ꎬ 不

干涉非洲内政ꎬ 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ꎬ 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ꎬ 不在对非投融资中谋

取政治私利ꎮ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外交文选»ꎬ 第 ５２８ 页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文集» 第八卷ꎬ 第 ３８６ 页ꎮ
胡锦涛: «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的讲话»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５ 日ꎮ
习近平: «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ꎬ 第 １３ 页ꎮ
[坦桑尼亚] 尼雷尔: «坦桑和中国的友谊在不断地扩大和加深»ꎬ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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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建设同落实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相对接ꎬ 不断开拓新的合作空间ꎬ 发掘新的合作潜

力ꎬ 在传统优势领域深耕厚植ꎬ 在新经济领域加快培育合作亮点ꎮ 从中非

“十大合作计划” “八大行动” 到 “九项工程”ꎬ 从非洲 “三网一化” 到中非

产能合作ꎬ 中国通过对外援助和投资在非洲修建了诸如蒙内铁路、 亚吉铁路、
阿卡铁路等一大批现代化的基础设施ꎬ 通过诸如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埃

塞东方工业园、 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等经贸合作区助力非洲工业化和产

业多元化ꎮ 无须讳言ꎬ 中非合作也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ꎬ 这本是国际

经济活动中的正常现象ꎬ 双方完全可以通过平等协商方式予以解决ꎮ 无须讳

言ꎬ 中国对非外交有自身的利益考量ꎬ 比如拓展外部发展空间、 维护国际战

略平衡ꎬ 但中国对非洲外交的基本出发点和着眼点是相互分享发展机遇ꎬ 实

现与非洲国家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ꎮ
第三ꎬ 以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的互信互助为路径共担全球责任ꎮ 中非

在国际事务中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ꎬ 在全球治理中拥有广泛的共同责任ꎬ 双

方在联合国等重大国际舞台一直相互支持ꎬ 在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和发展权益

方面一直携手合作ꎮ 中国一再承诺ꎬ 将继续在联合国等场合为非洲仗义执言、
伸张正义ꎬ 支持非洲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ꎮ 正如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

上坚定承诺的那样ꎬ “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ꎮ”① 长期以

来ꎬ 中国把非洲视为自身履行大国责任的重要地区ꎬ 把中非合作视为推进全

球治理的重要力量ꎬ 把推动非洲发展和复兴作为自身大党大国道义精神的重

要体现ꎮ 为支持非洲国家的抗疫行动ꎬ 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

部长级会议上ꎬ 习近平郑重宣布将再向非方提供 １０ 亿剂疫苗ꎬ 帮助非盟实现

２０２２ 年 ６０％非洲人口接种新冠疫苗的目标ꎮ②

第四ꎬ 以革命和发展经验的互学互鉴为牵引塑造价值共识ꎮ 在非洲民族

解放运动时期ꎬ 毛泽东一次又一次会见非洲国家的社会活动家、 和平人士以

及工会、 青年、 学生代表ꎬ 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ꎬ 同时鼓励他们探索

自己的革命道路ꎮ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 ７ 日ꎬ 毛泽东对非洲朋友讲ꎬ “有些经验也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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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ꎬ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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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你们的参考ꎬ 包括革命的经验和建设的经验ꎮ 可是我要提醒朋友们ꎬ 中

国有中国的历史条件ꎬ 你们有你们的历史条件ꎬ 中国的经验只能作你们的参

考ꎮ”① 邓小平也注重向非洲朋友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ꎬ 同时强调

非洲需要有自己的发展模式ꎮ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ꎬ 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

联盟主席、 政府总理穆加贝时强调ꎬ “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ꎬ 但是绝对不能照

搬ꎮ”②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非双方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不断加强人力资源开发

合作ꎬ 在完全平等、 双向学习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文交流和经验互鉴ꎬ 成为

中非关系的一个突出亮点ꎬ 成为中非合作不断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的重要方

面ꎮ③ 中非治国理政与发展经验的互学互鉴ꎬ 不只是着眼增进相互了解和包

容ꎬ 从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看ꎬ 还在于培育观念和价值共识ꎬ 在

共同建设利益共同体、 责任共同体之外搭建起文化、 思想、 观念层面的知识

共同体ꎬ 这是中非命运共同体深入推进的重要基础ꎮ
第五ꎬ 以 “真实亲诚” 和正确义利观彰显国际道义精神ꎮ 党的十八大以

来ꎬ 习近平先后提出 “真实亲诚” 的对非合作理念和正确义利观ꎬ 要求对发

展中国家 “做到义利兼顾ꎬ 讲信义、 重情义、 扬正义、 树道义ꎮ”④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ꎬ 习近平郑重宣示ꎬ “中国主张多予少取、 先予后

取、 只予不取ꎬ 张开怀抱欢迎非洲搭乘中国发展快车ꎮ”⑤ 正确义利观的重大

理论贡献在于全面、 系统阐释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 “义” 和 “利” 的理

解ꎬ 深刻回答了不断发展的中国如何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这一重要问题ꎮ 其

实践要求就是要对发展中国家义利兼顾、 弘义融利ꎬ 在政治上相互尊重、 完

全平等ꎬ 在经济上追求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ꎬ 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协作并追求

国际秩序的公平和正义ꎮ 在对非交往中弘扬 “真实亲诚” 和正确义利观ꎬ 是

对几十年中非合作精神的提炼和升华ꎬ 集中表达了新时代推进中非友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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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四项原则与目标之一ꎬ 明确提出中非双方 “相互学习借鉴治国理政和发展的

经验ꎬ 支持非洲国家加强能力建设ꎬ 共同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ꎮ” “治国理政经验” 开始作为一个

独立词汇被明确提出来ꎮ 参见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二○○六年一月)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ꎮ

马占成: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ꎬ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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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理念和原则ꎬ 集中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 一个社会主义大

国所应当坚持的外交道义和精神ꎮ

三　 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理论特点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ꎬ 准确把握世界大势和

非洲历史发展进程ꎬ 主动回应中国和非洲的历史任务和需要ꎬ 逐步形成了具

有自身显著特点的非洲观ꎮ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ꎬ 而是方法ꎮ”① 中

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善于把握世情、 党情、 国情ꎬ 理性认识和处

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ꎮ 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历史演进ꎬ 也集中体现了马克思

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ꎮ 其突出体现在: 一是历史的思维ꎮ 毛泽东曾明确阐

述过认识非洲前途的历史思维ꎬ 他在 １９６４ 年 ７ 月接见亚洲、 非洲、 大洋洲国

家和地区的代表时表示ꎬ “如果要看前途ꎬ 一定要看历史ꎮ 从亚洲、 非洲、 拉

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几年的历史来看ꎬ 就知道亚非拉人民将来的

前途ꎮ”② 习近平也强调要秉持正确的历史观、 全局观、 角色观把握国际形势ꎬ
这里的历史观就是要 “端起历史望远镜” 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ꎬ 正确把握历

史大势ꎮ③ 二是矛盾分析方法ꎮ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唯物辩证思维ꎬ 能够准确把

握非洲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ꎬ 始终坚定支持非洲革命

和发展的正义斗争ꎮ 三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ꎮ 中国共产党始终与时俱进地

把握中国、 非洲和世界形势的变化ꎬ 不断调整中非合作的内涵和形式ꎬ 不断

完善对非战略与政策ꎮ
(二) 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内在统一

毛泽东曾说: “我们是国际主义者ꎬ 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ꎮ”④ 中国共产

党从建党之日起ꎬ 就把实现人类社会的解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ꎬ 就把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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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和平、 发展和进步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ꎮ 这种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ꎬ
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与生俱来的初心使命ꎬ 来源于中国传

统文化内在具有的 “大同” 思想和 “天下” 情结ꎮ 周恩来曾指出: “胜利了

的中国人民ꎬ 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ꎬ 还要根据可能的条件ꎬ 给兄弟国

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以援助ꎬ 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国际主义义务ꎮ”① 中国在自

身经济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对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和经济发展给予了大力帮

助ꎬ 当前更是主动通过 “一带一路” 推动非洲经济发展ꎬ 通过文明交流互鉴

推动非洲文明复兴ꎮ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又是与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有着

内在的统一ꎬ 无论是过去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还是新时代的南南合作ꎬ 其中

之一重要出发点和着眼点都是要服务于中国的革命、 建设和改革ꎬ 着眼推进

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夙愿ꎮ 习近平精辟指出: “今日之中国ꎬ
不仅是中国之中国ꎬ 而且是亚洲之中国、 世界之中国ꎮ”②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

义的内在统一ꎬ 是理解中国对非外交价值取向的双重维度ꎮ
(三) 坚持 “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 的身份定位

新中国深切同情广大被压迫民族的历史命运ꎬ 坚定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

边ꎮ 这一身份定位从根本上塑造着新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认识ꎬ 内在影响着中

国对外战略的选择ꎮ ２０ 世纪后期以来ꎬ 随时国际形势的演变ꎬ 中国开始更多

使用 “发展中国家” 而非 “第三世界” 的概念ꎮ 不过ꎬ 在中国的外交思维

中ꎬ 当代 “发展中国家” 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 “第三世界” 的延续和发

展ꎬ 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也与过去亚非会议形成的万隆精神一脉相承ꎮ
虽然第三世界各国早已实现了政治独立ꎬ 但这些曾经在追求民族独立过程中

携手前行的亚非拉国家仍然面临实现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任务ꎬ 在

国际事务中也面临相似的政治和外交需求ꎮ 在中国共产党人眼里ꎬ 发展中国

家绝非一个纯粹的经济概念ꎬ 而具有更为丰富的历史、 政治和文化属性ꎮ 这

一概念既承载一种历史记忆ꎬ 又有一种现实需要ꎬ 因而有着一种特殊的归属

感、 亲近感、 认同感ꎮ 正是从这个角度讲ꎬ 中国一再承诺将始终与发展中国

家站在一起ꎬ 一如既往地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仍将是中国外交的重要

方面ꎮ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和关注ꎬ 集中表达了中国外交的 “初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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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始终顺应南南合作的历史大势

新中国成立后ꎬ 从一开始就把自己视为被压迫民族和新生民族独立国家

的一员ꎬ 积极关注和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ꎬ 把它们视为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ꎬ 把支持第三世界革命视为中国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ꎮ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支持埃及、 阿尔及利亚反抗外部统治、 干预开始ꎬ 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支持南部非洲国家实现反殖反种族主义斗争ꎬ 以及在此期间对非

洲已独立国家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ꎬ 都体现了新中国外交的国际主义精神ꎮ
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后ꎬ 中国及时调整中非合作的内容与形式ꎬ 携手非

洲国家追求发展和复兴ꎬ 共同维护和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

权益ꎮ 当前ꎬ 中国更是着眼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ꎬ 这一重大愿景赋予中

非合作以新的使命和任务ꎬ 呼唤中非携手打造利益共享、 责任共担、 价值共

享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ꎬ 为人类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树立典范和起到引领作用ꎮ
(五) 注重发扬国际统一战线思维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ꎮ 中国共产党注重把统一战线思维运

用于外交领域ꎬ 为中国的革命、 建设和改革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外部理解和支

持ꎮ 在中国外部环境异常困难之时ꎬ 毛泽东 “两个中间地带” 战略判断和

“三个世界” 划分的重要思想以及中国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坚定支持ꎬ 为中

国共产党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ꎮ 在新时代ꎬ 中国

共产党同样重视发扬国际统一战线思维ꎬ 把发展中国家视为 “天然同盟军”ꎬ
把中非团结合作视为中国对外政策的 “基石”ꎬ 通过新时代南南合作助推发展

中国家的发展和复兴进程ꎮ 中非团结合作彰显了两点道理: 第一ꎬ 中国不需

要政治和军事同盟ꎬ 但中国也需要战略上的助力和伙伴ꎻ 第二ꎬ 帮助非洲ꎬ
其实也是帮助中国自己ꎮ

百年来ꎬ 中国国际统一战线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ꎬ 即善于研判人类

历史发展方向ꎬ 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ꎬ 始终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ꎻ 善于

把握国际力量对比大势ꎬ 始终团结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ꎬ 始终代表世界大

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呼声ꎻ 善于把握时代主题ꎬ 始终着眼应对和解决不

同时代的重大问题ꎬ 始终注重推动国际秩序与时俱进的变革和完善ꎮ 中国国

际统一战线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呈现新内涵新特点: 由着眼反帝反殖反霸的

“国际斗争合作”ꎬ 转向在重大双边和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ꎬ 以及共同追求经

济发展和复兴的 “发展合作” 和 “治理合作”ꎻ 由从外部推翻 “旧世界”ꎬ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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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旧的殖民体系和帝国主义体系ꎬ 到携手各国建设 “新世界”ꎬ 即推动建设

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ꎻ 由以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划线的斗争哲学ꎬ
演变为建立更具包容性的伙伴关系新思维ꎬ 携手共建 “一带一路” 就是新时

代伙伴关系思维的集中体现ꎮ

四　 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党ꎬ 也是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的政党ꎮ

党始终把非洲自然视为自身践行世界理想、 彰显大党大国抱负的重要区域ꎬ
始终把中非合作视为经略外部环境、 运筹外交布局的关键环节ꎮ 百年来中国

共产党非洲观的发展与演变ꎬ 是党的民族使命和全球责任共同作用的产物ꎬ
直接体现着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任务的变化ꎬ 直接反映着第三世界

形势变化的客观要求ꎬ 也深受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演进的影响ꎮ 在党的非洲

观的指引下ꎬ 中国对非外交取得了重大成就ꎬ 既为中国的革命、 建设和改革

创造了有利条件、 提供了有力支持ꎬ 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以及国际体系的

变迁作出了巨大贡献ꎮ
(一) 塑造了中国外交的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有着胸怀天下的理论品格ꎮ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ꎬ 积极支持非

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ꎬ 当前更是携手非洲国家推进全球治理规则的变革ꎬ
体现了对公平与正义国际秩序的追求ꎮ 中国在对非交往中积极弘扬 “真实亲

诚” 和正确义利观ꎬ 致力于实现与非洲国家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ꎬ 体现了

对非洲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坚定捍卫ꎬ 是对长期以来部分西

方国家轻视甚至忽视发展中国家应有权益的重大纠偏ꎮ 中国秉持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的情怀ꎬ 积极推动中非人文交流和文化互鉴ꎬ 深入推进中非发展

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ꎬ 携手非洲国家探索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ꎮ 习近平

提出并不断弘扬 “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 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①ꎬ 其重要诉求就是高举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的旗帜ꎬ 携手发展中国家

解决紧迫的发展和治理难题ꎬ 共同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与完善ꎻ 就是要积极

４６

① 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ꎬ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八

日)ꎬ 第 ２８６ 页ꎮ



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历史演进与理论特色　

弘扬民主和自由这一人类共同价值ꎬ 同时又坚定捍卫发展中国家自主选择发

展模式和政治制度的权利ꎬ 实现了民主和自由在价值追求普遍性与实践方式

多样性上的有机统一ꎮ 全人类共同价值由中国共产党人提出ꎬ 自然蕴含着中

华民族深厚的精神追求ꎬ 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关怀ꎬ 又着眼人类社会

共同福祉ꎬ 集中表达了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切身利益的深切关怀ꎬ
清晰展现了中国对国际秩序应有发展方向的重大关切ꎬ 因而彰显了中国共产

党的价值追求和道义精神ꎮ
(二) 推动了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

中非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沃土ꎬ 中非合作的理念和原

则为中国外交思想和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灵感ꎬ 中非合作的政策与举

措为中国外交的战略和政策的不断发展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素材ꎮ 中国提

出发展与民族独立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ꎬ 推动亚非会议形成以反帝

反殖为旗帜的万隆精神ꎬ 向世界表达了新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立

场和原则ꎮ 在中国外交特殊困难时期ꎬ 毛泽东的 “两个中间地带” 战略判断

和 “三个世界” 划分的战略思想ꎬ 为中国把握国际战略形势、 制定外交方针

政策提供了根本遵循ꎮ 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ꎬ 以及中

国积极主张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ꎬ 都蕴含着对发展中国家应有权益

的重大关切ꎮ 习近平提出世界百年大变局的重大论断ꎬ 重要依据之一便是一

大批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ꎻ 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重要路径之一便是把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成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而建

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ꎮ 在实践层面ꎬ 中国对非外交政策和举措ꎬ 比如对

非援助政策的不断完善、 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难点问题、 积极参与亚丁湾护

航、 中非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ꎬ 对推进中国外交实

践创新有着重要的经验性、 启发性ꎮ
(三) 为国际社会贡献了新的国际关系伦理和范式

“倡议外交” 是中国外交特别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特点ꎬ 即通过

向国际社会提出价值倡议、 原则倡议、 方案倡议ꎬ 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的智

慧和方案ꎮ 以党的非洲观为引领ꎬ 中非合作弘扬互信互助互惠的精神ꎬ 在政

治上坚持相互平等、 不干涉内政的原则ꎬ 在经济合作中坚持互利共赢、 共同

发展的理念ꎬ 在人文交流中坚持求同存异、 互学互鉴的传统ꎮ 新时代中非合

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ꎬ 讲信义、 重情义、 扬正义、 树道义ꎬ 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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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而非语言践行着 “真实亲诚” 和正确义利观ꎬ 从而与西方国家仍然存在的

西方中心主义的自傲和自大形成鲜明对比ꎬ 与国际体系仍然残留的零和博弈

思维和强权政治逻辑存在根本区别ꎬ 与西方现实主义片面强调自身利益做法

更是形成了显著差异ꎮ 正如习近平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中非合作论坛上指出ꎬ “六
十五年来ꎬ 中非双方在反帝反殖的斗争中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ꎬ 在发

展振兴的征程上走出了特色鲜明的合作之路ꎬ 在纷繁复杂的变局中谱写了守

望相助的精彩篇章ꎬ 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树立了光辉典范ꎮ”①

(四) 促进了中国、 非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进程

中国共产党以非洲观为引领ꎬ 始终准确认识中国和非洲的发展大势ꎬ 善

于把握中非合作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的变迁ꎮ 历史上中非联合反帝反殖反霸ꎬ
以及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广泛兴起ꎬ 有力埋葬了西方殖民体系ꎬ 极大改

变了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结构和国家间交往原则ꎬ 以主权平等为基

础的联合国体系才得以真正成为全球性体系ꎮ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

勒克拉夫所言: “２０ 世纪的历史已经导致了亚洲和非洲在世界上相对地

位的改变ꎬ 这种改变几乎肯定是我们时代最为重要的革命ꎮ② ２０ 世纪以来的人

类历史ꎬ 绝不只是从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到雅尔塔体系的 “单线条” 演进ꎬ 这

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方式ꎬ 而是有着更为复杂、 多元的演进逻辑ꎬ
第三世界团结合作在推动国际体系发展演变进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ꎬ 标

志着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重新开始进入国际舞台重心并彰显着自己的独特价值ꎮ
新时代中非合作同样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ꎬ 通过中非携手合作助推全球发展和

治理问题的解决ꎬ 通过中非互帮互助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ꎬ 通过新时代南南

合作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和完善ꎮ 伴随新时代南南合作的稳步推进ꎬ 一大批发

展中国家呈现更加自信的发展态势ꎬ 带来了世界财富、 权力和文明格局呈现结

构性变迁的新趋向ꎬ 对于改变几百年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有着深远的历史

意义ꎮ 中非合作从一开始就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ꎬ 在世界百年大变局下更是如此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史晓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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