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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关系” 交互作用下的中法在非洲关系

张宏明

　 　 内容提要　 法国和中国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中与非洲关系最为密切、
在非洲影响最为广泛的两个域外大国ꎬ 两国各自与非洲关系亦堪称是北南合

作与南南合作的范例ꎮ 法国曾经是非洲最大的殖民宗主国ꎬ 与非洲关系源远

流长、 在非洲利益盘根错节ꎬ 至今仍持有浓重的 “非洲情结”ꎬ 将非洲视为自

己的禁苑ꎮ 中国在非洲活动虽然起步较晚ꎬ 却在 ２１ 世纪大国在非洲新一轮竞

争中赢得 “战略主动”ꎬ 而且 “走进非洲” 的步伐强劲ꎬ 大有后来居上之势ꎮ
鉴于法国与非洲特殊的关系ꎬ 随着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增加ꎬ 使得两国在非洲

利益发生摩擦ꎬ 碰撞甚或冲突的几率上升ꎮ 目前ꎬ 中法两国互为在非洲最为

主要的 “利益攸关方”ꎬ 亦可谓互为最大的竞争对手ꎬ 两国在非洲关系实质上

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如何在非洲相处的问题ꎮ 从趋势上看ꎬ 在全球化与多

极化这两大时代潮流不发生根本性逆转的情况下ꎬ 中法各自与非洲关系、 中

法彼此在非洲关系、 中法两国战略关系以及中法各自综合实力此长彼消与国

际体系变迁等 “多重关系” 的交互作用ꎬ 仍然是影响中法在非洲关系变化的

重要因素ꎬ 同时也是观察、 研判中法在非洲关系走势的重要视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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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虽然法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名出

现下滑ꎬ 但争取 “大国地位” 仍然是法国外交战略的核心诉求ꎬ 而法非合作

也依然是巴黎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基础性条件ꎮ 尤为重要的是ꎬ 随着非

洲经济潜力的释放ꎬ 巴黎看好非洲发展前景并将之视为 “希望的大陆” 和法

国振兴的重要依托ꎮ 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启动后ꎬ 中非关系呈现出持续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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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良好态势ꎬ 非洲日趋紧密地融入中国外交战略和发展战略之中ꎬ 成为其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ꎮ 近年来ꎬ 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国际影响特别是国际反

响越来越大ꎬ 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增加ꎬ 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与非洲国家之

间的关系ꎬ 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在非洲的关系ꎮ① ２０１８ 年

中非合作论坛 (以下简称 “论坛”) 北京峰会后ꎬ 中非合作的发展势头更加

迅猛ꎬ 而随着中国 “走进非洲” 步伐的提速ꎬ 中国在非洲利益不可避免地要

与法国在非洲利益发生交集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下旬ꎬ 习近平主席

访问法国ꎬ 意在巩固中法两国战略关系ꎬ 这无疑有助于中法在非洲关系的平

稳发展ꎻ 但就在两周前ꎬ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了吉布提、 埃塞俄比亚和肯尼

亚三国ꎬ 其遏制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意图明显ꎮ 这两个事件传递出相互矛盾

的信息ꎬ 凸显了法中在非洲关系的竞争性ꎮ 而这或许才是现实中真实的中法

在非洲关系ꎬ 它既受到中法两国战略关系的制约ꎬ 同时也受到各自与非洲关

系的影响ꎮ
事实上ꎬ 过去 ２０ 年特别是近 １０ 年ꎬ 中法在非洲已然发生利益摩擦、 碰

撞甚或冲突ꎮ 目前ꎬ 中国和法国互为在非洲最大 “利益攸关方”ꎬ 作为各自在

非洲最大的竞争对手ꎬ 两国各自与非洲关系的变化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彼

此在非洲利益产生影响ꎮ 但同时也应看到ꎬ 无论是在中国国际战略中还是在

法国的国际战略中ꎬ 非洲都是作为一个局部而存在的ꎬ 因此ꎬ 如何协调中法

各自与非洲关系特别是两国战略关系ꎬ 并通过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来维系中

法在非洲关系的平稳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ꎮ

“多重关系” 交互作用所需的条件

法国与非洲的交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殖民时期ꎬ 中国与非洲的实质性交

往则是近晚之事ꎬ 它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深化所激发的中国对海外资源和市场

需求的激增而勃兴的ꎮ 站在中非关系特别是法非交往的视角来审视中法在非

洲关系ꎬ 两国在非洲发生利益交集的时间虽然并不长ꎬ 但过去 ２０ 年双方在非

洲关系的演化也并不平静ꎮ 影响中法在非洲关系走势的因素可以列举出很多ꎬ
其中的基本因素当属中法各自与非洲关系的变化、 中法彼此在非洲关系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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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ꎬ 以及中法综合实力此长彼消所引发的两国战略关系的变化等ꎮ 从既往的

经验来看ꎬ 上述几组关系既存在有利于维系中法在非洲关系平稳发展的积极

因素ꎬ 也存在妨碍两国在非洲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ꎬ 而且在不同时期ꎬ 上述

各种关系在其间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在全球化和多极化并行发展的大势下ꎬ 世界主要国家

综合实力的此消彼长引发了大国战略关系、 大国与非洲关系的重组ꎬ 它们之

间的交互作用又促发了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变化ꎮ 随着大国与非洲关系中的

“中国因素” 的发酵及中国与非洲关系中的 “国际因素” 发酵及其二者之间

的相互作用ꎬ 不仅使得大国与非洲关系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边性质ꎬ 而且

也使得大国在非洲关系 (包括利益关系和力量结构) 的演化呈现出 “多重关

系” 交互作用的联动特征ꎬ 实际上ꎬ 现阶段大国在非洲的攻防态势亦可谓是

“多重关系” 交互作用的阶段性结果ꎮ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ꎬ 运用 “多重关系”
互动 “原理” 或方法解析 “大国在非洲关系” 并非是无条件的ꎬ 因此ꎬ 在运

用 “多重关系” 互动 “原理” 或方法解析中法在非洲关系演化之前ꎬ 有必要

解析一下何为 “多重关系” 互动 “原理” 或方法ꎬ 以及运用这一 “原理” 或

方法所需满足的条件ꎮ
(一) 何为 “多重关系” 互动 “原理” 或方法

“多重关系” 交互作用 “原理” 和层次分析方法是笔者在非洲国际关系

问题研究中尝试运用的一种新的分析框架ꎮ①如果以中国作为大国在非洲关系

的施动者ꎬ 所谓 “多重关系” 互动 “原理” 或方法ꎬ 系指影响中国在非洲国

际处境变化的三组不同层面的关系ꎬ 即大国与非洲关系、 大国在非洲关系、
大国战略关系之间所呈现出的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的过程ꎮ 不过ꎬ 上述三组

关系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ꎬ 各自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或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

的ꎮ 一般而言ꎬ 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变化更多的是在商业利益等事务性层面对

大国在非洲关系产生影响ꎬ 而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则主要在地缘政治等战略

层面对大国在非洲关系构成影响ꎮ
而大国战略关系的走势则又受到处于此长彼消中的大国综合国力及其利

益诉求动态变化的影响ꎮ 进入 ２１ 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ꎬ 中国正是凭借持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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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工作力度的累积效应以及自身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排位的提升ꎬ 进而通过

“多重关系” 交互作用的传导、 联动等共振效应ꎬ 从大国与非洲关系和大国战

略关系两个方向影响并改变着大国在非洲关系ꎬ 同时也影响并改变着中国自

身在非洲的国际处境ꎮ 当然ꎬ 这种影响或变化的效果对中国而言是多重的ꎬ
既有有利的一面ꎬ 也有不利的一面ꎬ 但在现阶段ꎬ 总体而言是利大于弊ꎮ

(二) “多重关系” 交互作用所需满足的条件

运用 “多重关系” 互动 “原理” 或方法来解析 “大国在非洲关系” 需满

足若干条件ꎮ 以中国与其他域外国家在非洲关系为例ꎬ 后者必须是中国在非

洲的 “利益攸关方”ꎬ 但并不是什么国家均可称之为 “利益攸关方”ꎮ 作为中

国在非洲的 “利益攸关方”ꎬ 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其一ꎬ 这些国家与非洲关系

非同一般ꎬ 也正是凭借其在非洲的利益和力量存在ꎬ 使得它们对非洲事务具

有较大的影响力ꎻ 其二ꎬ 这些国家不仅与非洲合作关系 (涉及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等) 比较密切ꎬ 同时也关注着其他域外大国在非洲的活动ꎬ 中国

“走进非洲” 不可避免地要与其在非洲利益发生交集、 碰撞ꎬ 进而引发其反

应ꎻ 其三ꎬ 这些国家多为地区大国或强国ꎬ 有些甚至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

或强国ꎬ 它们普遍关注中国的崛起进程ꎬ 其与中国综合实力的消长影响着双

方的战略关系等ꎮ
具体到中国ꎬ 亦如是ꎮ 如果要运用 “多重关系” 互动 “原理” 或方法来

解析中国与其他域外国家在非洲的关系ꎬ 中国自身也需要满足一些相应的条

件: 其一ꎬ 中国必须是其他域外国家在非洲的 “利益攸关方”ꎬ 这是一个基础

性条件ꎬ 如果中国与非洲关系平平ꎬ 在非洲毫无存在感ꎬ 那么中国在非洲就

不会与其他大国发生利益交集ꎬ 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也不会引起他国的反应ꎻ
其二ꎬ 中国的综合国力必须位居世界前列ꎬ 并且是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

国ꎻ 反之ꎬ 如果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无足轻重ꎬ 那么世界主要国家就不

会经略与中国的关系ꎬ 更不会关注中国在非洲的活动ꎬ 进而将中国作为其在

非洲的 “利益攸关方”ꎮ 在既往的国际关系实践中不乏其例ꎬ 密特朗时期

(１９８１ ~ １９９５ 年) 法国与中国在非洲关系便是其中典型的案例ꎮ
“多重关系” 互动 “原理” 或方法之所以不适用于密特朗时期的中法在

非洲关系ꎬ 其中的一个基本原因或主要因素就在于这一时期的中法在非洲关

系几乎不存在利益交集ꎮ 比较研究显示ꎬ 在冷战终结后的最初 ５ 年甚或 １０
年ꎬ 法国与中国在对非洲形势发展的判断、 工作重心、 投入力度、 政策目标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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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重视程度、 工作力度、 进取精神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ꎮ①然而ꎬ
也正是由于上述差异ꎬ 使得日后中法两国在非洲各有斩获、 各得其所ꎮ 需要

指出的是ꎬ 上述差异既是导致密特朗时期中法在非洲关系缺乏利益交集的原

因ꎬ 但同时其所造成的结果也成为日后中法在非洲发生利益摩擦甚或利益冲

突的致因ꎮ 这或许正是历史的辩证法ꎮ 具体而言ꎬ 在冷战终结后的最初 ５ 年

甚或 １０ 年ꎬ 法中两国对非工作的差异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ꎬ 法中两国在对非洲形势判断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ꎮ 冷战的终结使

得非洲作为 “欧洲侧翼” 安全屏障的战略地位急剧下降ꎬ 这一变化不仅直接

影响到了法国对待非洲国家的态度ꎬ 而且也影响到了法国对非洲形势的判断ꎮ
加之ꎬ 在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多数非洲国家发生内乱ꎬ 于是 “非洲悲观主义”
论调在法国政界、 商界蔓延ꎬ 进而导致法国对非洲事务的关注程度明显下降ꎬ
时任总理巴拉迪尔就曾在多个场合发表对非洲不再感兴趣ꎬ 甚至将非洲视为

法国负担的言论ꎬ②法国舆论亦因此纷纷猜测巴黎意欲从非洲脱身ꎮ③然而ꎬ 就

在法国对非洲前景持悲观态度的时候ꎬ 中国则是反其道而行之ꎮ 中国国家主

席江泽民在 １９９６ 年首次出访非洲时就满怀激情地讲道: 过去 １００ 年是非洲的

“解放世纪”ꎬ 今后 １００ 年将会成为非洲的 “发展世纪”ꎬ 中国对非洲的前途充

满信心ꎬ 同时也对中非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ꎮ④

其二ꎬ 法中两国的非洲政策及其工作重心存在明显的差异ꎮ 在冷战结束

后ꎬ 法国对非工作的重点不在经济和民生领域ꎬ 而在政治变革或良政建设层

面⑤ꎻ 反观中国ꎬ 初期先是政治、 经济并重ꎬ 随着国内经济快速发展所激发的

对非洲需要的变化ꎬ 工作的着力点逐步移向经贸领域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中期ꎬ 这种倾向愈加明显ꎮ 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ꎬ 使得中国不再仅仅满足于

获取资金和技术ꎬ 对资源和市场的需求也迅速增大ꎮ 与之相对应ꎬ 中国的国

际合作对象也逐步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面向发达国家ꎬ 转而同时面向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ꎬ 中非经贸合作随之进入中国决策层的战略视野ꎮ 而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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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力推西方政经模式得手后ꎬ 其对非工作重心虽然有所调整ꎬ 但其政策

取向未发生变化ꎬ 只是将工作着力点转向巩固 “西化成果”ꎬ 特别是强化非洲

国家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以及民主政治的文化培育ꎮ 虽然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法

国又对其非洲政策作出调整ꎬ 逐步从政治优先转向政治和经济并重ꎬ 进而以

经济为主导ꎬ 但由于国力的衰退ꎬ 法国对非洲的投入力度已经不能与中国

相比ꎮ
其三ꎬ 法国自视过高导致其对中国在非洲活动不屑一顾ꎮ 在密特朗第二

任期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５ 年)ꎬ 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之所以没有遇到来自西方大国的

阻力ꎬ 与当时法国自恃 “非洲老大”ꎬ 无视中国在非洲存在的傲慢心态是不无

关系的ꎮ 而巴黎的底气源于法国与非洲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关系ꎬ 特别是法国

在非洲的利益存在和力量存在ꎬ 以及据此而在非洲所拥有的特殊影响力ꎮ 应

当说ꎬ 法国的这种自信或自负也是有其缘由: 一则当时中国的国力还比较弱ꎬ
经济总量远远落后于法国ꎻ 另则ꎬ 当时非洲尚未进入中国决策层的战略视野ꎬ
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存在和力量存在也的确无足轻重ꎮ 惟其如是ꎬ 在密特朗时

期ꎬ 法国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不屑一顾ꎬ 法中双方在对非关系上也是各行其

是ꎬ 彼此之间很少关注ꎬ 更谈不上交集ꎬ 只是各自工作的侧重点和力度不一

而已ꎮ
正是鉴于这一时期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存在和力量存在确无足轻重ꎬ 加之

法国与中国在非洲关系几乎不存在利益交集ꎬ 因而ꎬ 中国也就不可能成为法

国在非洲的 “利益攸关方”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无论是中法各自与非洲关系的变

化ꎬ 还是两国战略关系的变化ꎬ 均难以对两国在非洲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ꎮ
例如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ꎬ 在冷战终结国际格局发生巨变的背景下ꎬ
密特朗政府借 １９８９ 年政治风波对中国实施 “制裁” 并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ꎬ
使法中关系跌入低谷①ꎬ 然而ꎬ 由于中法在非洲少有利益交集ꎬ 两国在非洲关

系却几乎未受到两国战略关系变化的影响ꎮ 但是到了萨科齐时期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 则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ꎬ 中法战略关系的恶化ꎬ 使得两国关系在诸

８

① 法国利用 １９８９ 年发生的政治风波制裁中国ꎬ 之后又于 １９９１ 和 １９９２ 年先后向台湾地区出售 ６
艘 “拉法耶特” 护卫舰和 ６０ 架性能先进的 “幻影 ２０００ － ５” 战斗机ꎮ 关于这段历史ꎬ 中国时任驻法国

大使周觉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０ 年在任) 和蔡方柏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８ 在任) 在各自的著述中均做了翔实的记述ꎮ
参见周觉: «挫败法国售台军火的前前后后»ꎬ 载 «湘潮» 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５８ ~ ６１ 页ꎻ 蔡方柏: «我
同法国六位总统的零距离接触»ꎬ 东方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１６８ ~ ２１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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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面都发生激烈的碰撞ꎬ 两国在非洲关系自然难能幸免ꎮ 究其因ꎬ 一方面

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越法国ꎻ 另一方面ꎬ 中国在非洲的利益拓展和力量存在已

经达到了足以令巴黎忌惮的程度ꎮ 关于这方面内容下文还将展开论述ꎬ 这里

就不再赘言ꎮ

“多重关系” 互动下的中法在非洲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非洲国家间的交往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ꎬ 回顾中

国与法国在非洲关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演化历程ꎬ 可以用总体稳定、 偶尔波

动加以概述ꎮ 具体而言ꎬ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希拉克第二任期结束ꎬ 中法在非洲

关系基本上维系着一种各司其事、 相安无事的局面ꎬ 即便是密特朗第二任期

中法关系跌入低谷时ꎬ 两国在非洲关系依然是波澜不惊ꎮ 但是到了萨科齐执

政初期ꎬ 随着 “论坛” 首届北京峰会后中国加快 “走进非洲” 的步伐ꎬ 中法

在非洲关系急转直下ꎬ 碰撞频仍ꎮ 于是ꎬ 人们不禁要问: 中国在非洲的大动

作集中发生在 ２０ 世纪的最后 ５ 年和 ２１ 世纪的头 ６ 年ꎬ 其时间跨度几乎与希拉

克总统任期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７ 年) 相吻合ꎬ 为什么中法在非洲关系在希拉克时期

安然无恙ꎬ 而偏偏到了萨科齐时期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 则急转直下? 原因在

于ꎬ 中国加大对非工作力度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 其始点恰好与希拉克

总统任期的始点相吻合ꎮ 此后ꎬ 中国在 ２０００ 年启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ꎬ 继而

又在 ２００６ 年出台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召开 “论坛” 北京峰会同样也都

是在希拉克总统任期内ꎮ 上述事件堪称是中非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ꎬ 它们标

志着中国 “走进非洲” 步伐的提速及在非洲活动频率的增加ꎮ 或许运用 “多
重关系” 互动 “原理” 或方法可以解析这个问题ꎮ

(一) 希拉克时期的中法在非洲关系何以相安无事

中法在非洲关系在希拉克时期之所以波澜不惊ꎬ 原因是多方面的ꎬ 就

“大国与非洲关系” 层面而言ꎬ 当时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还不足以撼动法国在非

洲的地位ꎮ 其一ꎬ 非洲ꎬ 更确切地说ꎬ 非洲的资源和市场潜力进入中国决策

层的战略视野大致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 但政策的实施效果并非朝夕之

功ꎬ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ꎬ 而是有一个滞后期并且是累积效应之结果ꎮ 至少在

希拉克第一任期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２ 年)ꎬ 不要说中国对非投资、 援助无法与法国

比肩ꎬ 即便是对非贸易也远远被法国甩在后面ꎮ 其二ꎬ 在冷战终结后的最初

９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１０ 年ꎬ 在大国在非洲的力量对比中ꎬ 法国等西方大国在非洲占据着绝对优势ꎬ
它们在非洲推行西方政经模式得手后ꎬ 对继续掌控非洲局势信心满满ꎮ 其三ꎬ
在希拉克第一任期ꎬ 大国在非洲的争斗主要发生在法国与美国之间ꎬ 华盛顿

在冷战终结后即明确表示不再默认法国在非洲拥有特权ꎬ 转而提出大家处于

同一起跑线上ꎬ 这使得将非洲视作法国 “后花园” 的巴黎倍感压力ꎬ 法美在

非洲时有摩擦ꎬ 这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或遮蔽了法国的视线ꎮ 其四ꎬ 中

法两国关于非洲事务的沟通渠道畅通ꎬ 自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在北京举行首次中法非

洲事务正式磋商后ꎬ 两国每年轮流在各自国家的首都举行非洲事务磋商ꎮ
较之中法各自与非洲关系ꎬ 中法彼此战略关系对这一时期两国在非洲关

系的影响更大ꎮ 希拉克时期是中法建交以来两国战略关系不断上升的时期ꎬ
希拉克入主爱丽舍宫伊始便着手调整法国对华政策ꎮ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希拉克首次

以总统身份访华ꎬ 两国一致同意建立面向 ２１ 世纪的 “全面伙伴关系”①ꎬ 此举

不仅使两国关系在经历了密特朗时期的波折之后触底反弹ꎬ 而且渐入佳境ꎮ
事实上ꎬ “这是中法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最高定位ꎬ 也是我国首次同一个西方

大国建立了发展面向 ２１ 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ꎮ” ②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胡锦涛主

席访法期间ꎬ 双方领导人又将两国关系提升为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③ꎬ
法国再次率先成为与中国建立类似关系的西方大国ꎬ 至此ꎬ 两国关系日趋成

熟并步入了历史上最好时期ꎮ④比较研究显示ꎬ 希拉克时期是中法战略互信稳

步上升的时期ꎬ 亦因此被一些专家学者称之为中法关系的 “蜜月期”ꎮ 中法两

国政府也一致认为ꎬ “１０ 年来ꎬ 两国政治互信日益巩固ꎬ 战略对话不断深入ꎬ
经贸合作加速发展ꎬ 文化交流更加活跃ꎮ 中法关系已经成为不同历史背景、
文化传统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友好合作的典范ꎬ 其紧密性、 示范性、 战略

性日益突出ꎮ”⑤应当说ꎬ 中法战略互信对稳定两国在非洲关系的积极作用是显

而易见的ꎮ

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中法关于面向 ２１ 世纪全面伙伴关系声明»ꎬ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１７ 日ꎮ
蔡方柏: «中法关系回顾与展望———中囯前驻法大使蔡方柏访谈»ꎬ 载 «国外理论动态»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４ 页ꎮ
参见 «中法联合声明»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ꎮ
作为中法关系步入 “蜜月期” 的见证人ꎬ 吴建民大使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３ 在任) 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这

样记述道: “在我赴任时ꎬ 中法关系正处于上升阶段”ꎬ 到离任时ꎬ 中法关系仍处于勃勃向上的上升势

头ꎮ 参见吴建民、 施燕华: «在法国的外交生涯» 一书的前言及正文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版ꎮ
参见 «中法联合声明»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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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终结后的第一个 １０ 年ꎬ 大国在非洲的竞争或争斗主要在法国、 英

国等 “老欧洲国家” 与美国之间进行的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大国在非洲关系的主

角发生了变化ꎬ 随着 “中非合作论坛” 机制的启动ꎬ 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西

方大国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ꎮ ２００６ 年是大国在非洲关系

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ꎬ 开启了大国在非洲新一轮博弈的帷幕ꎬ 但其主角却转

换为西方大国和中国ꎬ 为了应对中国在非洲的 “攻势”ꎬ 西方大国甚至大有联

手抑华之势ꎮ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中国政府颁布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后ꎬ 特别是

在 １１ 月 “论坛” 北京峰会召开前后ꎬ 美国、 英国、 德国等西方大国对中国在

非洲的活动说三道四ꎬ 英国政府官员甚至批评中国在非洲搞 “新殖民主义”ꎬ
法国官方和媒体虽也有所跟风ꎮ 例如ꎬ １２ 月 １４ 日法国国防部长米谢勒阿利

奥 －马里在法国参议院抨击中国向非洲冲突国家出售军火ꎬ 认为此举助长了

当地的冲突ꎻ 她还批评中国政府嘴上说的是与非洲建立互利双赢关系ꎬ 但实

则用心险恶ꎬ 目的是瓜分非洲的矿产资源及提升自身在非洲的影响力ꎮ①但总

体来说ꎬ 法国的反应还是有节制的ꎬ 并未一味地推波助澜ꎮ 中国在非洲活动

的增加对法国在非洲利益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ꎬ 巴黎之所以对此持克制态度ꎬ
原因在于: 此时适逢中法关系的 “蜜月期”ꎬ 两国间的战略互信在一定程度上

稀释或淡化了因双方在非洲利益摩擦所可能引发的紧张关系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中法关系在希拉克时期值得称道的几件大事与中非关系史上的几件大事几乎

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的: ２０ 世纪末 ２１ 世纪初中法两国元首互访对方的故

乡②ꎬ 特别是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希拉克总统访问扬州适逢中非合作论坛召开不久ꎻ
无独有偶ꎬ ２００６ 年中国前脚刚在 １０ 月底送走希拉克总统ꎬ 后脚就于 １１ 月初

在召开中非合作论坛首届峰会ꎮ 上述事件的发生或许真的只是巧合ꎬ 但它们

在时间上也确实形成了对冲ꎬ 从而弱化了中国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对法中

在非洲关系造成的冲击ꎬ 同时也反映出ꎬ 较之两国各自与非洲关系及彼此在

非洲关系ꎬ 法中决策层更看重两国战略关系ꎬ 对此ꎬ 法国总统希拉克本人表

述得非常清楚ꎮ
除此之外ꎬ 还有一些因素影响到了法国对中非关系走势及其对法国在非

１１

①
②

Ｌｅ Ｍｏｎｄｅꎬ １５ ｄｅｃｅｍｂｒｅ ２００６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下旬ꎬ 江泽民主席访问了希拉克总统的故乡科雷兹省ꎻ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下旬ꎬ 希拉

克总统访问了江泽民主席的故乡扬州ꎮ 关于这段 “佳话” 的来龙去脉ꎬ 参见吴建民、 施燕华: 前引

书ꎬ 第 １０１ ~ １１０ 页、 １７８ ~ １８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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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利益影响的判断ꎮ 一方面ꎬ 在希拉克任期的大部分时间中国的经济总量落

后于法国ꎬ 加之ꎬ 中国在非洲利益和力量拓展仍处于蓄势阶段ꎬ 因而巴黎并

未过分在意中国在非洲的活动ꎮ 另则ꎬ 巴黎在此时还需要借重中国抗衡美国ꎬ
法中关系中的 “美国因素” 始终是潜存的ꎬ 一般而言ꎬ 法中关系的冷热与法

美关系的疏密这两者之间是一种 “逆相关” 关系ꎮ 冷战终结后美国凭借其超

强实力ꎬ 企图建立一超独霸的单极世界ꎬ 而法国则与中国的主张趋同ꎬ 主张

建立多极世界ꎮ 可以说ꎬ 小布什第一任期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 年) 美国奉行的单边

主义政策给法国带来的战略压力是促使希拉克政府 “联华抑美” 的一个重要

因素ꎮ 诚如让 －皮埃尔拉法兰总理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５ 年在位) 所言ꎬ 法中战略

关系是构筑在多边主义这一个共同信念基础上ꎮ 拉法兰直言不讳地指出ꎬ 为

了巩固世界稳定与和平ꎬ 必须允许多种力量并存ꎬ 如果只有一个超级大国ꎬ
那就是等级制的世界秩序ꎬ 不符合世界多样化的要求ꎮ①正是基于法国自身的

战略考量ꎬ ２００３ 年法国坚决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ꎬ 希拉克为

此甚至不惜与小布什交恶ꎮ 或许也正是基于 “联华抑美” 的战略考量ꎬ 巴黎

并未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做出过激的反应ꎮ 希拉克总统确信中国是一个在世

界上有着越来越重要影响力的国家ꎬ 而法国的国际地位部分地取决于与中国

建立关系疏密程度的能力ꎮ②

正是基于法中之间的战略互信ꎬ 巴黎在希拉克时期采取理性、 温和方式

处理因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增加而可能给两国在非洲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ꎮ 客

观地讲ꎬ 作为在非洲最具影响力的域外大国ꎬ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叶中国

加大对非工作力度伊始ꎬ 法国便敏锐地感受到中国 “走进非洲” 的步伐在提

速ꎻ ２００６ 年 “论坛” 首届北京峰会后ꎬ 巴黎的这种感觉更加真切ꎬ 诚如时任

法国国防部长阿利奥 － 马里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在法国参议院发言中所言ꎬ
“中国确实是非洲大陆的一个主要参与者ꎬ 中国已成为紧跟法国之后的非洲第

二大贸易伙伴国ꎮ”③随着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增加ꎬ 法中在非洲的利益摩擦已若

隐若现ꎬ 之所以并未酿成公开的利益冲突ꎬ 主要得益于法中两国之间的战略

２１

①

②

③

让 － 皮埃尔拉法兰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在 “外交学院论坛” 所做的题为 «国际形势及中法关

系» 的演讲ꎬ 参见 «外交评论»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２ 页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ꎬ 希拉克总统任在访华前夕接受媒体采访时称ꎬ 法国地位部分取决于对华

关系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ｊ / ｚｗｇｘ / ｎｅｗｓ / ２００６ / １０ － ２４ / ８０９３３４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０２ꎮ
Ｌｅ Ｍｏｎｄｅꎬ １５ ｄｅｃｅｍｂｒｅ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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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信ꎬ 以及两国对非洲问题及时的管控ꎮ 关于这一点ꎬ 在希拉克总统任内最

后一次访问中国时发表的 «中法联合声明» 中表述得非常清楚: “中法战略对

话频繁且卓有成效ꎬ 有力促进了双方在重大战略问题上的沟通ꎬ 双方同意在

已经就军控、 防扩散和非洲等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协调的基础上ꎬ 战略对

话的议题可包括对非援助和发展等其他全球性问题ꎮ”①事实上ꎬ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ꎬ 非洲问题已经成为法中决策层战略对话的重要议题之一ꎬ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ꎬ 希拉克总统与江泽民主席的信函往来中已经提及中非关系及法

中在非洲关系问题ꎬ②此后ꎬ 两国领导人依旧就法中在非洲关系保持着对话ꎮ
客观地讲ꎬ 在中国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 西方大国纷纷对中国在非洲活动

持战略疑虑的背景下ꎬ 法中在非洲能够维系相安无事、 总体平稳的局面主要

得益于中法战略互信的稳步提升ꎬ 但也离不开怀有 “中国情结” 的希拉克个

人在其间的作为ꎮ 希拉克不仅被视为 “最熟知中国的西方政治家” ③ꎬ 而且还

非常注重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战略对话ꎮ 由此可见ꎬ 较之法中各自与非洲关

系ꎬ 法中战略关系对两国在非洲关系的影响更大ꎬ 如果说希拉克时期中法战

略互信对维系两国在非洲关系起到了 “稳定器” 的作用ꎬ 那么到了萨科齐时

期这个 “稳定器” 的功效则大打折扣ꎮ
(二) 萨科齐时期的中法在非洲关系何以波澜迭起

非洲是法国海外利益最集中、 传统影响最深的区域ꎬ 惟其如是ꎬ 巴黎始

终对非洲另眼相看ꎬ 并将非洲置于法国外交的优先位置ꎮ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萨科齐

入主爱丽舍宫适逢由于中国强势 “走进非洲” 所激发大国在非洲新一轮博弈

方兴未艾之时ꎮ 一方面ꎬ 中国在非洲活动的激增ꎬ 使得法中在非洲竞争态势

凸显ꎻ 另一方面ꎬ 法美中 “三角关系” 出现跷跷板效应ꎬ 法美关系的升温导

致法中战略关系出现松动ꎮ 其结果ꎬ 从 “大国与非洲关系” 和 “大国战略关

系” 两个层面对中法在非洲关系施加负面影响ꎮ 随着大国在非洲关系中的

“中国因素”ꎬ 特别是法中关系中的 “非洲因素” 和 “美国因素” 的发酵及其

交互作用ꎬ 使得以往相安无事的法中在非洲关系波澜迭起ꎬ 摩擦频仍ꎮ
２００８ 年可谓是中法在非洲关系的多事之秋ꎮ 随着中国持续加大对非工作

力度的累积效应的喷发ꎬ 中非关系ꎬ 更确切地说ꎬ 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业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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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中法联合声明»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ꎮ
蔡方柏: 前引书ꎬ 第 ２９０ ~ ２９１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２８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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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影响法中关系的一个新因素ꎮ 基于对中国在非洲影响力增加将侵蚀法国在

非洲既得利益的担忧ꎬ 巴黎开始重新审视中国 “走进非洲” 战略动机并对中

国在非洲活动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ꎮ 随着官方态度的变化ꎬ 法国政客、 媒体、
学界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说三道四、 妄加评议ꎬ 诸如将中国 “走进非洲” 渲

染为闯入法国 “后院” 的不速之客并且是对法国在非洲利益的蚕食ꎻ 批评中

国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方式是纵容非洲腐败政府的不负责任行为ꎻ 将中国

在非洲正常的经济开发活动蔑称为掠夺非洲资源甚或以 “新殖民主义” 相提

并论ꎻ 对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正常的军品贸易视为 “向非洲扩散杀人武

器”ꎮ 此外ꎬ 法国还会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苏丹达尔富尔、 津巴布韦人权等问

题上向中国施压ꎬ 并且利用北京奥运会之机将这些问题政治化ꎮ 凡此种种ꎬ
不一而足ꎮ 巴黎的上述过激反应对法中在非洲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

见的ꎬ 一年一度的中法官方非洲事务双边磋商也在 ２００８ 年被迫中断ꎮ
站在 “多重关系” 交互作用的视角来考察这一时期的法中在非洲关系ꎬ

萨科齐政府之所以一改在希拉克时期对待中国在非洲活动的 “沉默” 态度系

由两方面原因所致ꎮ 就 “大国与非洲关系” 因素而言ꎬ 巴黎认为中国在非洲

活动增加业已触动到法国在非洲利益ꎬ 这是导致法中在非洲关系恶化的直接

原因ꎮ 一则ꎬ 中国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的累积效应

开始集聚喷发ꎻ 另则ꎬ 萨科齐入主爱丽舍宫之时又恰逢 “论坛” 北京峰会后

中国在非洲利益和影响的快速拓展期ꎬ 这在贸易、 投资方面尤为凸显ꎮ 以贸

易为例ꎬ １９９５ 年ꎬ 即在中国着手加大对非工作力度之时ꎬ 中非贸易额还只有

微不足道的区区 ３９ ２ 亿美元ꎬ 其在世界主要国家对非贸易的排名中甚至位列

韩国 (５３ ２ 亿美元) 之后ꎬ 更难与当时非洲最大贸易伙伴法国 (２７６ ７ 亿美

元) 比肩ꎮ①然而ꎬ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情况发生了变化ꎬ 在短短十几年间ꎬ 中国

一路赶超ꎬ 先是在 ２００４ 年一举超越英国和德国ꎬ 之后又于 ２００６ 年将法国甩

在身后ꎻ ２００９ 年中国超越美国一跃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ꎮ 进入 ２１ 世纪第

二个 １０ 年ꎬ 中国与法国对非贸易的差距越拉越大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对非直接

投资更是经历了几乎从无到 “巨” 的跨越式发展ꎮ １９９６ 年ꎬ 中国对非投资仅

为区区 ０ ５６ 亿美元ꎬ 在当年世界主要国家对非投资的排位中ꎬ 无论是流量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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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９５ 年与非洲的贸易额排名前 ５ 的域外国家依次为: 法国 (２７６ ７ 亿美元)、 美国 (２６１ ２ 亿

美元)、 德国 (２００ ２ 亿美元)、 英国 (１２９ ４ 亿美元)、 日本 (１１８ 亿美元)ꎮ Ｓｅｅ ＵＮＣＴＡＤꎬ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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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存量ꎬ 在前 ２０ 名都难以寻觅到中国的踪影ꎮ 然而到 ２０１０ 年ꎬ 中国对非投

资存量达到 １３０ ４ 亿美元①ꎬ 进入 ２１ 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ꎬ 中国与法国对非投资

存量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收窄②ꎮ
中国在非洲商业利益的跨越式拓展在感官上给法国人带来了强烈的冲击ꎬ

随着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国际影响特别是国际反响的增大ꎬ 大国在非洲的新一

轮博弈的帷幕徐徐开启ꎬ 而不甘居人后的法国自然不会缺席ꎬ 有时甚至还冲

在前面ꎮ 中国在非洲利益和影响的拓展被巴黎视为对法国在非洲利益和影响

的挤压ꎬ 这令巴黎深感忧虑和不满ꎬ 随之ꎬ 巴黎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态度急

转直下ꎬ 一些法国政客和学者甚至将法中在非洲的利益摩擦上升到地缘政治

争夺的高度ꎮ 一时间ꎬ 中非关系或中国在非洲活动成为法国政客攻击中国的

靶标ꎬ 法国媒体也推波助澜ꎬ 大肆渲染 “中国威胁论”ꎬ 将中国 “走进非洲”
描述为闯入法国的势力范围ꎬ 将中国在非洲正常的商业活动描述为侵蚀了法

国在非洲利益ꎬ “动了法国的奶酪”ꎮ ２００８ 年法国记者塞尔日米歇尔和米歇

尔伯雷合著的 «中国的非洲: 北京正在征服黑色大陆»③ 创设了一个非常

刺眼的法文词 “Ｃｈｉｎａｆｒｉｑｕｅ” (中国的非洲)ꎬ 因为过去只说 “Ｆｒａｎçａｆｒｉｑｕｅ”
(法国的非洲)④ꎬ 即只是用 “法国” 作为定语来修饰非洲ꎬ “法国的非洲” 似

乎已成为法文中的一个专有名词ꎬ 一个带有殖民主义色彩、 用以描述法非特

殊关系的专有名词ꎬ 而今用 “中国” 作为定语来修饰 “非洲”ꎬ 加上副标题

“北京正在征服黑色大陆”ꎬ 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不言而喻的ꎮ 该书在描述

中国的投资和援助给非洲带来变化的同时ꎬ 字里行间也透露出作者对中国闯

入法国 “后花园” 的无奈与不甘ꎮ 无独有偶ꎬ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６ 日法国电视五台

在黄金时段播出的专题纪录片 «红旗飘扬在黑色大陆» 的内容同样也是这种

心态的写照或宣泄ꎮ 较之前者ꎬ 这部由法国人莫诺导演的专题纪录片更加露

骨ꎬ 不仅影像画面凸显了中国在非洲的强势存在ꎬ “解说词” 还直言不讳地将

５１

①

②

③

④

参见 «２０１０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ꎬ ｈｔｔｐ: / / ｉｍａｇｅ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ｈｚｓ / 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 /
２０１１０９ / １３１６０６９６０４３６８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１０ꎮ

Ｂａｎｑｕｅ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ꎬ Ｓｔｏｃｋｓ 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ｓｓｅｍｅｎｔｓ ｄｉｒｅｃｔｓ ｐａｒ ｐａｙｓꎬ Ｆｒａｎçａｉｓ à ｌ’ Éｔｒａｎｇｅｒ ( ｅｎ ｖａｌｅｕｒ
ｃｏｍｐｔａｂｌｅ)ꎬ ｓéｒｉｅｓ ｄｅ ２０００ à ２０１５

Ｓｅｒｇｅ Ｍｉｃｈｅｌ ｅｔ Ｍｉｃｈｅｌ Ｂｅｕｒｅｔꎬ Ｌａ Ｃｈｉｎａｆｒｉｑｕｅ: Ｐéｋｉｎ à ｌａ ｃｏｎｑｕêｔｅ ｄｕ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ｎｏｉｒꎬ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Ｇｒａｓｓｅｔ ｅｔ Ｆａｓｑｕｅｌｌｅꎬ ２００８

笔者曾就 “Ｆｒａｎçａｆｒｉｑｕｅ” 一词的含义向法国学者和非洲学者求证过ꎬ 该词直译为 “法国与非

洲” 或 “法非关系”ꎬ 但该词用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含义ꎮ 作为专有名词ꎬ 该词一般用来描述法

国与非洲之间存在的紧密而特殊的联系ꎬ 据此ꎬ 可以意译为 “法非特殊关系” 甚或 “法国的非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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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界定为非洲的 “新征服者”ꎬ 称中国人的足迹遍布非洲各个角落ꎬ 目前

在非洲的中国人数量已远远超过法国人ꎻ 抨击中国人用廉价的制成品换取非

洲的能矿资源无异于是一种掠夺ꎻ 中国人在非洲正在取代法国人ꎬ 非洲已经

从 “法国的非洲” 变为 “中国的非洲”ꎮ 凡此种种ꎬ 不一而足ꎮ 实际上ꎬ 自

萨科齐主政伊始ꎬ 协调法中在非洲关系就提上了法国政府的议事日程ꎬ 诚如

法国外长贝纳德 －库什内所言ꎬ 寻求与中国在非洲问题上取得更大范围的一

致ꎬ 将成为法国与中国高层会谈的焦点之一ꎮ①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孔泉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在任) 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即非洲问题也已成为

中法之间的一个重要议题ꎮ②

大国在非洲力量格局的新变化导致法国在非洲的影响相对下降ꎬ 这使得

法国的危机感和紧迫感陡然上升ꎮ 为了应对大国在非洲的新一轮竞争特别是

中国在非洲的强势存在ꎬ 法国也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ꎮ 萨科齐之所以积极

推动落实 “地中海联盟” 战略构想并且比其前任更加注重法非经贸合作ꎬ 主

要就是基于新形势下法国的国际处境的变化ꎬ 法国对非洲的新需求ꎬ 以及大

国与非洲关系变化所激发的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变化ꎮ “地中海联盟” 战略设想

一旦成为现实ꎬ 则不仅可以增强法国在北非地区的影响ꎬ 而且还能够与撒哈

拉以南非洲形成犄角之势ꎬ 进而在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中占据主动ꎬ 以维系和

巩固法国在非洲的利益和影响ꎮ
如果说中国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触动了法国在非洲利益是导致这一

时期法中在非洲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ꎬ 那么其深层次原因则在于萨科齐时

期法国的 “大国战略” 发生了微妙变化ꎮ 在处理大国关系上ꎬ 萨科齐并未

“萧规曹随”ꎬ 而是改弦更张ꎬ 具体而言即改变希拉克对美国敬而远之甚或

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做法ꎬ 转而采取了修复法美关系甚或 “拥抱美国” 的政

策取向ꎮ 萨科齐主政后ꎬ 巴黎在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与华盛顿协调甚或密

切合作ꎬ 法国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ꎬ 它象征着自

１９６６ 年法国退出 “北约” 之后法美战略安全信任关系的恢复ꎬ 同时也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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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ꎬ 时任法国外交部长贝纳德 － 库什内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Ｋｏｕｃｈｎｅｒ) 在访华前夕接受

«财经» 专访ꎬ 贝纳德 － 库什内此次中国之行是为萨科齐总统访华做准备ꎬ 参见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财经» 杂志网络版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ꎬ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０２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中国驻法国大使孔泉接受文汇报和欧洲时报联合采访ꎬ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ＧＢ / １１４６８５０４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０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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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法国正式 “回归西方”ꎮ 萨科齐总统本人亦因此而获得 “美国人萨科齐”
的绰号ꎮ 法国 “大国战略” 的要旨是制衡与平衡ꎬ 基于法美中三角关系的

跷跷板效应ꎬ 法国向美国靠拢ꎬ 必然导致对华政策趋向务实ꎮ 应当说ꎬ 萨

科齐政府 “大国战略” 重心的调整与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存在着某种程度

的关联性ꎬ 由于小布什第二任期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９ 年) 华盛顿开始向多边主义

靠拢ꎬ 从而减轻了欧洲的战略压力ꎬ 而美欧关系的改善则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到了法中关系ꎮ 随着法国在处理大国关系时与美国协调或合作一面的加

强ꎬ 法中战略关系遂出现松动ꎮ 而这一切又系中国的快速崛起所引发的法

中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相对地位的变化所致ꎬ 这种变化不仅给法国带来巨大

的压力和忧虑ꎬ 也使其一时难以适应ꎮ
２００８ 年是法中关系发生逆转之年①ꎬ 法中关系由春光明媚转入风雨交加ꎬ

此后的法中关系可谓是跌宕起伏、 波折不断ꎮ 毋庸讳言ꎬ 法中关系的严重倒

退ꎬ 确有法国总统易人等偶发原因ꎬ 但深层次原因还是两国战略关系基础出

现松动ꎬ 而这一切又源于法中两国综合实力的此消彼长ꎮ 尽管进入 ２１ 世纪伊

始ꎬ 法国人就不间断地对中国发展前景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预测ꎬ 但是中国实

际的崛起速度之快还是超出了巴黎的预期ꎮ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ꎬ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排位也不断前移ꎮ 在 ２１ 世纪第一个 １０ 年ꎬ 中国经济总

量完成了从世界第七位攀升至第二位的历史性跨越ꎬ 其间ꎬ 先后超越意大利

(２００４ 年)、 法国 ( ２００５ 年)、 英国 ( ２００６ 年)、 德国 ( ２００７ 年)、 日本

(２０１０ 年)ꎬ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ꎮ 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ꎬ
法国的综合国力则相对衰落ꎬ 不幸的是 “屋漏偏逢连夜雨”ꎬ 国际金融危机和

欧债危机进一步削弱了法国在全球甚至在欧盟中的实力和地位ꎮ 随着法中实

力的此消彼长ꎬ 巴黎在处理大国关系中所奉行的制衡战略中 “联美抑中” 的

砝码明显在加重ꎮ
中法关系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其战略性ꎬ 甚至可以说ꎬ 两国关系从一开始

就是构筑在战略合作基础之上ꎮ 希拉克时期中法关系顺利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７１

① ２００８ 年法中两国发生了一系列外交风波ꎬ 诸如: 法国媒体在拉萨 “三一四” 打砸抢烧事件

发生后竭力抹黑中国ꎬ ４ 月 ７ 日法方怂恿藏独分子猖獗活动导致奥运圣火巴黎传递受阻ꎬ 巴黎市政府

授予达赖 “荣誉市民” 称号ꎬ 致使中法关系从此陷入低谷ꎮ 后经艰苦努力ꎬ 双方关系一度有所改善ꎬ 但

１２ 月 ６ 日萨科齐坚持以法国总统、 欧盟轮值主席双重身份在波兰会见达赖ꎬ 导致中法关系坠入低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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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于双方共同的战略需求①ꎬ 中法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就是构筑在两国

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地位的相近似ꎬ 两国对自身和彼此角色认知的相类同ꎬ 以

及两国相互借重、 制衡美国一超独霸的共同利益基础上ꎮ 但是ꎬ 萨科齐主政

后ꎬ 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相对削弱ꎬ 特别是法中两国综合国力的此消彼长ꎬ
以及由此导致的各自在国际体系中相对地位的变化ꎬ 使得巴黎对待法中战略

合作的依据和心态都发生了变化ꎬ 这无疑弱化了法中联合制衡美国霸权的意

愿ꎮ 非但如此ꎬ 在巴黎看来ꎬ 中国的快速崛起正在改变着世界政治版图ꎬ 这

对法国乃至欧洲的地位形成了强有力挑战ꎮ 随着巴黎在处理大国关系上态度

的变化ꎬ 法中两国在希拉克时期累积的战略互信被不断地销蚀ꎬ 后者不可避

免地要波及中法在非洲的关系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法中关系在萨科齐时期并不

是变得不友好了ꎬ 只是从希拉克时期那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热络状态回归常态

而已ꎻ 另则ꎬ 无论是希拉克时期还是萨科齐时期ꎬ 巴黎对华政策的变化与否

都是基于法国自身的国家利益ꎮ
从法中在非洲关系在希拉克和萨科齐这两个时期的演化过程中可以窥视

到法中各自与非洲关系、 法中彼此战略关系与两国在非洲关系这三者之间的

互动关系ꎮ 在 “多重关系” 交互作用中ꎬ 虽然法中各自与非洲关系及法中彼

此战略关系的变化ꎬ 从不同的层面均对两国在非洲关系施加了影响ꎬ 但最终

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两国战略关系ꎮ 究其因ꎬ 无论法非关系、 中非关系多么

重要ꎬ 非洲在法中各自的国际战略中都是一个局部ꎬ 它必须服从并服务于两

国各自的战略大局ꎮ 如果说希拉克时期法中在非洲相安无事主要得益于两国

间的战略互信ꎬ 那么法中战略关系的恶化也不可避免地会殃及两国在非洲关

系ꎬ 这已被希拉克时期和萨科齐时期法中在非洲关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或案

例所证实ꎮ 虽然未来中法在非洲关系的走势不可能简单机械地复制过往的轨

迹ꎬ 但历史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ꎬ 它或将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两国在非洲关

系的前景ꎮ

中国与法国在非洲关系前景

就全球范围而言ꎬ 法国并非是中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ꎬ 而且ꎬ 随着

８１

① 参见 «中法联合声明»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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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综合国力的此消彼长ꎬ 法国与中国已不在一个等量级上①ꎮ 但是ꎬ 具体到

非洲则另当别论ꎬ 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ꎬ 就大国在非洲的力量对比而言ꎬ
法国在许多方面依然无人比肩ꎮ 鉴于法国与非洲之间的历史渊源及其在非洲

所拥有特殊的影响力ꎬ 法国无疑是中国在非洲最主要的 “利益攸关方”ꎬ 亦可

谓是最大的竞争对手ꎮ 过去 １０ 年ꎬ 中法在非洲关系在 “多重关系” 的交互作

用下呈现出一系列新情况、 新问题或新变化ꎬ 从趋势上看ꎬ 在全球化与多极

化这两大时代潮流并行发展及其交互作用的趋势不发生根本性的逆转的情况

下ꎬ 中法各自与非洲关系 (微观)、 中法彼此在非洲关系 (中观)、 中法两国

战略关系 (宏观)ꎬ 以及中法各自综合实力此消彼长与国际体系变迁等 “多重

关系” 的交互作用仍然是影响中法在非洲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ꎬ 同时也是观

察、 研判中法在非洲关系走势的重要视角ꎮ 影响或制约中法在非洲关系走势

的因素是多方面的ꎬ 既有有利因素ꎬ 也有不利因素ꎬ 两者之间何者更多一些ꎬ
或何者发挥主导作用ꎬ 同样也取决于 “多重关系” 交互作用的阶段性结果ꎮ

(一) 影响中国与法国在非洲关系的有利因素

影响中法在非洲关系平稳发展的因素可以列举出很多ꎬ 站在 “多重关系”
交互作用的视角来考察今后一个时期的中法在非洲关系演化趋势ꎬ 其中最基

本的因素依然当属中法两国各自与非洲关系及两国战略关系的走势ꎮ 从既往

的经验来看ꎬ 上述几组关系均存在有利于中法在非洲关系平稳发展的积极因

素ꎮ 虽然中法在非洲关系的走势ꎬ 不可能完全简单地复制以往的 “线路图”ꎬ
但是在相应的已知条件下ꎬ 历史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ꎬ 它或将在一定程度

上预示着两国在非洲关系的前景ꎮ
１ 两国战略关系有助于维系中法在非洲关系的平和态势ꎮ
虽然中法各自与非洲关系对两国在非洲活动的影响更为直接ꎬ 但其深层

次因素ꎬ 或者说主导因素还在于两国战略关系的走势ꎮ 原因在于ꎬ 无论是对

中国而言还是对法国来说ꎬ 对非关系只是中法各自国际战略的组成部分ꎮ 从

系统的观点出发ꎬ 前者与后者是部分与整体或局部与全局的关系ꎬ 从根本

上说ꎬ 非洲在法中各自国际战略的地位是由其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

用决定的ꎮ 惟其如是ꎬ 两国各自与非洲关系必须服从并服务中法两国的国

９１

① ２０１８ 年法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位退居第六位ꎬ 中国经济总量虽然仍维系世界第二ꎬ 但绝对

值已大幅提升并且远远地将法国甩在后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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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战略这个全局ꎮ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ꎬ 中法在非洲关系的前景更主要还

是取决于两国战略关系的演化ꎬ 而法中关系的特殊性就在于其战略性ꎬ 这

种特殊性或将有助于调控两国在非洲利益分歧ꎬ 进而维系两国在非洲关系

平稳发展ꎮ
其一ꎬ 法中战略关系具有平稳运行的政治基础ꎮ 与中国一样ꎬ 法国也

具有独立外交的传统ꎬ 其目的是争取 “大国地位”ꎬ 这也是戴高乐主义的精

髓所在ꎮ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ꎬ 法中两国因不满美苏对东西方阵营的操

弄和控制ꎬ 愤然扛起独立自主的外交大旗ꎬ 以期摆脱各自在所属阵营中所

处的从属地位ꎮ① 作为西方大国ꎬ 法国率先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便是

其独立外交的具体反映ꎮ 法国与中国建交绝非出于经济利益之考量ꎬ 而是

基于长远的战略考虑ꎮ 确切地说ꎬ 维护独立主权和谋求大国地位的政治理

念及相互借重的战略需求拉近了法中这两个意识形态、 社会制度截然不同

的国家之间的距离ꎮ 在整个冷战时期ꎬ 法国特立独行ꎬ 通过制衡战略ꎬ 平

衡美苏关系ꎬ 游走于东西方阵营ꎬ 进而居间发挥大国作用ꎮ 由此可见ꎬ 法

中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战略合作基础上的ꎬ 这或许也是法中关系有别

于其他大国关系的一大特点ꎮ 诚然ꎬ 法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也几经波折ꎬ
但是双方不存在地缘政治冲突ꎬ 也没有历史遗留问题ꎬ 尤为重要的是ꎬ 目

前法中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依然持相同或相近的立场ꎬ 突出体现在: 双

方都倡导世界多极化ꎬ 都主张用多边主义应对全球性挑战ꎮ 这表明法中战

略合作的基础依然还在ꎬ 至少在未来几年内两国战略关系的前景是可以预

期的ꎮ 作为法国新生代政治家ꎬ 马克龙主政后虽然在内政方面提出了诸多

新主张ꎬ 但是其外交理念与戴高乐是一脉相承的ꎬ 他本人也以戴高乐主义

传人自居ꎬ 他将法国的安全、 独立和影响力确立为外交工作的重点ꎬ 其核

心目标依然是争取 “大国地位”ꎮ②

其二ꎬ 法国仍有在战略上借重中国的实际需求ꎮ 如果说独立自主这一共

同的外交理念构成了法中战略合作的政治基础ꎬ 那么两国对国际格局多极化

的共同期许ꎬ 以及对国际秩序特别是全球治理相类同的政策主张则成为维系

０２

①

②

参见居伊: «中法关系 ５０ 年: 合作的基础和新型关系的构建»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 期ꎬ 第 ８９ ~ ９０ 页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９ 日ꎬ 马克龙总统在法国驻外使节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ꎬ 首次公开系统阐释其外

交政策ꎮ Ｌｅ Ｍｏｎｄｅꎬ ３０ ａｏûｔ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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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战略关系的黏合剂ꎮ 例如ꎬ 法中两国都倡导国际格局多极化和国际关系

民主化ꎻ 反对旨在垄断或主宰国际事务的单边主义政策ꎻ 主张在国际事务中

进行多边主义合作ꎻ 倡导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开展不同文明间的对话ꎬ 等等ꎮ
上述共识使得法中两国可以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或分歧ꎬ 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ꎮ①较之奥朗德特别是萨科齐ꎬ 时下马克龙总统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实

际上是新形势下对以戴高乐主义著称的法国独立自主外交传统的回归ꎮ 法国

国际战略的目标是构建多极世界ꎬ 法国则在欧洲这一极中发挥 “大国作用”ꎮ
在巴黎的战略构想中ꎬ 多极世界的要旨是维系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ꎬ 以达到

相互制衡的均势局面ꎬ 然而ꎬ 国际政治舞台是一个以实力为后盾的博弈场ꎬ
欧债危机后法国经济持续低迷ꎬ 综合实力的下降使法国在大国中居间发挥独

特作用的平衡者角色有所弱化ꎮ 因此ꎬ 虽然法国怀有 “大国情结”ꎬ 但它也深

知仅凭 “单打独斗” 难能有大的作为ꎮ 特别是在特朗普执政后ꎬ 基于 “美国

优先” 的利己主义考量ꎬ 华盛顿大行单边主义之道ꎮ 在此背景下ꎬ 法国仍将

有在战略上借重中国的实际需求 (准确地讲是中法两国在战略上相互借

重)ꎮ②马克龙之所以重视发展对华关系ꎬ 一方面是为了获得商业利益ꎬ 同时也

想借力中国来拓展法国的国际回旋余地ꎮ
其三ꎬ 法美关系间隙有助于维系法中战略关系ꎮ 法中关系中的 “美国

因素” 始终是潜存的ꎬ 有时甚至成为法中关系变化的 “晴雨表”ꎮ 从以往的

外交实践来看ꎬ 法中关系与法美关系具有某种程度的 “逆相关” 关系ꎮ 在

常态情况下ꎬ 法中关系更多地受制于法美关系: 法美关系不睦ꎬ 法中关系

则趋好ꎻ 反之ꎬ 法美关系向好ꎬ 则法中关系易发生波折ꎮ 就法美关系的现

状而言ꎬ 特朗普政府自私自利、 唯我独尊的政策主张导致西方国家所尊奉

的共同价值观出现严重裂痕ꎬ 突出体现在: 美国所奉行的单边主义、 孤立

主义或逆全球化政策与法国的政策主张格格不入ꎮ 过去一年ꎬ 法美围绕全

球治理问题所产生的裂痕非但未能弥合ꎬ 相反还呈现扩大之势ꎮ 马克龙与

特朗普的私人关系也因政见相左而出现间隙ꎬ 彼此对对方的不满情绪已趋

于公开化ꎮ 从目前的情况观察ꎬ 如果华盛顿不对奉行的政策做出调整ꎬ 至

１２

①

②

参见王毅: «中法关系中的战略三要素———纪念中法建交 ４０ 周年»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２３ 页ꎮ

李洪峰: «马克龙当选总统后的法国外交展望———法国智库学者巴泰勒米库尔蒙访谈录»ꎬ
载 «法语学习»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５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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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ꎬ 法美关系很难回到萨科齐时期甚或奥朗德时期ꎮ
基于法美中三角关系的跷跷板效应ꎬ 时下的法美关系及其走势总体来说是

有助于维系法中关系平稳发展的ꎮ 另则ꎬ 法中关系在经历了萨科齐时期的

波动之后已趋于成熟ꎬ 巴黎也基本摸清了中国的底线ꎬ 在这种情况下ꎬ 除

非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ꎬ 否则ꎬ 巴黎不会再轻易触碰中国的底线或做出

大的出格举动ꎮ 总体而言ꎬ 马克龙在发展对华关系上持 “中性” 偏积极态

度ꎬ 将中国定义为 “既是合作伙伴ꎬ 同时也是竞争对手”ꎬ 将法中关系视为

“竞合关系”ꎬ 但基于法国自身利益的考量ꎬ 在行动中ꎬ 马克龙奉行积极的

对华政策ꎬ 因此ꎬ 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和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两国元首成功实现互访后ꎬ
法中战略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将不会发生逆转ꎮ

综上所述ꎬ 虽然法中关系在马克龙时期或许很难回到希拉克时期的水平ꎬ
但是ꎬ 基于上述因素或理由ꎬ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ꎬ 法中两国关系将平稳发展ꎬ
至少可以避免出现大的波折ꎮ 其依据是: 以法国现时的国力ꎬ 只要巴黎仍想

抗衡美国自私自利的单边主义政策ꎬ 就会寻求国际力量的支持ꎬ 而基于双方

的共同利益ꎬ 中国仍不失为法国可以、 也必须借重的国际力量ꎮ 特别是在美

国以各种 “退圈” 方式逃避大国责任之际ꎬ 法中两国在应对 “逆全球化”、
气候变化、 核扩散危机等方面的合作尤为重要ꎮ 这将促使巴黎从战略全局的

高度来审视和处理法中关系及法中在非洲关系ꎬ 进而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持

克制、 理性或开放的态度ꎬ 这无疑将有助于维系中法在非洲关系的平稳发展ꎮ
从趋势上看ꎬ 只要法中战略关系不发生重大变故ꎬ 两国在非洲关系便是可

控的ꎮ
２ 巴黎在处理法中在非洲关系问题上已趋于成熟和理性ꎮ
法国与中国在非洲互为 “利益攸关方”ꎬ 双方在非洲的利益交集 (包括摩

擦、 冲突等) 在所难免ꎮ 当然ꎬ 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ꎬ 两国在非洲利益交集

的焦点和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ꎮ ２００６ 年 “论坛” 北京峰会后ꎬ 由于法中战略

关系走势、 法中各自与非洲关系变化特别是中国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等因

素的影响ꎬ 法中两国在非洲已然发生了利益摩擦和利益冲突ꎮ 不过ꎬ 经过最

近 １０ 年的较量和磨合之后ꎬ 目前法中两国在非洲的利益关系和力量结构已发

生了一些变化ꎮ 虽然法中在非洲存在着一些 “结构性” 矛盾ꎬ 政策主张各持

己见ꎬ 利益摩擦依然存续ꎬ 但随着法国对中国在非洲活动适应力和承受力的

提高ꎬ 巴黎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或许不会再像以往那样一味意气用事ꎬ 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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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向于以理性态度处理法中在非洲关系ꎮ
其一ꎬ 法中在非洲关系已从互不适应过渡到相互适应的阶段ꎮ 作为与

非洲关系密切的域外大国ꎬ 法中两国在非洲互为最为重要的 “利益攸关

方”ꎬ 因此ꎬ 任何一方与非洲关系的变化ꎬ 或任何一方对非洲政策的调整ꎬ
都会引起另外一方的关注并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对另外一方在非洲的利益产

生影响ꎮ 回望 ２１ 世纪第一个 １０ 年后期法中在非洲关系的较量ꎬ 两国在非洲

的争斗更多的是以一种 “暗战” 的方式进行的ꎬ 在此过程中ꎬ 法国不仅明

里曲解、 阻挠中非合作关系ꎬ 而且还暗中挑唆非洲国家的各种利益集团掣

肘中国在非洲正常的商业活动ꎬ 为了达到目标甚至使用卑劣的手段ꎮ 法中

在非洲关系在经历了 ２１ 世纪第一个 １０ 年的 “急剧变化” 和 “剧烈冲突”
之后ꎬ 进入 ２１ 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ꎬ 两国在非洲的较量业已告一个段落ꎬ 至少

是第一个大回合较量的波峰已过ꎮ 巴黎业已意识到ꎬ 中国 “走进非洲” 是

中国崛起、 成长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必然趋势ꎮ 在中国 “走进非洲” 无

法阻挡的大势下ꎬ 法国只能选择顺势而为ꎬ 这促使巴黎在处理法中在非洲

关系时逐步回归理性ꎮ 虽然中法双方在非洲的政策分歧难以协调ꎬ 利益摩

擦或冲突依然存续ꎬ 但随着法国对中国在非洲活动适应力和承受力的提高ꎬ
巴黎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已经有所变化ꎬ 奥朗德时期巴黎在处理法中在非

洲关系所做出的政策调整便是例证ꎮ 实际上ꎬ 在萨科齐主政后期ꎬ 巴黎在

处理大国在非洲关系方面的政策就已呈现出一定的灵活性ꎮ 不管情愿与否ꎬ
面对中国强势 “走进非洲” 这一不可逆转的现实ꎬ 萨科齐总统只能无奈地

表示非洲不再是法国的禁脔ꎬ 法国不反对非洲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ꎮ 上述

言论见诸法中在非洲关系则体现为ꎬ 法国不仅于 ２００９ 年主动提议恢复与中

国就非洲事务的司长级磋商ꎬ 此后还就两国在非洲开展 “三方合作” 事宜

与中国进行磋商ꎮ 简言之ꎬ 法中关系在非洲关系在经历跌宕起伏之后业已

趋于成熟ꎮ 现有一些迹象显示ꎬ 法中两国在非洲关系正在逐步走出各自互

不适应的阶段ꎬ 转而步入彼此相互适应的磨合期ꎬ 目前法中在非洲关系处

于一种相对平稳的 “竞合” 状态ꎮ
其二ꎬ 中法可通过双边磋商机制管控两国在非洲的利益冲突ꎮ 法中在非

洲关系趋于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ꎬ 两国已就非洲事务建立了通畅的官方沟

通渠道ꎬ 在这种情况下ꎬ 即便两国在非洲发生利益摩擦或冲突ꎬ 也可以通过

双边会晤机制及时加以协调、 管控ꎬ 不至于使局势失控ꎮ 法国是率先并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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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就非洲事务进行磋商的西方大国之一①ꎮ 法中非洲事务磋商机制是

１９９７ 年中法 “全面伙伴关系” 建立后两国启动的一系列战略对话机制②的组

成部分ꎮ 在世界主要国家中ꎬ 法国是与中国就非洲事务进行磋商最为频繁的

国家ꎬ 两国自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在北京举行首次非洲事务正式磋商后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ꎬ 双方业已进行了 １２ 轮磋商③ꎬ 除了 ２００８ 年因受两国关系恶化影响

中断一次之外ꎬ 两国每年轮流在各自国家的首都举行非洲事务磋商ꎮ 可以说ꎬ
法中非洲事务磋商机制的启动和运行使得两国对非政策磋商方面实现了机制

化ꎬ 这对于管控两国在非洲的利益分歧无疑是大有裨益的ꎮ 一是借助中法非

洲事务磋商机制ꎬ 双方可以了解彼此对非洲政策的新变化及各自在非洲活动

方面的情况ꎬ 并就共同关注的非洲问题及两国在非洲合作事宜深入交换意见ꎮ
二是法中就非洲事务加强沟通交流ꎬ 无疑有助于提升双方对各自在非洲活动

战略意图的透明度ꎬ 特别是消解法国对中国在非洲活动意图的猜忌、 担忧或

误解ꎮ 三是在法中在非洲发生利益摩擦或利益冲突时可以起到释疑解惑、 管

控分歧、 防止事态恶化或失控的作用ꎮ
此外ꎬ 法中非洲事务磋商机制还为协调或加强两国在非洲事务方面的合

作等提供了一个平台ꎮ 从实际效果来看ꎬ 近年来中法非洲事务磋商也是最富

有成效的ꎬ 这也是促成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两国外长就进一步加强双方在非洲

事务中磋商与合作达成共识的重要因素ꎮ 相关政策主张还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

两国发表的 «中法关系中长期规划» 文件中已得到充分体现ꎬ 在该 «规划»
的第二部分 “国际和全球问题” 的第三款和第四款载明: 中法将 “加强在非

洲事务上的双边对话ꎬ 为非洲国家实现非洲稳定与发展提供支持和配合ꎮ 加

强在非洲事务上的司局级磋商ꎬ 重点推动地区一体化和非洲和平与安全建

设ꎮ” 中法还将 “增进在发展问题ꎬ 特别是非洲发展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ꎬ 支

４２

①

②

③

１９９７ 年法国与中国就非洲事务在巴黎进行首次非正式磋商ꎬ 双边司长级正式磋商于 ２００５ 年在

北京举行ꎮ
这些机制包括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 政治磋商机制、 外长定期会晤机制、 中方副外长和法方

外交部秘书长定期磋商机制、 常驻联合国代表磋商机制、 经贸混委会、 国防部战略对话机制中法科技

合作联委会、 中法非洲事务磋商机制等ꎮ
历次法中非洲事务磋商的时间和地点为: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在北京ꎬ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在巴黎ꎬ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在北京ꎬ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在巴黎ꎬ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在北京ꎬ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至 １５ 日在巴黎ꎬ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在北京ꎬ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在巴黎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在北京ꎬ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在巴黎ꎬ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在北京ꎬ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在巴黎ꎮ 此外ꎬ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ꎬ 在法国总统奥朗德访华前夕中法还举行了一次涉及西亚北

非事务的司局级磋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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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ꎬ 在制订 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进

程中加强沟通协调ꎮ” ①

需要指出的是ꎬ 法中双方除了司长级非洲问题定期交流机制之外ꎬ 两国

间的高层战略对话中也时常涉及提到非洲问题ꎬ 事实上ꎬ 从希拉克起ꎬ 法国

总统几乎每次与中国领导人会晤都会涉及非洲议题ꎮ 此外ꎬ 还有一个有利的

因素是ꎬ 在能够影响马克龙的对华政策的法国政界人士中ꎬ 对华友好的不乏

其人ꎬ 诸如前总理让 － 皮埃尔拉法兰、 前外长贝尔韦德里纳等ꎮ 其中韦

德里纳不仅深谙非洲事务ꎬ 而且是一位对法国非洲政策有影响力的人物ꎬ 他

曾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受法国经济财政部委托ꎬ 领导的 “法非经济关系调研小组”
研究制定并发布了一份长达 １６６ 页的 “振兴法非经贸合作的对策建议报告”ꎮ
该报告针对法国在非洲市场份额下降状况和非洲经济增长前景ꎬ 就法国如何

在新形势下开拓非洲市场提出了 １５ 项建议ꎮ②

基于上述有利因素ꎬ 我们没有理由对中法在非洲关系的前景持悲观态度ꎮ
确切地说ꎬ 只要国际政治生态和世界经济形势不发生重大变故ꎬ 只要华盛顿

仍旧一意孤行地推行 “美国优先” 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ꎬ 法中战略关

系就将继续平稳向前推进ꎬ 至少不会发生逆转ꎮ 这意味着今后一个时期中法

在非洲关系的走势即便不会一帆风顺ꎬ 甚或因法中各自对非政策差异而发生

利益摩擦甚或利益冲突ꎬ 但其过程、 烈度也将是可控的ꎮ
(二) 影响中国和法国在非洲关系的不利因素

由于法中各自与非洲关系、 彼此在非洲关系、 两国战略关系的变化及其

交互作用所产生的联动效应本身也受到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国际政治环境、 世

界经济形势以及中法各自综合国力、 内外政策等诸多难以预测或掌控的变量

因素的影响ꎬ 这就使得法中在非洲关系的走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ꎮ 原因还在

于ꎬ 非洲系支撑法国 “大国地位” 之重要依托ꎬ 失去了非洲ꎬ 法国将彻底沦

为一个 “二流国家”ꎬ 因此ꎬ 法国难以容忍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持续快速提

升ꎬ 因为这事关大国在非洲的力量平衡ꎬ 特别是事关法国主导的大国在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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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中法关系中长期规划»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４ － ０３ / ２７ / ｃ＿ １１９９８１２７９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１４ꎮ

Ｕｎ ｐａｒｔｅｎａｒｉａｔ ｐｏｕｒ ｌ’ａｖｅｎｉｒ:１５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ｐｏｕｒ ｕｎｅ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ｄｙｎａｍｉｑｕｅ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 ｅｎｔｒｅ ｌ’Ａｆｒｉｑｕｅ
ｅｔ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ꎬ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ａｕ ｍｉｎｉｓｔｒｅ ｄｅ 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ｅｔ ｄ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ꎬ ４ Ｄéｃｅｍｂｒｅ ２０１３ꎬ ｒｅｍｉｓ ｐａｒ Ｈｕｂｅｒｔ
Ｖéｄｒ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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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存续ꎮ 法中在非洲的 “结构性” 矛盾预示着两国在非洲关系是竞争性

的ꎮ 鉴于法中在非洲关系的实质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如何在非洲相处的问

题ꎬ 因此ꎬ 我们立足于底线思维ꎬ 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ꎬ 正所谓有备无患、
防患于未然ꎮ

１ 法中实力的此消彼长或将使两国战略关系的基础出现松动ꎮ
无论对法国而言还是对中国来说ꎬ 法中关系均非彼此最为核心的双边关

系ꎬ 两国与美国的关系才是各自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ꎮ 因此ꎬ 尽管法中关系

具有战略性特征ꎬ 但是这种战略关系是构筑在两个 “二等大国” 联合制衡一

超独霸、 唯我独尊的单边主义的威胁基础上的ꎮ 说到底ꎬ 法中合作是基于彼

此相互借重的战略需求ꎬ 而这种合作关系的存续是有条件的ꎬ 它一方面取决

于战略制衡对象美国的相对地位和行为方式如何变化ꎬ 同时也取决于中法双

方各自与战略制衡对象美国之间关系如何变化ꎮ 换言之ꎬ 法中关系的疏密或

远近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彼此综合实力的变化所引发的各自与美国关系变化

的影响ꎬ 一旦美国外交向多边主义回归ꎬ 法国联合中国制衡美国的动力就会

锐减ꎮ①

在萨科齐时期ꎬ 法中两国综合实力的此消彼长ꎬ 特别是中国国际影响力

的快速提升ꎬ 使得法国联合中国制衡美国的意愿或动力有所减弱ꎮ 奥朗德时

期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ꎬ 为了对中国持续快速上升的国际影响力加以制衡ꎬ 巴

黎在法美关系、 法中关系的天平上ꎬ 基本上延续了萨科齐时期的做法ꎬ 明显

地倾向于美国ꎮ 从趋势上看ꎬ 法中两国综合实力的此消彼长业已成为不可逆

转的定式: 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性大国ꎬ 而法

国则因综合国力的衰落ꎬ 其国际影响力已大不如前ꎬ 即便在欧盟内部也受到

德国的挤压ꎮ 法中各自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相对位置的变化ꎬ 或将促使巴黎重

新审视两国合作的既有基础ꎮ 据此ꎬ 法中战略关系的走势ꎬ 不仅取决于法国

自身实力及其所依托的欧盟力量的变化ꎬ 还与法中关系中的 “美国因素” 密

切相关ꎮ
尽管马克龙不像其前任奥朗德特别是萨科齐那样亲美ꎬ 但是基于法国国

际战略的制衡性特征ꎬ 随着法、 美、 中力量对比的变化ꎬ 法中战略互信的程

度很难再回归希拉克时期ꎮ 马克龙在处理法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策略上或许

６２

① 张骥: «去特殊化的中法战略伙伴关系»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１０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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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随着 “时空环境” 的变化而进行调整ꎬ 但法国国际战略的基调不会发生变

化ꎮ 由于法国国际战略本质上是一种制衡战略ꎬ 目的是确保法国能够大国博

弈中居间发挥 “大国作用”ꎮ 为了防止法国在国际权力游戏中被边缘化ꎬ 巴黎

既不愿看到美国一超独霸、 颐指气使ꎬ 也不甘心中国后来居上甚或取而代之ꎮ
就目前来看ꎬ 马克龙的国际战略基本沿袭了以戴高乐主义 － 密特朗主义著称

的法国外交传统ꎬ 其要旨可用欧洲主义、 多边主义及非洲主义加以概述ꎮ 其

中ꎬ 欧洲主义是马克龙外交思想的核心内涵ꎬ 同时也是其多边主义外交政策

的重要一环ꎮ 马克龙之所以反复强调 “欧盟即我们ꎬ 我们即欧盟” 这一政治

理念ꎬ 并不断重申重振和重塑欧洲的决心ꎬ 目的是争取法国对欧盟事务的主

导权ꎬ 进而依托欧盟在大国博弈中居间发挥独特作用、 彰显法国的大国地位ꎮ
诚如马克龙在 «变革———为法国而战» 一书中所言: “为了重新掌握法国的命

运ꎬ 我们需要欧洲”ꎻ 否则ꎬ “我们将很难与中国或美国抗衡”ꎮ①

从趋势上看ꎬ 为了确保法国国际权益的最大化ꎬ 马克龙或将继续奉行

“双重制衡” 政策: 既联中抑美ꎬ 亦联美制中ꎬ 至于倾向于何者ꎬ 或以何者为

重ꎬ 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ꎮ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ꎬ 鉴于法国目前在防务上

还不具备战略自主性ꎬ 加之与美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取向上的趋同性ꎬ
法国的 “联美制中” 与 “联中抑美” 在性质上是有差别的ꎮ 不管马克龙对特

朗普上台后多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如何反感ꎬ 也无论法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如何特立独行ꎬ 就意识形态取向而言ꎬ 法国仍然归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

营ꎮ 诚如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智库学者巴泰勒米库尔蒙所言ꎬ 马克

龙在外交上是比较接近 “大西洋主义” 的ꎬ 毕竟 “大西洋两岸仍是盟友”ꎮ②

而中法关系则是 “中西关系” 属性ꎬ 原因在于: 法中两国在社会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或分歧ꎮ 实际上ꎬ 与其前任萨

科齐和奥朗德一样ꎬ 马克龙主政之初也频频向华盛顿示好并试图与特朗普做

“忘年交”ꎬ 只是因后者过于 “任性” 而未能如愿罢了ꎮ 即便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马克龙和特朗普在一战纪念活动后发生不快ꎬ 马克龙依旧克制地表示 “盟友

之间要互相尊重” 并强调美国仍是法国的盟友ꎮ
由此可见ꎬ 法国只是不愿意做美国的附庸并希望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多

７２

①

②

[法国]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变革———为法国而战»ꎬ 罗小鹏译ꎬ 四川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２０５ 页ꎮ

李洪峰: 前引文ꎬ 第 ５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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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主权罢了ꎬ 就本意而言ꎬ 巴黎是十分愿意交好华盛顿的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法中战略合作尽管具有诸多有利条件ꎬ 但对其前景亦不宜盲目乐观ꎮ 原因还

在于ꎬ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ꎬ 以及法中两国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ꎬ 法国人的

心态已然发生了变化ꎮ 这种心理失衡使得法国政界和社会在对华关系的态度

上存在倒退的风险ꎬ 而后者不可避免地将传导到两国在非洲关系上ꎮ 法、 德

主导的欧盟委员会在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发布的 «欧中战略前景» 文件中明确

提出要重新审视和评估对华关系ꎮ 欧盟虽然未像美国那样直白地将中国定性

为 “战略竞争对手”ꎬ 但较之其以前的立场已经在后退ꎬ 欧盟在经济和科技领

域将中国定性为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ꎬ 在治理模式领域则将中国视为

竞争对手ꎮ①不仅法德主导的欧盟在对华关系上态度明显倒退ꎬ 马克龙本人对

待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态度也是反复无常ꎮ 马克龙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访华时对

“一带一路” 倡议基本持肯定的态度ꎬ 但回国后便出尔反尔ꎬ 在 ８ 月召开的法

国驻外使节会议上甚至出言不逊ꎬ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在习主席访法期间马克龙也是

闭口不谈或极力回避 “一带一路” 倡议ꎬ 甚至对意大利率先参与 “一带一

路” 计划还颇有微词ꎮ 法中战略关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将传导到两国在非洲

关系上ꎮ 当然ꎬ 听其言ꎬ 还要观其行ꎮ 正是鉴于法中战略合作是有条件的ꎬ
而这些条件本身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ꎬ 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ꎬ 因而上述因素

是否会影响到法中战略合作ꎬ 进而影响两国在非洲关系的走势尚有待观察ꎮ
２ 法中对非洲 “看法” 的差异使两国在非洲的利益摩擦难以避免ꎮ
虽然中法两国在非洲关系的演化仍将呈现出一种 “竞合” 态势ꎬ 但是在

特定的时空内ꎬ 合作多于竞争还是竞争大于合作ꎬ 则取决于相关的变量因素

或条件ꎮ 坦率地讲ꎬ 不能排除中法在非洲关系出现竞争大于合作ꎬ 甚或发生

利益冲突的可能性ꎮ 因为除了法中战略关系及其各自与非洲关系的演化存在

变数或不确定性之外ꎬ 两国在非洲也存在一些有可能引发利益冲突的 “结构

性” 矛盾ꎮ②这些 “结构性” 矛盾既源于法中各自与非洲的历史渊源ꎬ 亦与彼

此在非洲的现实作为密切相关ꎮ 由于法中各自与非洲关系 “传统” 的差异ꎬ
加之法中各自与非洲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ꎬ 非洲之于法国与中国的意义或重

８２

①

②

王鹏: «欧盟抛出 “欧中战略前景 “意图何在?»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００１０８１９
２１? ａｄ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Ｄ ＝ ＆ｆｕｌｌ ＝ ｙ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５ꎮ

参见张宏明: «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的战略构想»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３４ ~ ３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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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不同ꎬ 进而导致两国对待彼此在非洲活动的 “看法” 也存在着很大的差

异ꎮ 具体而言ꎬ 这些差异主要反映在下述几个方面ꎮ
其一ꎬ 法中两国各自与非洲关系的历史渊源不同ꎮ 殖民化在非洲绝大部

分国家存续的时间虽不足百年ꎬ 但站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视角ꎬ 其对日

后大国与非洲关系及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影响却是持久的ꎮ 现时大国在非洲的

利益关系、 力量结构及其攻防态势亦往往是以殖民时期欧洲列强在争夺、 分

割非洲时所形成 “势力范围” 作为参照系的ꎮ 在近代历史中ꎬ 较之作为非洲最

大的殖民宗主国法国ꎬ 中国毕竟在大国与非洲关系中扮演着 “局外人” 的角色ꎮ
这种失位或缺位ꎬ 一方面使得中国与非洲的联系缺乏具有连续性的传承关系ꎬ
另一方面也促使巴黎将中国视为闯入法国禁苑的外来者ꎮ 而法国凭借着与非洲

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承关系则在非洲留存了厚重的遗产ꎬ 突出体现在ꎬ 有近半

数的非洲国家使用法语ꎬ 其政治精英或知识精英深受法国文化、 价值观念的熏

陶ꎬ 甚至一些国家的宪法、 政治体制、 文官制度和教育体系也是以法国为蓝本

制定的ꎮ 而中国在非洲却不曾留下多少具有传承性的或对现时中非关系有实质

性作用的东西ꎬ 现代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可谓是另起炉灶、 白手起家ꎮ
其二ꎬ 非洲之于法国、 中国的意义和重要性不同ꎮ 非洲在法国和中国各

自的国际战略的地位或作用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ꎬ 均扮演着 “外交基础”
的角色ꎬ 此外ꎬ 法中两国均将非洲视为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ꎬ 但非洲之于法

国、 中国的意义和重要性又有所不同: 中国在非洲基本上没有地缘政治利益ꎬ
而对法国则不然ꎬ 非洲地处法国所在的西欧南翼ꎬ 与法国本土安全息息相

关ꎮ①非洲战略地位对于确保法国本土安全的重要性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

战时期被反复印证ꎮ 因而ꎬ 较之中国ꎬ 法国除了在非洲拥有政治利益、 经济

利益之外ꎬ 还多了一层地缘政治上的安全利益ꎮ 惟其如是ꎬ 法国 ２０１３ 年颁布

的 «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 不仅再次将非洲特别是北非地区列为 “战略利

益区”②ꎬ 而且还明确重申维系该 “战略利益区” 的安全系法国国家安全战略的

重要目标ꎮ 由于巴黎将非洲视为法国的安全屏障ꎬ 因此ꎬ 如果未来法中之间发

生地缘政治竞争ꎬ 那么这个地方很可能是在非洲ꎮ ２１ 世纪第一个 １０ 年的后半

叶ꎬ 法中两国之所以在非洲利益摩擦频仍ꎬ 原因就在于: 巴黎业已将中国在非

９２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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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强势存在ꎬ 特别是影响力的持续提升视为是对法国传统势力范围的蚕食ꎮ
其三ꎬ 非洲在法国国际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提升ꎮ 马克龙的外交理念

与戴高乐主义或密特朗主义是一脉相承的ꎬ 其核心目标都是争取大国地位ꎬ
用以支撑这一战略的两大 “地区政策” 一个是欧洲联盟ꎬ 一个是发展中国家ꎬ
而在上述两大 “地区政策” 中ꎬ 又分别以法国与德国合作及法国与非洲合作

为轴心ꎬ 因而马克龙的 “地区政策” 也可以用 “欧洲主义” 和 “非洲主义”
加以概述ꎮ 在马克龙的国际战略构想中ꎬ 法德合作旨在推进欧盟一体化建设ꎬ
使欧洲成为 “多极世界” 中的独立的一极ꎻ 法非合作旨在强化法国与发展中

国家的关系ꎬ 进而巩固法国在欧盟中的核心地位ꎬ 法国则在欧洲这一极中发

挥其 “大国作用”ꎮ 由此可见ꎬ 非洲在法国国际战略中的排位虽然靠后ꎬ 但其

作用特殊ꎬ 系法国争取 “大国地位” 之重要依托ꎮ 法国官方和舆论界从不讳

言: 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法非关系ꎬ 如果法国失去了

在非洲的影响力ꎬ 那么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就无法继续发挥 “大国作用”ꎮ 原因

还在于ꎬ 德国统一后实力大增ꎬ 并促使欧洲大陆的重心进一步东移ꎬ 欧洲已

不再是 “法国的后花园”①ꎮ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ꎬ 欧债危机后法国经济复

苏乏力、 国力衰退ꎬ 进一步拉大了法国与德国的实力差距ꎬ 德国则日益成为

欧盟的核心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法国更需要借重非洲来增强其在欧盟权力博弈

中的地位ꎮ 马克龙之所以重新祭起萨科齐的 “地中海联盟” 战略ꎬ 目的之一

就是借此抗衡德国在欧盟内日益上升的影响力ꎮ
３ 法中在非洲的 “结构性” 矛盾彰显了两国在非洲关系的竞争性ꎮ
法国与非洲关系的历史渊源及中国与非洲关系的现实状况ꎬ 使得中法在

非洲关系在大国在非洲关系中颇具特殊性ꎮ 从近年来中国与其他域外国家在

非洲关系的外交实践来看ꎬ 中国在非洲的 “利益攸关方” 虽然不少ꎬ 但与中

国存在 “结构性” 矛盾或可能与中国在非洲发生利益冲突的国家却不多ꎬ 综

合考虑各种因素ꎬ 在常态情况下ꎬ 首当其冲就是法国ꎮ 这里所谓的 “结构性”
矛盾系指法国与中国在非洲比较难以调和的利益关系ꎬ 后者涵盖商业利益纠

葛、 意识形态博弈甚或地缘政治冲突等诸多方面ꎬ 其中最核心的还是守成大

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ꎮ 近年来ꎬ 巴黎对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迅速扩展忧

心忡忡ꎬ 认为中非关系的持续快速发展已经侵蚀到了法国在非洲的既得利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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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Ｄａｎｉｅｌ Ｖｅｒｎｅｔꎬ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ｌａ ｆｉｎ ｄｕ ｊａｒｄｉｎ à ｌａ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ꎬ Ｌｅ Ｍｏｎｄｅꎬ １５ ｄéｃｅｍｂｒｅ ２０００



“多重关系” 交互作用下的中法在非洲关系　

于是ꎬ 中国在非洲正常的活动也被巴黎视为动了法国的奶酪ꎬ 并认为法国有

理由针对中国在非洲的 “攻势” 实施 “正当防卫”ꎮ
其一ꎬ 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增加对法国在非洲利益构成挑战ꎮ 法中各自与

非洲关系在历史渊源和文化传承上的差异ꎬ 不仅见诸各自对非洲的情感中ꎬ
而且也反映在彼此在非洲的利益关系和力量结构中ꎬ 并且在两国对彼此在非

洲活动的感受或 “看法” 中亦有所体现ꎮ 国人常言 “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ꎬ
不是谁的奶酪”①ꎬ 据此ꎬ 中国自认为加大对非工作力度是中非双方之间的事ꎬ
不针对、 也不涉及第三方ꎮ 但是ꎬ 作为非洲的前殖民宗主国的法国却不以为然ꎬ
在历史上形成的法非特殊关系ꎬ 使巴黎习惯于将非洲视为法国可以发挥独特作

用、 施展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所在ꎮ 时光的流逝并未消磨多少法国根深蒂固的

“非洲情结”ꎬ 时至今日ꎬ 巴黎仍以 “非洲的保护人” 自居ꎬ 并每每以保护非洲

利益甚或以非洲利益 “监护人” 的名义来维系法国自身在非洲的权益ꎮ 正是由

于巴黎业已将非洲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自诩为非洲的 “主人”ꎬ 因而ꎬ 它将法

国之外的所有国家均视为外来的 “闯入者” 或是 “过客”ꎬ 过去针对的是苏联

人、 美国人ꎬ 现在首当其冲针对的则是中国人ꎮ 马克龙本人甚至也对中非关系

指手画脚、 说三道四ꎬ 这在以往法国最高领导人中是非常罕见的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中旬ꎬ 马克龙访问吉布提、 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三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吉布

提近年来与中国关系持续升温ꎬ 而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系中非产能合作 ４ 个先

行先试示范国家中的 ２ 个ꎬ 因此ꎬ 法国舆论也不讳言马克龙此次东非三国之行

意在遏制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ꎮ② 马克龙在此次出访东非三国的首站

吉布提就告诫非洲国家领导人ꎬ 从长远来看中国贷款条件是危险的ꎮ
其二ꎬ 中国 “走进非洲” 扰乱了法国主导的大国在非洲秩序ꎮ 法国的

“非洲情结”ꎬ 换言之ꎬ 法国之所以将非洲视为其禁苑ꎬ 原因就在于ꎬ 非洲是

法国在海外经营时间最长、 海外利益最集中、 传统影响最深的区域所在ꎮ 惟

其如是ꎬ 巴黎难以容忍中国在非洲利益和力量存在的快速拓展ꎬ 这不仅事关

大国在非洲力量结构的固有平衡ꎬ 而且也关系到法国主导的 “大国在非洲秩

序” 的存续ꎮ 实际上ꎬ 巴黎反对除法国之外的所有域外国家 “染指” 非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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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外交部副部长翟隽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举行的 “蓝厅论坛” 上所做的题为 «中非新型战略

伙伴关系前景广阔» 的主旨演讲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ｔｘｔ / ２０１２ － ０７ / １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５９４３８１６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１５ꎮ

Ｌｅ Ｍｏｎｄｅꎬ １２ ｍａｒｓ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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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 如果说中国同法国存在 “局地” 地缘政治冲突ꎬ 那么这个 “局地” 或

许就是非洲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无论中国 “走进非洲” 的主观动机如何ꎬ 客观

现实是ꎬ 作为快速崛起中的全球性大国ꎬ 中国在非洲的活动的确对法国主导

的 “大国在非洲秩序”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ꎬ 突出反映在法国在非洲的利益存

在和力量存在相对下降ꎬ 至少在巴黎看来ꎬ 中国在非洲的频繁活动业已在相

当大程度上削弱了法国在非洲的影响力ꎮ
其三ꎬ 中国在非洲的强势存在有可能削弱法国对非洲事务的主导权ꎮ 法

国与中国在非洲关系的实质是守成大国如何与新兴大国在非洲相处ꎬ 而维系

还是打破大国在非洲既存的秩序是法中两国在非洲博弈的焦点ꎮ 中国虽然不

承认非洲是谁的势力范围ꎬ 但也没有主导大国在非洲关系甚或取而代之的企

图或奢望ꎮ 然而ꎬ 树欲静而风不止ꎬ 无论主观动机如何ꎬ 中国在非洲的活动

还是强烈地刺激了法国ꎬ 而且中国 “走进非洲” 的速度之快、 在非洲活动的

动作之大、 在非洲影响力提升之快ꎬ 也超出了巴黎的预期ꎮ 尤其令巴黎担忧

的是ꎬ 中国业已在大国在非洲的新一轮博弈中占据了主动ꎬ 而曾经在非洲独

步一时的法国反倒处于守势ꎬ 并且这种攻防态势的转换已经对法国在非洲的

利益存在和力量存在产生了影响ꎮ① 作为非洲最大的前殖民宗主国ꎬ 法国所担

心的是ꎬ 中国在非洲的强势存在将扰乱法国主导的 “大国在非洲秩序”ꎬ 进而

发生权力转移ꎬ 削弱法国对非洲事务的主导权ꎮ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ꎬ 中国

与法国在非洲关系存在着难以调和的 “结构性” 矛盾ꎮ
４ 法中对非洲政策的趋同性或将加剧两国在非洲关系的竞争性ꎮ
法中两国在非洲互为最为主要的 “利益攸关方”ꎬ 因此ꎬ 任何一方对非洲

政策的调整或与非洲关系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到另外一方在非洲的利益ꎬ 进而

引起另外一方的反应ꎬ 这便是法中各自与非洲关系对法中彼此在非洲关系的

传导、 联动效应ꎮ 比较研究显示ꎬ 在 ２０ 世纪最后 １０ 年ꎬ 法国与中国在对非

洲形势发展的判断、 工作重心、 投入力度、 政策目标ꎬ 乃至重视程度、 工作

力度、 进取精神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ꎬ 上述差异使得 ２１ 世纪第一

个 １０ 年法中两国在非洲的竞争中各有斩获、 各得其所ꎮ②然而ꎬ 近 １０ 年来ꎬ
法中各自对非洲政策在诸多方面均呈现出趋同性ꎬ 例如ꎬ 法中两国均在加大

２３

①

②

相关观点参见张宏明: «如何辩证地看待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兼论中国何以在大国在非

洲新一轮竞争中赢得 “战略主动”»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５ ~ ２４ 页ꎮ
详见张宏明: «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与非洲经贸合作研究»ꎬ 第 ５５５ ~ ５７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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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工作力度ꎬ 而且两国对非洲发展前景的看法、 两国对非洲工作的重点ꎬ
乃至施策的着力点也呈现出趋同性ꎬ 这在以往是不曾见的ꎬ 上述趋同性或许

会加大法中在非洲利益摩擦甚或利益冲突的几率ꎮ 具体而言ꎬ 法中两国对非

工作方面的趋同性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ꎮ
其一ꎬ 法国与中国对非洲形势的判断上趋于一致ꎮ 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法

国对非洲所持的悲观论调截然不同的是ꎬ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随着非洲经济渐入佳

境ꎬ 巴黎对非洲看法明显趋于乐观ꎮ 诚如原法国外交部长阿兰朱佩在 «非
洲新边界» 一文中所言: “非洲经济 １０ 多年来获得了持续、 稳定的增长”ꎬ 对

于 “整个非洲的未来ꎬ 我发自内心地深信ꎬ 非洲大陆将是 ２１ 世纪崛起的力

量ꎮ” 原因在于ꎬ 非洲经济存在持续向好的条件ꎬ 诸如: “受到良好教育的中

产阶级的崛起”ꎬ 非洲的人口红利、 “丰富的自然资源” 以及丰厚的投资回报

率ꎬ 这些优厚的条件或 “财富” 均构成了非洲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ꎮ① 萨科

齐认为ꎬ 法国可以通过强化与非洲的经贸合作ꎬ 从非洲经济的持续增长中获

得益处ꎬ 以便使法国经济尽早地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阴霾ꎮ 奥朗

德则将非洲视为 “充满未来的大陆” 及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 “地区引擎” 之

一 (另一个是亚洲)ꎬ 他首次出访非洲就高调宣称 ２１ 世纪是 “非洲的时代”ꎬ
而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法非合作时代的到来ꎮ② 法国官方 ( “法非经济关系调

研小组”) 主导的一项研究显示ꎬ 到 ２０５０ 年非洲人口将增至 ２０ 亿ꎬ 届时非洲

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ꎬ 尤为重要的是ꎬ 非洲中产阶级的购买力正在持

续上升ꎬ 这预示着法国在非洲中、 高端商品市场的拓展空间相当可观ꎮ③ 马克

龙同样看好非洲的市场潜力和经济前景并对法国同这个拥有 １３ 亿人口 (２０１８
年) 大市场的合作前景充满期待ꎮ④

其二ꎬ 法国与中国在对非工作的着力点上趋于一致ꎮ 过去 ３０ 年ꎬ 法中各

自对非工作的重点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ꎬ 双方施策各有侧重ꎬ 但其趋向却

是朝着趋同的方向演化ꎮ 在 ２０ 世纪的最后 １０ 年及 ２１ 世纪的头 ５ 年ꎬ 较之中

国专注于与非洲的经贸合作ꎬ 法国则将注意力放在完善非洲国家民主政治制

３３

①
②
③

④

以上引文出自法国外交部长阿兰朱佩题为 «非洲新边界» 的文章ꎬ Ｌｅ Ｆｉｇａｒｏꎬ ２ ａｖｒｉｌ ２０１２
Ｌｅ Ｆｉｇａｒｏꎬ １２ ｏｃｔｏｂｒｅ ２０１２
« Ｕｎ ｐａｒｔｅｎａｒｉａｔ ｐｏｕｒ ｌ’ａｖｅｎｉｒ: １５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ｐｏｕｒ ｕｎｅ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ｄｙｎａｍｉｑｕｅ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 ｅｎｔｒｅ

ｌ’Ａｆｒｉｑｕｅ ｅｔ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ꎬ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ａｕ ｍｉｎｉｓｔｒｅ ｄｅ 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ｅｔ ｄ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ꎬ ４ ｄéｃｅｍｂｒｅ ２０１３ꎬ ｒｅｍｉｓ ｐａｒ
Ｈｕｂｅｒｔ Ｖéｄｒｉｎｅ

Ｊｅｕｎｅ Ａｆｒｉｑｕｅꎬ Ｎ°２９７９ ｄｕ １１ ａｕ １７ ｆéｖｒｉｅｒ ２０１８ꎬ 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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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建构和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上ꎮ 但进入 ２１ 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ꎬ 随着非洲

经济持续向好ꎬ 非洲作为法国传统市场的重要性又重新凸显ꎮ 原因还在于ꎬ
欧债危机后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ꎬ 欧元区经济复苏乏力ꎬ 法国经济持续低迷ꎬ
为了提振法国经济ꎬ 同时也是为了应对大国在非洲日趋激烈的竞争ꎬ 进而稳

固法国在非洲的地位ꎬ 萨科齐政府和奥朗德政府均将对非工作的重心先转向

经贸合作ꎬ 而拓展非洲市场又成为施策重点ꎮ①虽然法国经济振兴并不仅仅取

决于非洲ꎬ 但两者的关联度在提升却是不争的事实ꎬ 马克龙曾在奥朗德政府

中任经济部长ꎬ 深谙法国经济所面临的严峻局面ꎮ 因此ꎬ 尽管马克龙口头上

表示 “不再有法国的非洲政策”②ꎬ 但实际上ꎬ 马克龙几乎全盘承袭了其前任

萨科齐的 “重商主义” 和奥朗德的 “经济外交”ꎬ 继续将经贸合作置于法国

对非工作的优先位置ꎮ 近年来ꎬ 法国加大了对非洲市场的开发力度ꎬ 尤其看

好非洲的服务贸易市场ꎬ 并利用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加快在金融、 保险、 航运、
通讯等行业的布局ꎮ

随着法国对非政策愈加务实ꎬ 法中两国对非工作的施策重点呈现出趋同

的倾向ꎬ 突出体现在两国均更加看重在非洲获取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实际利

益ꎮ 客观地讲ꎬ 这种趋同性既便于法中两国在非洲开展国际合作ꎬ 但同时也

预示着两国在非洲关系愈加具有竞争性ꎬ 后者抑或引发两国在非洲的新一轮

利益摩擦ꎮ 巴黎对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快速拓展及在商业利益方面被中国赶

超始终耿耿于怀ꎬ 自然也不甘于坐视中国在非洲做大ꎮ 然而ꎬ 进入 ２１ 世纪第

二个 １０ 年ꎬ 法国与中国对非贸易的差距却越拉越大ꎬ 与此同时ꎬ 中国对非投

资存量与法国之间的差距则不断收窄ꎬ 超越法国只是时间问题ꎮ 这对长期经

营非洲并已习惯于将非洲视为自己的禁苑的法国的刺激是可以想见的ꎮ 事实

上ꎬ 过去 １０ 多年ꎬ 法国与中国在非洲所展开的商业利益的竞争ꎬ 既是针对中

国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的 “被动性” 反应ꎬ 同时也是导致中法在非洲关系

紧张的主要原因之一ꎮ 马克龙呼吁将法非关系纳入欧非关系框架③是蕴含多重

战略意图的: 一方面是借助法国在非洲优势地位来引导甚或主导欧非关系ꎬ
进而强化法国在欧盟中的地位ꎻ 同时也有借助欧盟的力量强化法国在非洲的

４３

①

②
③

张宏明: «法国开拓非洲市场的成就、 动因和前景»ꎬ 载 «国际经济合作»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８２ ~ ８６ 页ꎮ

Ｊｅｕｎｅ Ａｆｒｉｑｕｅꎬ Ｎ°２９６９ ｄｕ ３ ａｕ ９ ｄéｃｅｍｂｒｅ ２０１７ꎬ ｐ ３
Ｌｅ Ｆｉｇａｒｏꎬ ３０ ｎｏｖｅｍｂｒｅ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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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和影响ꎬ 以使法国在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地位之考量ꎮ 鉴

于近年来法中两国均在加大对非工作力度ꎬ 而且双方的着力点都聚焦于经贸

层面ꎬ 这种趋同性或将提升两国在非洲发生利益摩擦的几率ꎮ

结束语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中法在非洲关系的演化始终受到各自与非洲关系及彼此

战略关系变化以及它们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ꎬ 并且在有些情况下ꎬ 这三者互

为因果关系ꎬ 现阶段两国在非洲利益存在和力量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也是 “多
重关系” 交互作用的阶段性结果ꎮ 近年来ꎬ 中法两国在非洲所处的攻防态势

业已发生了变化: 法国迫于自身相对实力下降的背景下ꎬ 无奈地处于守势ꎻ
而中国在非洲利益则伴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得以拓展ꎬ 并且在诸多

方面已经是后来居上、 超越法国ꎮ
也正是基于大国在非洲力量对比的变化ꎬ 促使法国在处理与其他域外大

国在非洲关系上的态度趋于灵活ꎬ 政策也有所松动ꎬ 至少官方已多次重申持

“多边主义” 的开放政策ꎮ 不过ꎬ 法国的开放政策系无奈之举ꎬ 也是有限度和

有条件的ꎬ 毕竟中法在非洲互为竞争对手ꎬ 特别是鉴于中法在非洲存在 “结
构性” 矛盾这一现实ꎬ 中法在非洲矛盾如果不加以调节和管控ꎬ 两国在非洲

发生利益摩擦是不可避免的ꎬ 这种利益碰撞的频率和烈度累积到一定程度就

会导致利益冲突ꎮ
从趋势上看ꎬ “合作中的竞争” 与 “竞争中的合作” 仍将是今后一个时

期法中在非洲关系演化之常态ꎬ 但在这种 “竞合” 关系中ꎬ 合作多于竞争还

是竞争多于合作ꎬ 则仍将取决于 “多重关系” 的交互作用及与之相关的其他

变量条件ꎮ 由于中法各自与非洲关系、 彼此在非洲关系、 两国战略关系的变

化及其交互作用所产生的联动效应本身也受到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国际政治环

境、 世界经济形势以及中法各自综合国力、 内外政策及非洲形势等诸多难以

预测或掌控的变量因素的影响ꎬ 这使得法中在非洲关系的走势存在诸多不确

定性ꎮ 不过ꎬ 鉴于在中法各自的国国际战略中非洲都是作为一个局部而存在

的ꎬ 因此ꎬ 在 “多重关系” 的交互作用中ꎬ 较之中法各自与非洲关系ꎬ 两国

战略关系的演化对两国在非洲关系走势的影响更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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