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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年来的中非外交实践表明ꎬ 中非双方

能够立足自身历史传统与现实需要ꎬ 合作建构起一种新型的、 具有自主意识

并保持开放协同的战略合作关系结构ꎮ 这种新型关系一方面型塑起一种发展

导向的、 合作共赢的新型南南关系ꎬ 另一方面也对中国外交之民族精神成长

与大国风格形成起着特殊的推进作用ꎮ 具体而言ꎬ 过去 ７０ 年的中国对非外交

的丰富实践ꎬ 一是推进了中国外交全球战略布局的形成与完善ꎻ 二是促进了

中国外交的队伍建设、 能力建设和文化建设ꎻ 三是奠定了有特色的中国外交

核心理念与自主思想的基调底色ꎬ 并由此建构起一种日益积极正面的中国外

交形象ꎮ 这一切将深刻影响着未来中国外交的发展走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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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ꎮ

当代中非关系的开启及随后的推进ꎬ 对中国当代外交具有重大意义ꎮ 它

有力促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眼光的拓展与全球战略布局的初步形成ꎬ 推进了中

国外交的队伍建设、 能力建设和文化建设ꎬ 奠定了有特色的中国外交核心理

念与自主思想的基调和底色ꎬ 并由此建构起一种在发展中国家的日益积极正

面的中国外交形象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有力推进ꎬ 并进而

汇入 “一带一路” 全球合作倡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伟大实践进程ꎬ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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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关系的这些重大意义获得了更为显著的呈现ꎮ 今天ꎬ 中非合作已经成为中

国推进全球新型合作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特殊观察窗口与最佳实验

平台ꎬ 深刻影响着中国外交的未来发展走向ꎮ

中非关系与中国外交之全球布局

在近代全球联系建立以前ꎬ 人类文明都以区域性的形态而存在ꎮ 亚、 非、

欧三大陆是人类文明的核心舞台ꎬ 这里曾形成一些或大或小的区域性文明形态ꎮ
其中ꎬ 中华文明是产生时间最古老、 延续时间最持久、 拓展范围最广泛的大型

区域文明形态之一ꎮ 历史上的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侧ꎬ 其疆域自东南沿海至亚

洲内陆腹地ꎬ 文明影响更辐射到整个东亚、 东南亚ꎬ 并一直延伸到中亚、 南亚

甚至西亚的遥远地带ꎬ 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洲际规模的大型文明共同体ꎮ 古代

中国与周边文明在辽阔地域空间上的长久交往ꎬ 一方面使得中华文明自古就具

有某种程度上的那个时代的 “世界视野”ꎬ 在久远时代的古代中国已有所谓的南

海、 东海、 东洋、 南洋、 西洋、 西域这样伸延开来的时空概念ꎬ 有 “大明混一

图” 这样的世界地理学知识ꎮ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ꎬ 留下了 “苏武牧羊” “张
骞通西域” “郑和下西洋” 这样中国历朝历代和平外交的美谈ꎬ 也因此使得中国

在历史上就有丰富的对外交往经历和认知外部世界的传统ꎮ 另一方面ꎬ 在中华

文明内部ꎬ 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明与边疆各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了兼容并

包、 相互吸纳融合的多民族国家文化的关系结构和并存格局ꎬ 使得中华文明内

部本身就具有高度的文化多样性和民族多元性ꎬ 在多元而又复合的交往过程中ꎬ
逐渐形成了富有历史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的中华多民族国家关系结构ꎮ①

中国历史发展的上述特点ꎬ 使得中国在历史上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多元文

化融合交往的政治智慧ꎬ 以及富有包容性的地区国际关系的实践经验与行为

理念ꎮ 今天ꎬ 这些传统构成了现代中国外交民族精神成长的内在基础与文化

基因ꎮ 尽管如此ꎬ 从历史角度来看ꎬ 在传统农业文明时代自成一体的中华文

明ꎬ 其生存发展与演化交往的空间主要还是限于亚洲东部的广阔地区ꎬ 在近

代以前尚未形成真正全球视野的国际体系与格局ꎬ 与亚、 非、 拉其他文明与

１５

① 刘鸿武: «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跨文化区域研究行与思»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

版ꎬ 第 ８０ 页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国家的认知与交往有限ꎮ 近代以后ꎬ 中国逐渐处于持续性的国家衰落时期ꎬ
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ꎬ 直至民族国家陷入被奴役、 被支解的危险境

地ꎬ 中华民族也由此走上寻求国家民族复兴的漫长艰辛之路ꎮ 在此过程中ꎬ
由于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西方国家ꎬ 近代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

对外部世界的关注ꎬ 大多集中在西欧一隅的西方世界ꎬ 随后又大体扩展到美

国、 日本及后来的苏联ꎬ 而对其他的亚、 非、 拉广大地区关注很少ꎮ 作为中

国对来自西方世界外部冲击的反应ꎬ 及中国被动卷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

结果ꎬ 近代以后中国所形成的域外知识、 所积累的对外交往经验ꎬ 也自然是

集中于西方世界ꎬ 对西方世界的认知交往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以后中国的世界

图景ꎬ 这自然是一个远不全面的世界图景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ꎬ 中国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实践和当时的外交

关系形态ꎬ 开始探寻新的对外交往合作道路ꎬ 努力突破西方导向的单向度的

对外交往格局ꎬ 而与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建立多向度的交往关系ꎮ 在此过程

中ꎬ 与遥远非洲大陆的交往是最具有时代变革象征意义的重大举措ꎮ 中国外

交的全球战略布局和开阔的世界眼光ꎬ 也因此获得了最初的突破而向前推进ꎮ
中国与非洲相距遥远ꎬ 双方的文明进程与文化形态也差异很大ꎬ 但中非

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ꎮ 根据中国史书记载ꎬ 中非直接或间接的往来在唐宋以

前已经开始ꎬ 而大规模的往来发生在宋元与明初ꎮ 大致形成于公元 １３８９ 年

(明洪武二十二年) 的明代彩绘世界地图 «大明混一图»ꎬ 对于非洲和欧洲的

地理已有准确的描绘ꎮ① 此外ꎬ 在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王宫有一幅郑和航海

图ꎬ 亦清楚地标明了非洲大陆与阿拉伯半岛的整个地形地貌ꎮ 这两张当时中

国人所绘制的世界地图ꎬ 都已经清楚地标示出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及非洲西

海岸ꎬ 这说明中国人对非洲地理知识的了解要比后来抵达非洲的欧洲人早至

少一个世纪ꎮ② 尤其是 ６００ 年前的 １５ 世纪初叶ꎬ 中国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ꎬ
大致有 ４ 次抵达了东非沿海ꎬ 意义深远ꎮ③ 事实上ꎬ 在宋元到明清海禁之前的

数百年间ꎬ 中国参与了从东亚到南亚和东非沿海的跨印度洋亚非贸易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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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ꎬ 与西亚和东非沿海国家有着密切的直接或间接贸易往来ꎮ 应该说ꎬ 那

是世界史上第一个具有跨大洋性质的世界贸易与文明交往体系ꎬ 是亚非文明

源远流长交往的伟大成果ꎮ① 但这一亚非文明间的贸易体系随着西方殖民列强

的崛起扩张而瓦解ꎬ 中非交往也随之沉寂了数百年之久ꎮ 直到 ２０ 世纪初叶以

前ꎬ 中国与非洲依然还是两个相对陌生的世界ꎮ 然而ꎬ 进入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

代中非交往关系开启后ꎬ 与非洲大陆这块面积达 ３ ０３０ 万平方公里的数十个年

轻国家的交往ꎬ 却成为推进中国形成全球交往格局的一个关键踏板或战略支

点ꎮ 借助于这一战略支点ꎬ 中国开始逐渐走向全球、 走向整个世界ꎮ② 虽然这

一进程起初主要基于中国外交现实的发展需要ꎬ 某些战略举措也具有战术性

应急的特点ꎬ 但从长远看ꎬ 它是当代中国建立全球外交关系体系ꎬ 形成中国

外交全球战略布局的关键性一步ꎮ
早在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ꎬ 中国共产党人已开始思考中国如

何与外部世界建立外交关系ꎬ 这时正努力摆脱西方殖民枷锁的非洲大陆引起

了他们的关注ꎮ 毛泽东在 １９５１ 年指出ꎬ 二战后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ꎬ “许
多人民民主国家成立” “整个亚洲和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蓬蓬勃勃地起来

了”ꎬ 中国人民要 “好好地和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团结一致ꎬ 好好地和世界上一

切同情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团结一致”③ꎮ 从那时起ꎬ 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非洲

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外部环境问题联系起来ꎬ 关注非洲大陆的

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情况ꎮ １９５４ 年 ９ 月ꎬ 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 «政府工作报告» 中ꎬ 强调希望同 “非洲国家发展事务性的关

系ꎬ 以增加互相的接触和了解ꎬ 并创造建立正常关系的有利条件”④ꎮ 虽然当

时非洲大陆基本上还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ꎬ 不具备主权国家独立的外交能力ꎬ
但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已风起云涌ꎬ 埃及、 利比里亚、 利比亚等纷纷取得独

立ꎬ 这促使中国逐渐重视并加强与非洲大陆新兴国家或殖民地的接触与了解ꎮ
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现代关系的真正起点ꎬ 是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在万隆举行的

亚非会议ꎮ 参加亚非会议的非洲国家包括埃及、 利比亚、 苏丹、 埃塞俄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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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里亚和黄金海岸 (今加纳)ꎮ 会议期间ꎬ 周恩来带领的中国外交代表团与

来自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代表有了直接且实质性的接触ꎬ 中国

外交官们仔细聆听了这些遥远非洲国家代表对于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基本

看法与诉求ꎬ 了解了非洲国家的期待与愿望ꎬ 同时也耐心利用会场内外的机

会ꎬ 向非洲国家介绍和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外交理念ꎬ 并与一些非洲国家

领导人 (如埃及总统纳赛尔等) 首次直接建立私人情感联系①ꎮ 不过ꎬ 当时

的非洲国家ꎬ 无论是对于中国历史ꎬ 还是对新成立的政权都了解有限ꎬ 加之

西方国家的阻挠与负面宣传ꎬ 非洲国家对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仍有犹疑ꎬ 因

此在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与非洲国家并未签署任何正式的外交文件②ꎮ 尽管如

此ꎬ 双方在万隆会议的接触还是为随后的中非交往打开了窗口ꎮ １９５５ 年 ５ 月ꎬ
埃及宗教事务部长巴库里率领的埃及政府代表团访华ꎬ 双方签署建立外交关

系前的第一个协议——— «中埃文化合作会谈纪要»ꎮ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ꎬ 中国

与埃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ꎬ 埃及由此成为首个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ꎬ 从此

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大陆现代外交关系的新时代ꎮ
但当时国际局势的总体情势对中非关系的发展仍有许多限制ꎮ 一方面ꎬ

当时非洲大陆尚处于殖民地状态ꎬ 各国尚不具备与中国建立独立自主外交关

系的能力ꎬ 西方国家对华外交的阻挠也误导许多非洲国家对中国的认知ꎮ 另

一方面ꎬ 当时中国在外交上基本采取对苏联 “一边倒” 的态势ꎬ 尚未做出建

立全球独立外交关系的战略性布局ꎮ 然而ꎬ 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持续对立及随

后中苏关系恶化ꎬ 客观上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真思考打破中国外交孤立

的战略路径ꎮ 而此时ꎬ 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且大批年轻国家纷纷

独立ꎬ 使得非洲相对于中国开始有了建立和发展独立外交的可能ꎮ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４ 日ꎬ 中国与几内亚建交ꎬ 这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ꎬ
在此之前ꎬ 已有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 苏丹三国分别于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 １９５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５９ 年 ２ 月与中国建交ꎮ １９６０ 年是非洲独立年ꎬ 有 １７ 个国家宣布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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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周恩来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在缅甸首都仰光明加拉顿机场第一次见面ꎻ ４ 月 １５
日周恩来与纳赛尔举行了初次会谈ꎮ 在万隆会议期间ꎬ 在苏加诺总统举行的多次宴会上ꎬ 周恩来曾邀

请纳赛尔同桌吃饭和喝咖啡ꎮ ４ 月 ２２ 日周恩来在万隆设宴招待纳赛尔ꎬ 双方都介绍了自己国家的情况

与对外政策ꎬ 并就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ꎮ 参见陈墩德: «探路在 １９６４: 周恩来飞往非洲»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版ꎬ 第 ６ ~ ７ 页ꎮ

与会 ２９ 个亚非国家发表了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ꎬ 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

项原则ꎮ 参见外交部、 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外交文选»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１９９０ 年版ꎬ 第 ５２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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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ꎮ 当年ꎬ 加纳 (１９６０ 年 ７ 月 ５ 日)、 马里 (１９６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索马里

(１９６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３ 个非洲国家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ꎮ
中国与一系列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ꎬ 打开了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

一个全新窗口ꎬ 对于日益陷入同美、 苏两个超级大国冲突与包围的中国来说ꎬ
其意义日显重要ꎮ 当时ꎬ 中国领导人明确意识到ꎬ 要打破西方的封锁和苏联

的打压ꎬ 中国必须走近亚非拉国家ꎮ 周恩来总理曾说ꎬ “我们必须走出去ꎬ 让

别人看到我们ꎬ 听到我们的声音ꎮ” 而内外环境的变化ꎬ 也为中国领导人出访

非洲提供了时代机遇和动力ꎬ 在此背景下ꎬ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至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

４ 日ꎬ 周恩来总理首次对非洲十国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深入访问ꎮ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ꎬ 在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最后一次会谈时ꎬ 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中国政府

“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①ꎬ 这既标志着中国对非洲援助政策的正式形成ꎬ
也是中国首次在国际上明确地宣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重大外交理念与政策ꎬ
清楚地表达了中国将坚定而真诚地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外交立场和政治

基调ꎮ 从那里起ꎬ 中国对独立自主对外交往道路的探寻已经开始启动ꎬ 它是

中国 ７０ 年外交成长的关键性一步ꎮ
毋庸置疑ꎬ 推进中国外交全球战略布局形成的关键性一步ꎬ 是从中国援

助坦赞铁路的伟大实践开始的ꎬ 这份遗产直到今天还有特殊的示范意义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ꎬ 在中国外交 “走出去” 的同时ꎬ 非洲国家领导人也开始日

益频繁地走入中国ꎬ 他们开始尝试是否可以从西方以外的世界获得推进非洲

独立和发展的援助ꎮ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ꎬ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访华ꎬ 请求中国援建

坦赞铁路ꎬ 并告诉中国领导人ꎬ 这条铁路对于坦赞两国和其他正在争取独立

的非洲国家的特殊意义ꎮ 周总理对此高度认同并明确表示ꎬ 中国愿意援建坦

赞铁路ꎬ “铁路建成后ꎬ 主权是属于你们和赞比亚的”②ꎮ 对于援助非洲的重

要意义ꎬ 毛泽东主席曾这样表示ꎬ “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
“全世界如果不解放ꎬ 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ꎬ 你们也不可能最

后解放自己”③ꎮ 这些著名的论断和思想ꎬ 应该说就是那个年代中国国家领导

人对于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初的阐释ꎮ

５５

①
②

③

陈墩德: «探路在 １９６４: 周恩来飞往非洲»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版ꎬ 第 ２０９ 页ꎮ
外交部政策规划司: «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 援建坦赞铁路亲历者的讲述»ꎬ 世界知识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７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１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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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７ 年 ９ 月ꎬ 中、 坦、 赞三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订 «关于修建坦桑尼亚 －
赞比亚铁路的协定»ꎬ 正式启动对坦赞铁路援建工作ꎮ １９７０ 年ꎬ 中国勘测队正式

向中、 坦、 赞三国政府提交 «坦赞铁路勘测设计报告»ꎬ 经过将近 ６ 年的建设ꎬ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ꎬ 坦赞铁路接轨通车并进行试运营ꎮ 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是非洲解

放的 “自由之路” 和中非合作的 “友谊之路”ꎬ 它 “把中国和非洲这两个各自

寻求独立自主国际地位的国家和地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①ꎬ 同时也表明中国

帮助南部非洲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意志、 能力及务实行动ꎬ 扩大了中国在非洲

的影响力ꎮ 在那个困难的年代ꎬ 中国首先在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非洲大陆树

立起后来被称为 “真、 实、 亲、 诚” 的中国形象ꎮ 这个时期ꎬ 中国还在非洲援

建了涉及农业、 工业、 基础交通、 体育、 教育和卫生等众多领域的 ２００ 多个项

目ꎬ 可谓举全国之力而为之ꎬ 也由此开启了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南南合作的新模式ꎮ
中国的真诚援助对长期遭受西方殖民压迫而饱受屈辱的非洲国家具有特殊

的意义ꎬ 它鼓舞了非洲人民ꎬ 也是中国走向世界成为全球性大国最初的一步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文革” 开始后ꎬ 中国国内处于动荡之中ꎬ 发展较为困难ꎬ
但在外交领域仍取得了重要成就ꎮ 仅 ７０ 年代十年间ꎬ 先后有 ２５ 个非洲国家与

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ꎬ 包括 １９７０ 年中国与赤道几内亚、 埃塞俄比亚建交ꎬ １９７１
年与尼日利亚、 卢旺达、 塞内加尔、 塞拉利昂建交ꎮ 与这些国家建交对于当时

中国外交环境的改善具有重大意义ꎮ 当时ꎬ 非洲国家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

法席位作了很大贡献ꎬ 在 ２２ 个支持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

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体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的提案国中ꎬ
非洲国家就占 １１ 个②ꎮ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ꎬ 联大第 ２６ 届会议就 “恢复中华人民

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 进行表决ꎬ 大会以 ７６ 票赞成ꎬ ３５ 票反

对ꎬ １７ 票弃权ꎬ 通过 ２２ 国的提案ꎮ 在 ７６ 张赞成票中ꎬ 非洲国家有 ２６ 张③ꎮ 为

此ꎬ 毛泽东形象地称赞是非洲国家把我们 “抬进联合国” 的ꎮ

６５

①

②

③

[美国] 查尔斯斯蒂思: «中非关系: 美国视角下的简要评估»ꎬ 李娇译ꎬ 载 «国际政治研

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２２ 页ꎮ
这 １１ 个国家包括:ꎬ 包括阿尔及利亚、 毛里塔尼亚、 赤道几内亚、 马里、 几内亚、 刚果人民

共和国、 塞拉勒窝内 (今塞拉利昂)、 苏丹、 索马里、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ꎮ
包括阿尔及利亚、 博茨瓦纳、 布隆迪、 喀麦隆、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利比亚、 赤道几内亚、

毛里塔尼亚、 几内亚、 加纳、 马里、 摩洛哥、 尼日利亚、 刚果人民共和国、 卢旺达、 塞内加尔、 塞拉

勒窝内 (今塞拉利昂)、 索马里、 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 苏丹、 多哥、 突尼斯、 乌干达、 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 赞比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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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开启之时ꎬ 中国已经与非洲 ４３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

系ꎮ 不断扩大的中非外交关系构成了中国外交的重要支持力量ꎬ 为随后中国

改革开放年代在外交领域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以来ꎬ 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与对外关系的调整形成相互推进局面ꎮ 在此背

景下ꎬ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８３ 年 １ 月ꎬ 中国总理赵紫阳访问了非洲十国①ꎬ 并提

出了新时期中非经济合作的十六字方针: “平等互利、 讲究实效、 形式多样、
共同发展”ꎬ 此次高访被视为 “中国同非洲国家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②ꎮ
从那时起ꎬ 注重援助的经济效益和可持续性、 追求互利共赢的新型经济技术

合作方式ꎬ 就日益成为中国对非政策调整的大方向ꎮ
中非关系对当代中国外交全球战略结构形成的意义体现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和 ９０ 年代初ꎬ 西方国家试图再次围堵中国ꎬ 中非关系

在此时再次成为 “撬动与西方及外部世界关系的一个战略支点”ꎮ③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１ 日ꎬ 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应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邀请对埃及开展

正式友好访问ꎮ 在访问埃及期间ꎬ 杨尚昆主席和穆巴拉克总统举行单独会谈ꎬ
并共同主持了双边政府高级官员的大组会谈ꎮ 穆巴拉克指出ꎬ “埃中之间的感

情是忠诚的兄弟感情ꎬ 是困难时相互依靠的感情”④ꎮ 这是 １９８９ 年后在西方国

家对中国的制裁声中ꎬ 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首次出访ꎬ 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ꎮ
此时的中非关系对中国打破西方围堵、 恢复国家形象、 改善国际处境起到了关

键作用ꎮ 同时ꎬ １９８９ 年后第一个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 政府总理和外长也都来

自非洲国家ꎮ １９８９ 年底至 １９９０ 年底ꎬ 又有布隆迪、 乌干达等十个非洲国家的元

首来华访问ꎮ 而从 １９９１ 年起ꎬ 中国开始形成一个至今已持续近 ３０ 年的外交惯

例ꎬ 即每年年初中国外交部长的首次出访都是非洲国家ꎬ 这一不成文的做法充

分体现了中国对非洲国家的重视及认为非洲在中国外交中具有特殊地位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中非关系开始跃上历史新高度ꎬ 其对中国外交全球战略

布局的意义也以一种更加独特的方式呈现出来ꎮ ２０００ 年ꎬ 中非合作论坛建立ꎬ
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在中国北京举行ꎬ 共有 ４５ 个国家的

７５

①
②
③

④

«赵总理昨日离开北京抵达开罗»ꎬ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ꎮ
«中国同非洲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ꎬ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ꎮ
刘鸿武: «中非关系 ３０ 年: 撬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的支点»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１ 期ꎬ 第 ８４ 页ꎮ
«穆巴拉克总统盛宴欢迎杨主席»ꎬ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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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余名部长和 １７ 个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应邀与会ꎮ① 在某种意义上说ꎬ 建立

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重要的一次外交创新尝试ꎬ 展现了

中国开始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在外交领域的战略意识与全球布局ꎬ 它为 ２１ 世纪

中非关系的长远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制度平台ꎬ 尤其是它所形成的包括首

脑峰会、 部长会议、 协调人会议、 高官会议、 后续行动委员会及十多个专题

分论坛配套活动的多个层面运行结构ꎬ 既有顶层的理念设计与战略目标ꎬ 又

有具体的政策主张与项目支撑ꎬ 使得中非关系既继承了友好合作的传统ꎬ 又

获得了巨大的制度创新与体制构建活力ꎮ 历届论坛通过的政治宣言和指导未

来三年的具体行动计划成为深化中非关系及推进各领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ꎮ
２００６ 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盛况空前ꎬ 把中非关系所具有的巨大活力和

前景充分地展示于世人面前ꎬ 并由此引起了国际舆论对于中非关系的持久关

注ꎮ 至此ꎬ 面向 ２１ 世纪的中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本格局大体形成ꎬ
而中国外交全球布局的基本雏形和精神品格已是呼之欲出ꎮ

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机制化成效的推进ꎬ 中非关系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

快速发展ꎮ 时隔 １２ 年后的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 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再次在北京举行ꎬ
与中国建交的 ５３ 个非洲国家中有 ４０ 位总统、 １０ 位总理、 １ 位副总统以及非

盟委员会主席与会ꎬ 创下了历次中非峰会的新高ꎬ 记录了中国主场外交的规

格之最ꎮ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不干涉非洲内政、 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

条件、 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 等 “五不” 原则ꎬ 并在此精神原

则指导下通过了新时期中非合作的新的政治宣言与政策主张②ꎬ 及未来三年的

新的行动计划ꎮ③ 这一切ꎬ 树立了中国对非合作的自律标杆ꎬ 展示了国际发展

合作的道德准则ꎬ 给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ꎬ 也为全球

化进程和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ꎮ④

８５

①

②

③

④

笔者应邀出席了本次论坛ꎮ 在随后的岁月里ꎬ 笔者作为一个研究者见证了 １８ 年来的中非合作

论坛历届盛事ꎬ 感受着中非关系在新时期中国外交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的变化过程ꎮ
«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ꎬ ｓｅｅ ｈｔｔｐｓ: / / ｆｏｃａｃｓｕｍｍｉｔ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ｃｈｎ / ｈｙｑｋ / ｔ１５９１９４４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９ － ０５ － ２５ꎮ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１ 年)»ꎬ ｓｅｅ ｈｔｔｐｓ: / / ｆｏｃａｃｓｕｍｍｉｔ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ｃｈｎ / ｈｙｑｋ / ｔ１５９２２４７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９ － ０５ － ２５ꎮ
刘鸿武: «２０１８ 年北京峰会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新高度»ꎬ 载 «非洲研究» ２０１８ 年

第 ２ 卷ꎬ 第 ３ ~ １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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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非关系 ７０ 年的发展历程表明ꎬ 中非关系在这 ７０
年中国外交的成长中ꎬ 扮演了极为特殊的基础性作用ꎬ 表明中国外交具有长

远的全球性战略布局和世界性眼光ꎮ 在不同时期ꎬ 中非之间的真诚合作为打

破西方封锁、 帮助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推进中国内外发展与自身变革、
探寻新型国际关系结构等起到重要作用ꎮ 中非合作关系所包含的战略意义与

外部影响ꎬ 已经超出它自身的范畴而成为撬动新时期中国与整个外部世界关

系结构的一个战略性支点ꎬ 成为彰显中国因改变自我、 发展自我而最终影响

到外部世界变革进程的一个特殊窗口ꎮ① 尤其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的 １８
年间中非关系的快速提升ꎬ 既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ꎬ 更有复杂深刻的

时代背景与未来指向ꎮ② 在某种意义上ꎬ 中非关系就是这 ７０ 年中国外交的成

长、 成熟并走向世界的通道ꎬ 是外交工具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抓手

与操作平台ꎬ 它也为今日中国建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ꎬ 为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ꎬ 为新型全球化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更加宽广、 更加深刻的中国外

交思想的形成ꎬ 开拓了前进的道路ꎮ

中非关系与中国外交之能力建设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忠诚高效的外交队伍ꎬ 是国家主权与治理能力的

重要标志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ꎬ 从战争年代走来的中国开始建立独立

自主的外交战略和政策ꎬ 开始组建自己的外交队伍ꎮ 在遭受西方国家封锁的

背景下ꎬ 中国同亚、 非、 拉国家开辟了新的外交领域ꎬ 其中非洲是很重要的

一方面ꎮ １９５６ 年ꎬ 中国与埃及建交ꎬ 陈家康成为中国驻埃及也是驻非洲国家

的第一个大使ꎮ 至 ２０１９ 年ꎬ 已有 ５３ 个非洲国家与中国建交ꎮ 在中非建立现

代外交关系 ７０ 年的过程中ꎬ 中国向非洲国家派出了大批的外交队伍ꎬ 包括部

分领事队伍ꎬ 前后在非洲国家工作过的中国外交官达到数千人次ꎮ 他们有的

一辈子扎根非洲ꎬ 有的在非洲获得磨炼后再被派往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ꎮ 非

洲地域遥远ꎬ 条件相对落后ꎬ 早期中国驻非外交使馆规模较小ꎬ 有些处在战

乱地区ꎬ 文化差异大ꎬ 情况复杂ꎬ 异常艰苦ꎮ 但由于非洲对中国外交极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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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也特别重要ꎬ 中国外交官在非洲扮演着复杂的综合性角色ꎬ 除了开展一般

的外交工作以外ꎬ 还承担反对台独、 遏制分裂势力等复杂任务ꎬ 同时还承担

支持非洲前线国家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大量任务ꎮ 因而ꎬ 当时中国向非洲派

遣的外交官都是国家外交队伍当中的优秀人才ꎮ
派遣国家公职人员到环境艰苦的边疆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ꎬ 在

艰苦环境中锻炼才干ꎬ 培养优秀人才ꎬ 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形成的历史传统ꎬ
也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队伍的通常做法ꎮ 根据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制中的

文官制度ꎬ 历朝历代的读书人饱读诗书后考取进士ꎬ 进入文官体系为政府和

百姓服务时ꎬ 需要从最基层或边远地区做起ꎬ 通过品德和政绩考核而逐渐晋

升职务ꎮ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 中国共产党人也保持了这一传统ꎬ 毛泽东

曾指出: “中国共产党ꎬ 它的领导机关ꎬ 它的干部ꎬ 它的党员ꎬ 是不怕任何艰

难困苦的”②ꎬ 主张 “党员和干部要上前线”③ꎮ 非洲是当时世界民族解放运动

的前线ꎬ 中国派出外交官到非洲去都要和当地人民平等交往ꎬ 不搞特权ꎮ 于

是ꎬ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ꎬ 非洲大陆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党和国家外交干部

队伍的特殊锻炼场所ꎮ
当时ꎬ 中国驻非洲外交官们在前方使馆ꎬ 不仅要适应非洲大陆的特殊环

境ꎬ 独立开展工作ꎬ 运用外语交往ꎬ 处理不同情境ꎬ 有时还面临战乱冲突ꎬ
感染疾病等风险ꎮ 但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下ꎬ 过去几十年ꎬ 一批批中国年轻外

交人走向遥远陌生的非洲大陆东西南北ꎬ 为国出使ꎬ 接受锻炼ꎬ 开启自己的

外交生涯ꎮ 其中有一部分人在非洲坚持工作了一辈子ꎬ 直到退休都在非洲度

过ꎬ 这些人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对非外交的核心成员ꎮ 例如ꎬ 中国政府首位非

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大使ꎬ 他从 １９８１ 年起从事对非工作ꎬ 在 ３１ 年的外交

生涯中先后在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 津巴布韦和南非四国常驻ꎮ １９９１ 年他在

埃塞俄比亚工作时ꎬ “每晚都会听到枪声不断”ꎬ 甚至 “形成了一种听着枪声

入眠的习惯”ꎮ④ 还有一部分外交人ꎬ 虽没有毕生在非洲工作ꎬ 但其第一项任务

就是被派往非洲ꎬ 在锻炼了工作意志、 业务能力、 外语水平等之后ꎬ 再轮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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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其他地区去担任外交官ꎮ 经历了在非洲的历练ꎬ 年轻外交官们逐渐成为中

国外交领域的中坚力量ꎬ 这成为中国培养外交领域人才的一种可行方式ꎮ
中国几代外交官的身份变化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ꎮ 大体上看ꎬ 前六

任外交部长周恩来、 陈毅、 姬鹏飞、 乔冠华、 黄华、 吴学谦ꎬ 属于老革命出

身的外交官ꎬ 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ꎬ 并在国家建设时期积

极拓展中国对非外交ꎬ 周恩来总理可以说是中国对非外交事业的开创者与领

导者ꎮ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ꎬ 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ꎬ 阐述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ꎬ 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ꎬ 参与制定了万隆十项原则ꎬ 在此期间他广泛结

交非洲国家新朋友ꎬ 并在 １９６３ 年底至 １９６４ 年初ꎬ 用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ꎬ
实现了中国领导人对非洲大陆的第一次访问ꎬ 周总理的努力为当代中非关系

奠定了最基本的理念、 方向与原则ꎬ 是中国外交一笔长久有影响力的精神遗

产ꎮ 陈毅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和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ꎬ 先后赴万隆出席亚

非会议ꎬ 应邀参加肯尼亚独立庆典ꎬ 陪同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ꎬ 并于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至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ꎬ 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ꎮ 姬鹏飞曾出访过非洲多国ꎬ 并写

信给联合国秘书长ꎬ 申述中国对非洲一些地区种族歧视问题的立场ꎮ 黄华曾

随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亚非会议ꎬ 长期担任中国代表团顾问和

发言人ꎬ 并在 １９６０ 年至 １９７１ 年相继出任中国驻加纳、 埃及大使ꎬ 在中国重

返联合国的过程中他与非洲国家外交官们共同努力ꎬ 留下许多感人的历史佳

话ꎮ 吴学谦也曾出访许多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开展人民外交活动ꎬ 担任

国务委员兼外长期间访问了许多非洲国家ꎬ １９８５ 年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万

隆会议 ３０ 周年纪念活动ꎬ １９８６ 年在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 １４ 届特别联大会

议上重申中国坚决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ꎬ １９９０ 年参加纳米比亚独立

庆典并签署中纳建交联合公报ꎮ 这些重大事件和中国政府的持续努力ꎬ 其实

都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对非外交的国家记忆与文化品格ꎮ
第七任外交部长钱其琛ꎬ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培养起来并走上外交

工作岗位的首位外交部长ꎬ 他的首任驻外大使工作是从非洲开始的ꎮ １９７４ 年

８ 月到 １９７６ 年 １１ 月ꎬ 他担任驻几内亚大使ꎬ 期间还一度兼驻几内亚比绍大

使ꎬ 在随后的 １９８８ 到 １９９８ 年的十年间ꎬ 他一直担任外交部长及国务委员、
副总理等重要职务ꎮ 第八任外交部长唐家璇曾于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访问了几内亚、
加纳、 科特迪瓦、 贝宁和多哥非洲五国ꎬ ８ 月率团赴南非德班出席不结盟运动

首脑会议ꎬ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访问了埃及、 乌干达、 肯尼亚、 坦桑尼亚、 赞比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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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ꎮ 第九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前后在肯尼亚、 莱索托等非洲国家工作长达 １０
年ꎬ 是中国历任外交部长中在非洲工作时间最长的ꎮ 据他回忆ꎬ 当时中国驻

非中小国家的大使馆ꎬ 工作人员较少ꎬ 条件艰苦ꎬ 且工作繁重、 庞杂ꎬ 这对

年轻外交官能力提升很有帮助ꎮ 他曾很有感触地说ꎬ 非洲的那段经历 “可能

正是我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日月”①ꎮ 长时间在非工作为他后来的成长打下了

坚实基础ꎬ 在其一生的外交生涯中ꎬ 他先后访问过非洲 ４８ 个国家ꎬ 称自己

“是一个到过非洲、 爱上非洲、 想念非洲的 ‘典型案例’”②ꎮ
此外ꎬ 现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ꎬ 曾在外交部负责对非工作多年ꎬ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０９ 年任驻肯尼亚大使ꎬ 后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长、 外交部办公厅主

任、 外交部副部长ꎮ 他对非洲怀有深厚情感ꎬ 并感言: 发展中国家是中国

外交布局中的基础ꎬ 而非洲则是这个基础中的基础ꎬ 在国际形势深刻复杂

演变的大背景下ꎬ 非洲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ꎮ③ 现任中国

驻法国大使翟隽ꎬ 也有多年从事或主管对非外交工作的经历ꎮ 他于 １９９７ 年

至 ２０００ 年任中国驻利比亚大使ꎬ 后任外交部亚非司副司长、 司长、 副

部长ꎮ
宏大历史都是由鲜活的人与事构成的ꎬ 中国外交的理念建构与能力成

长就是这样一个一代代人接力而成的过程ꎮ 过去几十年ꎬ 中国外交官中相

当一部分都有在非洲历练的经历ꎬ 因而在中国外交界孕育起一种特殊的非

洲情怀ꎬ 塑造起中国外交的一些核心基调或文化底色ꎮ 但凡去过非洲工作

的中国外交官们ꎬ 时间或长或短ꎬ 他们的一生都会对非洲充满感情ꎮ “不去

非洲怕非洲ꎬ 去了非洲爱非洲ꎬ 离开非洲想念非洲” 这句话ꎬ 在中国外交

队伍 (包括中国其他赴非的医疗队、 援非专家、 技术人员、 志愿者等等)
中流传了数十年ꎮ 正所谓 “艰难困苦ꎬ 玉汝于成”ꎬ 当年毛泽东主席号召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ꎬ 到艰苦地方去ꎬ 到边疆去ꎬ 将书本知识与实际相结合ꎬ
虽然许多人经历了种种磨难ꎬ 但也给后来的中国建设事业储备起一大批有

家国担当、 天下情怀的优秀人才ꎮ 非洲大陆对当代中国外交队伍成长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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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升也是如此ꎬ 非洲就像干部培训基地ꎬ 年轻人先到非洲去锻炼ꎬ 然后

再派往其他国家和地区ꎮ 经过岁月的洗礼和磨砺ꎬ 这些个体经历和生命情

感会逐渐升华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和精神力量ꎬ 形成一种精神品格ꎬ 那就是

对弱小国家、 落后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情感认同和记忆归属ꎬ 及对多元文

明与文化的理解能力与包容心态ꎬ 并内化成中国外交人独特的价值观、 人

生观和世界观ꎬ 指引人们的行为方式ꎮ① 我们时常说中非关系是一种 “真、
实、 亲、 诚” 的关系ꎬ 是一种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友好相处的关系ꎬ 并

不是抽象的概念和原则的宣示ꎬ 而是过去 ７０ 年中非交往过程中由千千万万

的普遍中国人ꎬ 包括驻非外交官员、 援非医生、 农业专家、 工程技术人才、
维和官兵等等的人生经历ꎬ 在与非洲人民的互动和双向建构过程中一点点

累积起来、 一代代传承下来的ꎮ
中国驻非外交队伍具有一种特殊的蕴含悠久中华古老文明和多民族国家

政治智慧的大国外交文化: 扎根于非洲大地ꎬ 和非洲人交朋友ꎬ 虚心向非洲

人学习ꎬ 学会欣赏多元文化ꎬ 并时刻牢记国家民族复兴使命ꎬ 用近代以来中

国经历的民族苦难、 奋斗历程和社会发展经验ꎬ 来观照非洲ꎬ 尽心尽力地推

动中非合作ꎬ 助推非洲摆脱贫困实现自主发展ꎮ 改革开放 ４０ 年特别是中非合

作论坛成立以来ꎬ 中国驻非大使与上一辈革命者出身的大使有了很大不同ꎬ
他们不仅是代表国家出使的 “特命全权大使”ꎬ 很大程度上也扮演着于所在国

推进中非双方投资贸易合作的 “项目 ＣＥＯ” 和 “前方总经理” 角色ꎬ 他们卷

起袖子加油干ꎬ 深入条件艰苦的非洲各国边远乡村、 企业、 厂矿、 工地ꎬ 对

所在国的中非合作项目给予关心和支持ꎬ 为中国在非洲企业牵线搭桥ꎬ 拓展

人脉ꎬ 提供服务ꎮ
此外ꎬ 这些身处异乡的外交人员ꎬ 还多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和学习精神ꎮ

笔者在尼日利亚、 马拉维等非洲国家的中国大使馆、 领事馆进行学术交流

时②ꎬ 看到使馆年轻人对于非洲知识的渴望和努力学习的态度ꎮ 事实上ꎬ 这是

一个中华民族古老的优良传统ꎬ 就像历史上内地汉族官员到了边疆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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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ꎬ 都需入乡随俗、 体恤民情ꎬ 用自己的知识学识和政治智慧处理复杂的

民族关系、 宗教关系以及地方发展问题ꎬ 而不能照搬内地治理模式一样ꎬ 当

代中国优秀的赴非外交官ꎬ 到了非洲遥远的异国他乡ꎬ 也一样要做好民风、
民情调研ꎬ 尊重当地文化ꎬ 交好当地朋友ꎬ 学好本土知识ꎬ 努力适应环境ꎬ
根据非洲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ꎬ 而不能在当地发号施令ꎬ 照搬中国

模式ꎮ 实事求是ꎬ 入乡随俗ꎬ 尊重差异ꎬ 真诚相待ꎬ 大致就是中非合作成功

的基本原理ꎮ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 中国实行干部双推遴选制度ꎬ 通过 “双考” 从地

方和企业挑选一批人才担任驻非大使ꎮ 这些人大多曾长期在地方基层政府、
企业一线工作ꎬ 对中国国内发展有较充分的认识和丰富的经验ꎬ 能把中国发

展经验与非洲发展诉求有机结合ꎬ 他们担任驻外大使后ꎬ 务实接地气地开展

工作ꎬ 尤其是在推动中非经贸合作、 在非建立经济特区等方面ꎬ 充分展现了

这些企业型基层型干部提升为外交官的独特才能ꎮ 回顾中非合作的进程ꎬ 我

们注意到ꎬ 中非合作关系能快速发展ꎬ 得益于有这样一大批务实勤奋的外交

一线的管理干部ꎬ 历届对非合作论坛的战略、 思想、 举措、 行动ꎬ 很大程度

是通过这样一批融外交官、 企业家、 基层干部为一体的新型外交队伍去实施

的ꎮ 事实上ꎬ 对许多中国外交官来说ꎬ 到非洲去任职ꎬ 并不是去享受外交特

权ꎬ 也不能做只会外交辞令的说客ꎬ 而必须做务实的行动者ꎮ 就是在这样一

种特殊的实践磨砺过程中ꎬ 一种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气度、 中国精神的当代

中国外交文化也就逐渐形成了ꎮ
中非关系对中国外交能力提升与队伍建设的推进作用是多方面的ꎬ 其中

２１ 世纪创立的中非合作论坛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ꎮ 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建构

起来的第一个真正具有全球影响的外交战略平台ꎬ 这一涉及中国和数十个非

洲国家的合作论坛ꎬ 及随后实施的一系列创新举措ꎬ 表明中国在外交领域的

一种新突破和新转变ꎬ 即由过去在国际事务领域相对被动的、 从属性的外交

策略ꎬ 开始转向在国际舞台上建立中国独立自主的积极有为的国际多边平台ꎮ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 中国对非外交就是大国外交ꎬ 因为所谓 “大国外交”ꎬ 并非

只是与大国交往之外交ꎬ 而是指中国作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国ꎬ 在国际

舞台上日益主动担当建设性角色ꎬ 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 中国气派、 中国

风格的大国外交之路ꎮ 具体而言ꎬ 过去 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实践对中国外交能

力提升表现在如下方面ꎮ 其一ꎬ 提升了中国主客场举办大型国际合作论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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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ꎬ 包括与非洲国家平等协商和密切互动而主动设置大型论坛主题和议题ꎬ
形成概念ꎬ 建构话语ꎬ 发布宣言ꎬ 并制定周密可行的具操作性的行动计划和

项目安排ꎮ 其二ꎬ 每三年一届的机制化论坛模式ꎬ 将中非合作的战略目标与

政策行为逐渐规范化、 系统化、 常态化、 精细化ꎬ 将宏观战略规划与具体项

目实施无缝对接ꎬ 各届论坛前后之间既有承接性ꎬ 又有变革性ꎬ 凸显了中非

合作的稳定性、 连续性与务实性ꎮ 其三ꎬ 借助中非合作论坛行动计划具体项

目在非洲各国的逐年实施ꎬ 中国国家发展经验与非洲国家多样性环境和差异

性诉求间的关系逐渐得到磨合与调整ꎬ 既重视战略规划又重视项目实施ꎬ 重

视政府与民间、 国企与私企的有机结合ꎬ 结合非洲实际情况而与时俱进ꎬ 在

实践中不断探索中非合作的国别路径ꎮ 其四ꎬ 中非合作论坛的丰富实践拓展

了中国大国外交理念的构建平台和施行路径ꎬ 尤其提升了中国外交在发展中

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吸引力ꎬ 中非合作发展的故事获得广泛传播ꎮ 其五ꎬ 每届

论坛都需要统筹内政和外交而实现ꎬ 其溢出效应是提升了国内组织动员能力ꎬ
包括城市管理能力ꎬ 如论坛期间进行城市交通管制ꎬ 环境生态得到改善而形

成 “中非合作蓝” 等ꎬ 也间接促进了国内环境治理进程ꎮ
此时的中非合作已不仅仅是一些原则性的宣言ꎬ 更是一种充满理性思考

和务实精神的行动方案与工程项目ꎬ 它们是具体的、 可操作的ꎬ 这表明中国

的对非战略与政策、 中国的对非事务管理ꎬ 越来越具有现代政府的治理意识

与效益精神ꎮ① 总体上看ꎬ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制的国内特色与制度优势ꎬ 通

过中非合作论坛这一外交平台ꎬ 开始在中国的国际交往与对外合作中呈现出

来ꎬ 而这种务实高效的精神品格ꎬ 正是中非关系走到全球前列并引领全球对

非合作的制度基础与能力保障ꎮ

中非关系与中国外交之理论建构

外交是国内政治的自然延续ꎬ 是国内政策的外部呈现ꎮ 一国外交思想的

形成ꎬ 也与本国本民族的思想传统有复杂的关联ꎮ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东方大

国ꎬ 幅员辽阔ꎬ 民族众多ꎬ 文化多元ꎬ 在过往漫长历史发展中ꎬ 在处理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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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国家内外关系的过程中ꎬ 中国形成了具有自身历史特色的国际交往观念和

理论思维传统ꎬ 这些丰富的历史传统和精神遗产ꎬ 在中国的对非外交实践中

因注入了新的时代特征而焕发出新的生机ꎮ
理想的文明制度与交往原则ꎬ 是使国家各民族内则得以国泰民安ꎬ 人民

安居乐业ꎻ 外则得以协和万邦ꎬ 各国和平共处ꎮ 从政治制度史上看ꎬ 中国是

一个很早就形成完备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与国家治理郡县制的国家ꎬ 知识精

英与政府官员互为基础ꎬ 形成了一套古老完备的官员选拔、 推荐、 任用与考

核制度ꎮ 而在文化形态方面ꎬ 很早形成了多元包容与世俗理性的非宗教取向ꎮ
因此ꎬ 政治形态的高度有组织结构与强大统一国家框架的长期存在ꎬ 世俗理

性而温和民本的富于凝聚力的国家文化体系的长期延存ꎬ 是理解中华文明特

质与优势的两个关键维度ꎮ 这两个特质ꎬ 让中华国家和中华文化在空间上得

以日渐广大ꎬ 时间上得以长久延续ꎬ 并在当代演化出新的中国自身的国际关

系理念与对外交往法则ꎬ 并且在与遥远非洲的现代交往合作中得到了充分的

体现ꎮ
从国家文化形态上看ꎬ 中华民族的国家和文化形态本身一直就具有多元

包容的非排他性与非宗教性取向ꎬ 这集中体现在域内外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可

通融性与融合性ꎬ 能以世俗交往方式将五湖四海之族群聚合于一体ꎮ 在中华

文化的传统中ꎬ 虽然也有所谓的 “夷夏之辨”ꎬ 但主要是基于礼仪教化方面的

文化差异ꎬ 而非种族或血统的区别ꎮ 因而这 “夷夏之辨” (变) 总是相对的ꎬ
既可 “以夏变夷”ꎬ 也可 “以夷变夏”ꎬ 这个过程是双向的、 流动的、 历史

的ꎮ 虽然 “夷夏” 之差异和分野会长期存在ꎬ 但又因为可交往与沟通而可融

合ꎬ 形成 “夏中有夷、 夷中有夏” 之势ꎮ 正如孔子讲的 “中华退出中土则四

夷之ꎬ 四夷进入中土则中华之”ꎬ 汉族与少数民族其实一直有一个不断融合与

交流的关系ꎬ 是一种 “你中有我ꎬ 我中有你” 的历史演进过程ꎮ 受这样的国

家制度与文化形态的影响ꎬ 历史上中华民族对于民族文化关系的理解与处理ꎬ
就崇尚秉持共处、 和谐、 相融的理性原则ꎬ 既尊重各民族的习俗与文化ꎬ 但

又倡导民族文化的交流、 融合与共处ꎮ 这些传统精神对于后世中华多民族国

家的长期存在与延续ꎬ 对于中华民族近代以后走向世界建构现代中国的外交

理念都具有特殊的意义ꎮ
在 １９ 世纪以前ꎬ 存在于亚洲大陆广阔之区域ꎬ 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从东

亚到南亚再到中亚的这一地区性国际体系ꎬ 曾是前现代时期世界上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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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之一ꎮ 历史上的中国ꎬ 与东南亚、 南亚、 中亚周边文明交往关系紧

密ꎬ 甚至与遥远的西亚、 非洲和欧洲也有直接间接的往来ꎬ 这让中国在漫长

的岁月中积累了自己的对外交往的实践经验与知识体系ꎮ 虽然这一经验与知

识是有限的且具传统形态ꎬ 但它也让中国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性国际交往潜质

与能力的国家ꎮ
近代以来ꎬ 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ꎬ 中国先是以被动方式卷入以西方为中

心的现代国际体系而成为一个边缘性角色ꎬ 后又以主动开放的姿态加入其中

并逐渐向中心位置靠拢ꎮ 无论怎样ꎬ 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ꎬ 中华民族

或开放或封闭ꎬ 或以自我为中心方式处理对外关系ꎬ 或卷入或加入或跟随陌

生的另类体系ꎬ 更因有连绵的自古而今的存续历史ꎬ 其间之种种古代与现代、
政治经济与文化、 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交往过程ꎬ 还有种种复杂的历史与周

边环境ꎬ 所有这一切ꎬ 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史上国际关系思维与实践经验最为

丰富的国家之一ꎮ①

在经过百年民族复兴艰难历程而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后ꎬ 中国以自身的历史经历和文化传统ꎬ 开始尝试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和

民族建立起现代交往方式ꎬ 在这个过程中ꎬ 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试图提出一

套观察解释这个外部世界、 观察解释中国与外部世界各国各民族之关系的话

语体系ꎮ 早在革命年代ꎬ 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ꎬ 无论是西方

的还是苏联的制度与理念ꎬ 都不可以完全解决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的选择ꎬ
中国必须立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ꎬ 自主选择中国对外交往之路ꎮ 中国与

遥远非洲的交往与合作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始获得推进ꎬ 中国对非交往的核心

理念与思想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ꎮ
近代以来ꎬ 西方中心主义者往往把非洲视为原始野蛮的大陆ꎬ 断定非洲

大陆是一块既没有历史也没有文化的大陆ꎬ 非洲只有欧洲人活动的历史ꎬ “其
余的就是黑暗而黑暗不能成为历史的主题”ꎮ② 然而客观的历史事实是ꎬ
非洲有古老而灿烂的文明ꎬ 而正是近代西方在非洲大陆的扩张活动、 黑奴贸

易、 殖民压榨ꎬ 给非洲的经济与文化带来毁灭性打击ꎮ 在遭受数百年西方扩

张掠夺而传统文明与政治经济体系趋于瓦解后ꎬ 非洲各国独立后面临从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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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部族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巨大挑战ꎬ 又因外部干预的长期存在ꎬ
国家一体化和民族融合进程缓慢ꎬ 冲突内乱此起彼伏ꎮ 在战后的世界体系中ꎬ
非洲长期被西方视为施以援助的对象和 “白人的负担”ꎮ 即使在今天ꎬ 美国总

统特朗普仍会抛出 “非洲垃圾论” 这样歧视非洲的言论ꎮ 事实上ꎬ “西方中心

主义” 视角下的非洲一度是 “绝望的大陆” 和 “世界的弃儿”ꎮ
但中国则有不同于西方的非洲观ꎬ 对于非洲问题有自己的独特理解ꎬ 中

国不会将非洲视为野蛮落后没有文化的大陆ꎬ 也不认为非洲不能通过自己的

努力实现发展和繁荣ꎮ 非洲大陆与中国虽相距遥远ꎬ 自近代以来却遭遇了相

似的命运ꎬ 中非双方在追求现代复兴与发展的过程中ꎬ 同时发现了对方ꎮ 中

国领导人在探索中国革命与发展之路时ꎬ 逐渐形成了一套观察自身与世界关

系的外交理论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毛泽东曾指出ꎬ “我们做工作ꎬ 交朋友ꎬ 重

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我认为ꎬ 应该放在三大洲ꎬ 那就是亚洲、 非洲和拉丁

美洲”ꎮ①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中国把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视为自己对人类应尽

的国际责任ꎬ 体现出中国领导人已经具有一种开阔的世界视野与政治抱负ꎮ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ꎬ 毛泽东曾发表著名的 “五二○宣言”ꎬ 提出美国帝国主义

和一切反动派都是 “纸老虎” 的著名论断ꎬ 鼓舞亚非拉人民勇于捍卫民族主权ꎬ
反抗外来压迫奴役ꎮ 在经过长期外交实践与思考后ꎬ １９７４ 年毛泽东在会见来访

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ꎬ 首次明确提出了关于 “三个世界” 划分的理论ꎬ 认为

中国和 “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ꎬ 并分析了 “三个世界” 的关系及前途ꎬ “希
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ꎮ② 在他看来ꎬ 中国与亚非发展中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ꎬ
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ꎬ 中国问题必须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联系起来解决ꎮ

从今天的角度来回看ꎬ 毛泽东提出 “三个世界” 理论ꎬ 明确将中国与非洲、
亚洲、 拉丁美洲都划分为第三世界ꎬ 把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ꎬ 对中

国特色外交的成长来说是有跨越时空的战略意义与目标指向的ꎮ 这一著名论断

的提出ꎬ 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那个时代就在思考要建构一种既不同于西方殖民

主义也不同于苏联霸权主义的对外交往新原则与新理念ꎬ 一种将中国的前途与

命运与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前途与命运结合起来的中国外

交原则与战略理念ꎮ 它塑造了当代中国外交的这样一些核心理念ꎬ 即中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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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方殖民主义走过的老路ꎬ 也不会走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道路ꎬ 因为这有悖

于中国自古以来的文明传统ꎬ 违反中国实现国家和平发展民族繁荣复兴的根本

愿望ꎬ 中国只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ꎮ 东方的中国不可能也不会用战争武力的方

式ꎬ 通过争夺土地、 争夺霸权来扩张自身的生存空间ꎮ 为此ꎬ 中国必须秉持自

身文明传统ꎬ 选择自己的路径ꎬ 提出自己的理论ꎬ 推进自己的实践ꎬ 以全新的

方式ꎬ 运用文明的力量ꎬ 开辟新的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道路ꎬ 建构起新的人

类交往与国际合作新模式ꎮ 可以说ꎬ 正是 “三个世界” 理论的提出ꎬ 让中国与

广大的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ꎬ 从而开创了南南合作的新模式ꎬ 开启

了当代中国外交与国际合作的广阔道路ꎬ 这也是今天中国之所以能够提出 “建
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时代构想的历史基础与文化背景ꎮ

事实上ꎬ 在 “三个世界” 理论提出之前ꎬ 中国已在探索发展中非关系的

新的道路和理念ꎮ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提出了 “求同存异” 原则和关

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 “十项原则”ꎮ 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十国期间ꎬ 首

次向世人宣示了中国发展对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 “五项原则” 和对外提

供经济技术援助的 “八项原则”ꎮ 这些原则表明ꎬ 中国政府一开始就试图与非

洲国家建立一种基于自身文明特性与现实战略需要的关系ꎬ 这种关系建立在

相互尊重、 平等、 互利的基础上ꎬ 特别是 “互不干涉内政” 这一原则ꎬ 在中

非关系建立之初便成为双方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石ꎮ① 此后ꎬ 坚持奉行互不干涉

内政ꎬ 不搞意识形态对抗ꎬ 不对外输出意识形态ꎬ 成为中国和平独立外交政

策的基石和原则ꎮ 这些原则的提出正是基于中国人对自我、 对他人、 对世界

文明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理解能力与尊重传统ꎬ 也是中非合作关系走到世界

前列、 成为中国外交特色领域的根本原因ꎮ
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与战略目标ꎬ 也是在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的战

略打压与遏制过程中成长起来的ꎮ 冷战结束后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美国凭借

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而力图在政治和经济上控制全球ꎬ 对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政治主权与经济安全构成严峻挑战ꎬ 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却依照自

身的逻辑加速推进ꎬ 这给快速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带来了新机遇ꎮ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ꎬ 中国提出 “走出去” 的发展战略ꎬ 受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

９６

① 刘鸿武: «对非发展援助与中国国际责任的当代实践»ꎬ 载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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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产业结构、 科技水平以及企业管理经验的制约ꎬ 中国 “走出去” 战略

的第一步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ꎮ １９９６ 年江泽民主席

访非时ꎬ 正式提出了新时期的中国对非政策ꎬ 表示中国愿同非洲国家构筑面

向 ２１ 世纪长期稳定、 全面合作的国际关系ꎬ 提出 “真诚友好、 平等相待、 团

结合作、 共同发展、 面向未来” 的推进中非合作五点建议ꎮ 这五点建议延续

了中国对非战略的一贯主张ꎬ 并以共同发展合作为主题ꎬ 着眼未来中非关系

的转型升级ꎮ
中非合作的丰富实践为中国总结对非合作理念提供了日益成熟的条件ꎬ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中国政府发表了首份 «中国对非洲政策» 白皮书ꎬ 系统总结回顾

了中国的对非政策ꎬ 明确强调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始终是中国独立

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中国愿与非洲国家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

等互信、 经济上合作共赢、 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ꎮ 多年来ꎬ
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反复强调ꎬ 平等相待是中非互信日益增进的重要

保证ꎬ 也是中非关系历久弥坚的关键因素ꎮ① “过去、 现在、 将来ꎬ 中国人民

都是非洲人民平等互信、 真诚相待的好朋友ꎬ 互利互惠、 合作共赢的好伙伴ꎬ
患难与共、 情同手足的好兄弟ꎮ”②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南非德班召开的金砖国家第五

次领导人会议ꎬ 并对坦桑尼亚、 南非、 刚果 (布) 三国进行了国事访问ꎮ 访

问期间ꎬ 他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发表演讲ꎬ 首次提出 “中非从来都是命

运共同体” 的著名论断ꎬ “中国致力于把自身发展同非洲发展紧密联系起来ꎬ
把中国人民利益同非洲人民利益紧密结合起来ꎬ 把中国发展机遇同非洲发展

机遇紧密融合起来”ꎮ 他还指出ꎬ “１３ 亿多中国人民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ꎬ １０ 亿多非洲人民正致力于实现联合自强、 发展振兴的非洲

梦ꎮ 中非人民要加强团结合作、 加强相互支持和帮助ꎬ 努力实现我们各自的

梦想ꎮ”③ 这样一种跨区域跨文化的以共同发展为核心使命的 “中非命运共同

体” 的有机结合ꎬ 将有助发展出一种更高层次、 更具战略意义的结构性平衡

０７

①

②

③

«胡锦涛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ꎬ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 ｚｆｌｔ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ｍ / ２００６１１ / ２００６１１０３６３０６３８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 ０５ － ２５ꎮ

胡锦涛: «加强中非团结合作ꎬ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的演讲»ꎬ 参见

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ｐａｐ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ｒｍｒｂ / ｈｔｍｌ / ２００７ － ０２ / ０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２３５７４８１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９ － ０５ － ２５ꎮ
习近平: «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ꎬ 参见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ｌｄｈｄ / ２０１３ －０３ / ２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３６２２０１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９ － ０５ － ２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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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联系ꎬ 以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全球化的种种局限ꎬ 从而在最广泛的意义上

实现 “全球的新平衡发展与包容性发展”ꎮ
从中国外交全球战略布局上看ꎬ 中非关系正是中国在现有的全球对外关

系中最有可能也是最值得用心去经营的一个特殊领域ꎬ 它给了中国这样一个

机会ꎬ 一个通过中非合作实践平台来实现自己所倡导的塑造新型全球国际关

系新理念的机会ꎮ 今天ꎬ 中非合作正日益汇入更具全球格局的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倡议ꎬ 这是中国基于自身智慧的国际合作新天地ꎬ 通过推进全球和

平发展、 共同发展来超越美国等西方的冷战思维ꎬ 以更具包容性、 建构性的

心胸与眼光来推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努力ꎮ 在具体的政策设计和行动操作上ꎬ
通过选择若干非洲国家作为中非合作的战略支撑国或试点国家ꎬ 通过持续而

强有力的全方位合作ꎬ 共同推进非洲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ꎬ 进而引领世界

对非关系的未来走向ꎮ
中非合作正在给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带来新的希望和期待ꎮ 过去百

年ꎬ 中国从积贫积弱的 “东方病夫” 绝望状态中挣扎站立起来ꎬ 百折不挠ꎬ
前赴后继ꎬ 一步步地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ꎬ 同样的ꎬ 非洲人民也以自己

的顽强努力走过了艰难岁月ꎬ 在那块大陆上探寻着自己的发展道路ꎬ 留下许

多可歌可泣的伟大故事而值得世人尊重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 中国人以自己的天

下情怀和济世精神ꎬ 以与西方不同的非洲观ꎬ 在那遥远的大陆上与非洲人民

一起奋斗ꎬ 努力将这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被西方视为 “世界弃儿” 的 “绝望

非洲”ꎬ 建设成繁荣和平的新非洲ꎮ 所有这一切中非双方的伟大实践ꎬ 正是今

日中非双方得以建构起新型国际交往模式、 新型发展理论和话语概念与知识

体系的最佳实践平台ꎮ
无论从理论需求还是实践积累来看ꎬ 中非双方完全可以开创出属于自己

的、 以自己的传统文化、 民族精神和现实实践为基础的新型外交理论、 外交

话语和外交概念ꎬ 并在中非发展合作的实践中不断完善ꎮ 就中国而言ꎬ 中非

关系毫无疑问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外交学理论、 国际合作与国际

援助理论ꎬ 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社会科学原创理论的孕育ꎬ 提供了特别的理论

温床与实践平台ꎬ 为具有时代精神同时又深刻包含着中华古老传统的当代

“中国知识” “中国思想” 提供了知识与思想的信誉基石和话语权源头ꎮ① 在

１７

① 刘鸿武: «非洲学发凡: 实践与思考六十问»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出版ꎬ 第 １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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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年之际ꎬ 回顾中非关系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外交发展

史ꎬ 全面总结这份珍贵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智慧ꎬ 必将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

的自觉建构提供更有意义的丰富资源与开阔天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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