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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验与非洲发展: 借鉴、 融合与创新∗

贺文萍∗

　 　 内容提要　 中国在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里成功使 ７ 亿多人摆脱贫困ꎬ
并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ꎮ 正在渴求摆脱贫困和实现

发展的非洲国家迫切希望了解、 学习和借鉴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治理

方面的经验ꎮ 总体来看ꎬ 两方面的中国经验值得非洲国家关注: 一是实

行渐进式改革ꎬ 摆正了改革、 发展与稳定三者的关系ꎬ 以与时俱进的

“发展观” 统领发展大局ꎻ 二是拥有强有力的、 致力于发展的政府、 富

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以及正确的政策ꎮ 然而ꎬ 非洲国家间国情的差异使

不同国家对中国经验学习与借鉴的态度与重点会有所不同ꎬ 平等性、 双

向性与适应性是推动中国经验与非洲发展融合的关键ꎮ 展望未来ꎬ 中国

经验也必然在非洲的发展过程中ꎬ 通过与非洲大陆特有的历史文化传承

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相结合ꎬ 走出自己的创新发展之路ꎮ
关 键 词　 中国经验　 非洲发展　 治国理政　 平等性　 双向性　 适

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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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１００００７)ꎮ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ꎬ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坦桑尼亚时

任总统朱利叶  Ｋ 尼雷尔时曾说: “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ꎬ 而且在国际范围

内也是一种试验ꎮ 如果成功了ꎬ 可以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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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ꎮ”① 的确ꎬ 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来ꎬ 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

瞩目ꎮ 中国不仅在短短两代人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崛起ꎬ 而且这种巨

大的发展成就是在和平稳定的大环境中取得的ꎮ 中国是如何取得这样的发展

奇迹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又是如何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提高其执政能

力建设并继续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的? 中国经验对于非洲发展而言究竟有哪

些方面可以借鉴? 中国经验对于非洲发展是一种单向性的输出还是双向性的

交流? 中国经验如何适用于历史、 社会文化及政治制度都与中国完全不同的

非洲国家? 中国经验与非洲发展又如何在借鉴、 适应以及不断融合的基础上

实现创新? 为回答这些问题ꎬ 本文尝试从中国经验与非洲发展的相互借鉴、
融合与创新的视角加以分析ꎮ

可资借鉴的中国经验: 经济发展和政治治理

如果把时针倒拨 ３０ 多年ꎬ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甚至低

于非洲的小国马拉维和布基纳法索ꎮ② 但是 ３０ 多年后的今天ꎬ 中国不仅成功

地使 ７ 亿多人摆脱了贫困ꎬ③ 而且已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ꎬ 而布基纳法索和马拉维则至今仍为世界最不发达的贫穷国家ꎬ 非洲大陆

的整体发展也仍大大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ꎮ 那么ꎬ 中国令人惊羡的变化是如

何发生的? 其内在机理是什么? 对此ꎬ 不仅渴望摆脱贫困和实现发展的非洲

国家希望了解、 学习和借鉴中国发展经验ꎬ 而且国际上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的

许多西方学者也在不断进行分析、 考察和调研ꎬ 并形成了有关 “北京共识”、
“中国模式” 和 “中国道路” 等等有关中国发展经验的各类版本ꎮ 的确ꎬ 中

国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来所形成的发展经验内容十分丰富ꎬ 涵盖农业、 工业、 外

９６

①

②

③

邓小平: «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ꎬ 载 «邓小平文选» 第 ３ 卷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版ꎬ 第

１３３、 １３５ 页ꎮ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ꎬ １９７８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１５６ ３９６ 美元ꎬ 布基纳法索的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为 ２２５ ９４２ 美元ꎬ 马拉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１６３ ４１６ 美元ꎮ 以上数据分别参见世界银

行 网 上 数 据 库: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 ｓｈｉｈａｎｇ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ｓｐｘ? ｓｏｕｒｃｅ ＝ ２＆ｓｅｒｉｅｓ ＝ ＮＹ ＧＤＰ
ＰＣＡＰ ＣＤ＆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ＣＨＮ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２３ꎻ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 ｓｈｉｈａｎｇ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ｓｐｘ? ｓｏｕｒｃｅ ＝
２＆ｓｅｒｉｅｓ ＝ ＮＹ ＧＤＰ ＰＣＡＰ ＣＤ＆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ＢＦＡ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２３ꎻ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 ｓｈｉｈａｎｇ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ｓｐｘ? ｓｏｕｒｃｅ ＝ ２＆ｓｅｒｉｅｓ ＝ ＮＹ ＧＤＰ ＰＣＡＰ ＣＤ＆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ＭＷＩ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２３ꎮ

参见中国国务院新闻办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发表的 «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 白皮书ꎬ 载

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１７ / ｃ＿ １１１９７３０５０４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１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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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 减贫、 文化教育、 人力资源开发、 执政能力建设等各个领域ꎮ 限于篇幅ꎬ
本文不可能穷尽中国发展经验的方方面面ꎬ 针对非洲当下面临的发展问题ꎬ
笔者基于中国经验全球吸引力不断从经济发展走向政治治理的递进过程ꎬ 并

从发展的大思路和体制层面着手ꎬ 大致梳理出中国经验的主要原则和两大核

心要义ꎮ
(一) 中国经验领域的扩大: 从经济发展到政治治理

长期以来ꎬ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突出并且得到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

界各国的广泛欣赏和赞誉ꎮ 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ꎬ 摆脱贫困与实现经

济发展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主要议题ꎬ 由此它们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学习

借鉴也主要集中在减贫和经济发展领域ꎮ 如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ꎬ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和中国政府共同支持下成立了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ＩＰＲＣＣ)ꎬ 专门从事减贫的国际培训、 交流与研究ꎮ
它具体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基本职能: 其一ꎬ 立足中国ꎬ 面向世界特别是广大

发展中国家ꎬ 组织反贫困领域内的政策研究和经验总结ꎻ 其二ꎬ 承担国际组

织和中国政府委托的有关国际培训和能力建设项目ꎻ 其三ꎬ 开展外资扶贫项

目的组织、 论证、 立项和管理ꎻ 其四ꎬ 实施扶贫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ꎮ 中

国国际扶贫中心自成立以来ꎬ 在中国减贫经验的国际交流和培训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ꎬ 如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８ 日在北京举办了 “２０１６ 中国扶贫国际论坛: 可持续

发展目标下的中国扶贫经验分享” 大型国际论坛ꎬ 并现场开通了 “南南合作

减贫知识分享网站”ꎮ①

虽然中国的减贫和经济发展成就引起世人瞩目并鲜有争议ꎬ 但国际上对

中国政治治理的认识则走过了一个曲折和漫长的过程ꎮ 一些人士认为ꎬ 中国

改革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改革ꎬ 政治改革则停滞不前ꎻ 还有人认为ꎬ 中国经济

改革走得太快ꎬ “僵化” 的政治体制终将无法适应而行将崩溃的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ꎬ 当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ꎬ 在日裔美国学者福山 “历史终结

论” 的鼓吹之下ꎬ 西方世界曾掀起了一阵 “中国崩溃论” 的大辩论和大预测ꎮ
虽然之后的事实证明中国不仅没有崩溃ꎬ 并且在发展和团结稳定的道路上越

走越坚实ꎬ 但出于对中国认知的褊狭和 “冷战思维” 的固化ꎬ 西方主导的国

０７

① «２０１６ 中国扶贫国际论坛召开ꎬ 中国经验如何输出»ꎬ 载中国发展门户网: ｈｔｔｐ: / / ｃ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ａｔｅ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０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３８４０６８８１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０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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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舆论始终对中国的政治治理抱有成见和负面认知ꎮ
这种认知坚冰的融化始自 ２１ 世纪初期以来全球化的新发展以及全球经历

的新震荡ꎮ 特别是近十年来ꎬ 当全球经历了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始自

２０１０ 年底阿拉伯变局这两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重大经济和政治社会发展挑战

的洗礼后ꎬ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够勇立潮头ꎬ 不仅没有被源

自资本主义中心的金融危机冲倒ꎬ 也没有发生如一些西方观察家所预测的阿

拉伯变局式的社会和政治危机ꎬ 反而显示出比美欧等资本主义体系更能够抗

压和抗冲击的体制优势ꎮ 也正因如此ꎬ 关于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借鉴近些

年来也开始聚焦中国的政治治理领域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

同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外文局编辑的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一书问世ꎬ 并

由外文出版社以中、 英、 法、 俄、 阿、 西、 葡、 德、 日等多语种出版发行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该书的泰文、 柬文和乌尔都文版的首发式ꎬ 在短短两年半时

间内ꎬ 该书已在全球 １０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 ６２０ 多万册ꎮ 自问世以来ꎬ 该

书先后在法兰克福、 伦敦、 纽约三大国际书展亮相ꎮ 美国、 英国、 法国、 印

度、 捷克、 埃及、 吉尔吉斯斯坦、 南非等国纷纷举办研讨会、 书评会ꎮ “越来

越多的外国政府和政党ꎬ 惊叹于 ‘中国道路’ 带来的巨大发展成就ꎬ 开始从

中国领导人和执政党身上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ꎮ 尤其是不少发展中国家ꎬ 在

多元并起、 非西方世界快速发展的历史大格局中ꎬ 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ꎬ
思考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ꎮ”① 由此可见ꎬ 中国经验的吸引力已超越经济发展

层面ꎬ 进入了政治治理领域ꎮ
(二) 中国经验的核心要义

如前所述ꎬ 针对非洲国家当前面临的国家建设与发展问题的症结ꎬ 以下

两方面的中国经验值得关注:
中国经验核心要义之一是实行渐进式改革ꎬ 摆正改革 (Ｒｅｆｏｒｍ)、 发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与稳定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三者的关系ꎬ 以与时俱进的 “发展观” 统

领发展大局ꎮ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ꎬ 改革所带来的巨大震动必然对原

有的社会架构和社会稳定形成强大的冲击ꎬ 而改革又必须以稳定为前提ꎬ 以

发展为目标ꎮ 因此ꎬ 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之路就是秉承了 “稳定优先” 的原则ꎬ

１７

① «一部中国著作的世界回响———从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泰国、 柬埔寨、 巴基斯坦三国首发

式说起»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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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 “稳定压倒一切”ꎬ① 减少社会动荡ꎬ 夯实稳定的基础再

谋求发展ꎬ 并通过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来促稳定ꎬ 以此实现稳定、 发展与改革

之间的协调和平衡ꎮ 在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ꎬ 基于激进改革有可能造成国

民经济的激烈震荡从而增大改革的风险乃至失败的考虑ꎬ 中国政府实施了

“不断试错并及时纠正” 的 “软着陆” 方针 (Ｓｏｆｔ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ｒｒ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ꎬ 即先易后难、 循序渐进、 先搞试点再根据效果进行扩大和推广的改

革路径ꎮ “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 乡镇企业发展、 国有企业改革到金融领域

改革ꎬ 再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伴随着的是就业体制、 社会保

障体制、 收入分配体制、 户籍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ꎬ 目的是减缓改革带来的

震动对弱势群体的冲击ꎬ 规避和分散改革的代价和风险ꎮ 在政治领域的改革

也同样是在稳定的大前提下逐步扩大政治参与ꎬ 自下而上地积极推进基层民

主选举和党内民主的探索ꎬ 以最终实现政治平等的目标ꎮ”② 正是改革的渐进

和有序推进ꎬ 使得每一轮改革不仅得以在前一轮改革所取得的基础上进一步

深化ꎬ 而且确保了中国如此巨大和深刻的一个社会和经济转型能够在这么短

的时间维度内、 在一个相对和谐与稳定的状态下顺利进行和基本完成ꎮ 总体

看ꎬ 中国走过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的发展历程ꎬ 在此期间没有出现大的内战或者

社会冲突ꎬ 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以及国家的和平发展环境都得以有效维护并

实现了良性循环ꎮ
在摆正 “改革、 发展与稳定” 三者关系的过程中ꎬ 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来ꎬ

中国政府和历届领导人还根据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ꎬ 以与时俱进的 “发展观”
统领发展大局ꎮ “用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基础

和关键”③ꎬ 通过抓住 “发展” 的总钥匙来推进各项改革工作ꎮ 由于 ３０ 多年

里各阶段中国面临的发展挑战和攻坚任务各有不同ꎬ 中国 “发展观” 也历经

了多次创新过程ꎮ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ꎬ 中国在 “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面临的

最大挑战就是改变国家积弱、 积贫的经济落后现状ꎬ 实现工业、 农业、 国防

和科学技术的 “四个现代化”ꎮ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开拓者邓小平因此提出

２７

①

②

③

邓小平: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

话要点)ꎬ 载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版ꎬ 第 ３６４ 页ꎮ
参见贺文萍: «从 “援助有效性” 到 “发展有效性”: 援助理念的演变及中国经验的作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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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发展才是硬道理” 以及 “不管白猫黑猫ꎬ 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的著

名论述ꎮ 在强有力的邓小平发展观的推动下ꎬ 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率迅猛发展ꎬ 但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粗放式发展、 环境污染以及贫

富差距加大等发展中带来的 “副产品”ꎮ 为解决发展中产生的问题ꎬ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新的 “科学发展观”ꎬ 即

“坚持统筹兼顾ꎬ 坚持以人为本ꎬ 树立全面、 协调、 可持续的发展观ꎬ 促进经

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ꎮ “新的科学发展观意味着不能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简单地等同于发展和社会进步ꎻ 要纠正一些地方和领域出现的重经济指标、
轻社会进步ꎬ 重物质成果、 轻人本价值ꎬ 重眼前利益、 轻长远福祉的偏颇ꎮ”①

近年来ꎬ 随着国际贸易经济环境的日趋复杂和险峻ꎬ 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

中央领导集体又适时提出了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 “创新发

展” 理念ꎮ 习主席指出ꎬ “必须清醒地看到ꎬ 我国经济规模很大、 但依然大而

不强ꎬ 我国经济增速很快、 但依然快而不优ꎮ 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

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ꎬ 必须 “加快 (实现)
从要素驱动、 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ꎮ② 因此ꎬ
正是始终坚持发展理念和与时俱进地调整更新 “发展观”ꎬ 才使得中国当之无

愧成为 “发展型国家” 的典型代表ꎮ③

中国经验核心要义之二是拥有一个强有力的、 致力于发展的政府以及富

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和正确的政策ꎮ 对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ꎬ 要凝聚

全体国民的团结和意志ꎬ 集中全国力量推进有序的经济、 社会乃至政治改革ꎬ
就必然需要在一定时期和一定领域内拥有一个 “强政府”ꎬ 即强大的政治权威和

有效的治理能力ꎮ 其实ꎬ 即使是西方政治学家从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分析中

也早就指出了这一点ꎮ 如已故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精辟地指出ꎬ 处于现

代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 “必须先存有权威ꎬ 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④ꎬ 就如同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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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 «解读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论中国新发展观»ꎬ 载 «中国青年报»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ꎮ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外文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１２０ 页ꎮ
“发展型国家” 以及 “发展型国家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ꎬ 系国际发展经济学

界在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通过研究当时日本及东亚各国的快速发展而创立的一种理论ꎬ 后来人们习惯于

把那些将经济发展放在首要位置的国家称之为 “发展型国家”ꎮ
[美国] 塞缪尔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ꎬ 王冠华等译ꎬ 三联书社ꎬ １９８９ 年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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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创造财富ꎬ 而后才谈得上均衡分配财富一样ꎮ 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早已证

明ꎬ 经济发展并不仅仅只能在西方政治民主的条件下才能获得ꎮ ２０ 世纪六七

十年代ꎬ 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尤为普遍ꎬ 如

“亚洲四小龙”①) 就是在政治威权主义统治下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ꎮ
不少西方学者也因此在用所谓 “发展型国家” 这一概念来解释包括中国在内

的东亚新兴经济发展体的快速经济发展时ꎬ 指出 “发展型国家” 的特点就在

于 “它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ꎬ 国家通常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ꎬ
且这一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发展意愿ꎬ 并拥有能有效动员和配置各种资源以

推动国家发展的能力”ꎮ②

在改革开放的 ３０ 多年里ꎬ 中国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一马平川ꎮ 面

对国际风云变幻以及国内局势的变化调整ꎬ 中国经济发展也经历过几次起起

伏伏ꎬ 政治发展进程也经历过动荡和风险ꎬ 但这些起伏和动荡每次都是依靠

并通过强有力的、 致力于发展的 “政府之手” 的干预和宏观调控ꎬ 才使得国

家经济发展走出阴霾ꎬ 使国家政治进程克服动荡和风险的挑战回到发展的正

确轨道ꎮ 自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ꎬ 中国正是在富有远见卓

识并相对稳定的几代领导人的领导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ꎮ 毛泽东主席在奠定

中华民族的团结和民族国家认同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ꎬ 这也构成了中国改革

开放得以迅速开展的重要政治基础ꎮ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则引领着中

国人民走向了改革开放、 发展以及实现现代化的繁荣之路ꎮ 江泽民、 胡锦涛

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均继续秉承开放和发展的理念ꎬ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ꎬ 与

时俱进地丰富和升华了 “发展观” 的内涵ꎬ 凝聚全民对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

共识ꎬ 使中华民族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ꎮ
从政治体制上来看ꎬ 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被

西方社会长期解读为中国共产党的 “一党长期执政”ꎬ 但所有客观的分析家也

同样认可 “一党长期执政” 可以最有效地保持政策连续性ꎮ 自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ꎬ 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 “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即

４７

①

②

“亚洲四小龙” 系指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ꎬ 亚洲的中国香港地区、 中国台湾地区、 新加坡和

韩国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ꎬ 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ꎬ 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ꎬ 一跃成

为全亚洲发达富裕的地区ꎮ
罗建波: «非洲国家的治理难题与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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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计划”) 如今已经进入了第 １３ 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 (即 “十三五计

划”)ꎮ 按照历次 “五年计划” 的推进ꎬ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 经济特区建

设ꎬ 以及目前的国际产能合作与 “一带一路” 建设等方面有条不紊地持续展

开ꎮ 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也通过领导干部任期制、 集体领导以及择优录用和竞

争上岗的人才选拔制度ꎬ 不断打造优秀的领导干部队伍ꎬ 通过打造 “好的治

理” 而不是盲目追求 “选举民主化” 来夯实治国理政的民意基础ꎮ
另外ꎬ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虽然有目共睹并得到世界公认ꎬ 但国际上似

乎很少有人认识到ꎬ 中国经济改革其实是与政治和社会改革同步进行并相伴

而生的ꎬ 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的取得是与多年来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努力密不可

分的ꎮ “事实上ꎬ 中国的改革绝不仅仅限于单一的经济领域 (尽管这一领域发

生的变化最显著ꎬ 也最直观)ꎬ 而是涉及经济体制、 政治体制、 文化体制以及

社会体制等各个方面的全方位的改革ꎮ ３０ 多年来ꎬ 正是通过对领导体制、 干

部用人体制、 选举体制 (包括党内选举和基层选举)、 立法和司法体制、 决策

体制等诸多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方面的渐进性改革ꎬ 才得以确保经济改革不断

向纵深推进以及在剧烈的社会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各民族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

之间利益的兼容与和谐共处ꎮ 尽管在发展的过程中ꎬ 中国也面临贫富分化、
地区发展失衡等诸多挑战ꎬ 但从历史的纵向发展坐标看ꎬ 中国人民正享受着

历史上前所未有、 越来越多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权利ꎮ 这恐怕也正是为什么

以发展为导向的 ‘北京共识’ 能够与以自由化为导向的 ‘华盛顿共识’ 同场

竞技ꎬ 并日益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追捧的原因所在ꎮ”①

反观非洲ꎬ 在中国踏上改革开放之路的历史同期ꎬ 大多数非洲国家则在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西方捐助国 “指导” 下开

始实施经济结构调整和多党政治民主化ꎮ 以 “华盛顿共识” 为基础的经济结

构调整计划忽视了非洲国情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ꎬ 试图以一步到位的

“改革” 实现非洲社会的转型ꎬ 即在社会安全网建立之前就实行自由化ꎬ 在管

理制度形成之前就实现私有化ꎬ 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社会形成之前就推

行民主化ꎮ 其结果自然是改革引发动荡ꎬ 而社会动荡反过来又制约了改革的

推进ꎮ 另外ꎬ 不少非洲国家在独立后还经历了发展政策的偏差ꎬ 如盲目工业

５７

① 参见贺文萍: «从 “援助有效性” 到 “发展有效性”: 援助理念的演变及中国经验的作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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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造成了农业的长期停滞、 快速城市化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二元化、 人口的高

速增长蚕食了经济增长的成果ꎬ 等等ꎮ 因此ꎬ 上述两方面中国经验对于大多

数非洲国家来说具有一定的适应性ꎬ 如何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自然逐渐成为

那些希望探索符合自身发展之路的非洲国家的共识ꎮ

中国经验与非洲发展的融合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ꎬ 非洲知名独立无党派调查机构 “非洲晴雨表”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发布了一篇题为 «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持续加强赢得广泛积极

评价» ( Ｃｈｉｎａ’ 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ｉｎｓ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Ｒｅｖｉｅｗｓ) 的研究报告ꎮ 该报告研究团队选取非洲 ３６ 个国家的 ５ ４ 万名民众作

调查对象ꎬ 探究中国在非洲的形象ꎮ 其结果是: 大部分非洲人认为ꎬ 中国在

非洲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为各自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ꎮ 获得的积极评价尤其

体现在中国在非基础设施投资、 商业贸易活动及中国制造的产品方面ꎮ 该报

告还显示ꎬ 不仅非洲人对中国在非洲经济发展方面作用持有好感ꎬ 而且中国

是受访者心中第二受欢迎的国家发展样板ꎮ① 由此可见ꎬ 在中非经贸联系所展

现的大量积极成果的事实面前ꎬ 不仅西方媒体描黑中国的所谓 “新殖民主义

论” 正在失去市场ꎬ 而且非洲政府及人民不仅认可中非间良好的经济联系ꎬ
开始把中国发展模式视为非洲的国家发展样板ꎮ 这表明ꎬ 非洲国家一方面拥

有学习中国发展经验的愿望ꎬ 另一方面也在思考如何学以及用什么样的心态

学习中国经验ꎮ
(一) 非洲国家普遍希望学习和借鉴中国发展经验

随着近十多年来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 非洲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

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ꎬ 不少非洲国家开始涌动一股 “向东看” 的政策热潮ꎬ
非洲国家普遍看好与中国合作的前景ꎮ② 特别是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ꎬ
非洲国家更是把加强与中国等亚洲新兴国家的经贸联系视为抵御金融危机冲

６７

①

②

«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在非洲影响力赢得广泛积极评价»ꎬ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６ / １０２６ / ｃ１００２ － ２８８０９５１３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２２ꎻ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Ｒｅｐｏｒｔꎬ “ Ｃｈｉｎａ’ 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ｉｎｓ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Ｒｅｖｉｅｗ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ｄ１２２ － ｃｈｉｎａｓ －
ｇｒｏｗｉｎｇ －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 ａｆｒｉｃａ － ｗｉｎｓ － ｌａｒｇｅｌｙ －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 ｐｏｐｕｌａｒ － ｒｅｖｉｅｗｓꎬ ２０１７ －０６ －２２ꎮ

张忠祥: «当前非洲经济转型的特点»ꎬ 载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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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的重要屏障ꎬ 把学习和借鉴中国等亚洲新兴国家的发展经验视为本国外交

工作的新重心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ꎬ 非洲第一大经济强国南非加入 “金砖国

家” 可被视为非洲加强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联系的重要一步ꎮ 南非 «金融邮

报» 杂志早在南非总统祖马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访华前就曾发表评论称ꎬ 中国企业

投资南非的热潮正在到来ꎬ 南非政府已经意识到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向发展中

国家转移ꎬ 而中国是其中的领军者ꎬ 因此采取了 “向东看” 政策ꎮ① 另外ꎬ
覆盖全非洲的研究智库———非洲经济转型研究中心 (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ＡＣＥＴ)②ꎬ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推出了上、 下两卷大型研

究报告ꎬ 分别为 «向东看: 中国进入非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和 «向东看:
非洲决策者们如何和中国打交道»ꎬ 上述报告详尽分析了中国与非洲在开展投

资、 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给非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ꎬ 并针对不同非洲

国家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给出了不同的与中国打交道的政策建议ꎮ③ 这两份

研究报告一方面认同中国作为新兴的全球经济强国正在成为亚非拉广大发展

中国家南南合作的重要经济伙伴ꎬ 并会带来诸多发展机遇ꎬ 非洲国家采取

“向东看” 战略恰逢其时ꎬ 不能错失合作商机ꎻ 另一方面ꎬ 该报告也提出非洲

国家应认真制定自身发展战略ꎬ 以期确保双方在合作中实现双赢ꎮ
另外ꎬ 对于中国经验的哪些方面最值得非洲学习和借鉴ꎬ 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ꎮ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ꎬ 世界银行非洲地区部的资深经济学家阿里扎法尔

(Ａｌｉ Ｚａｆａｒ) 撰写了题为 «向中国奇迹学习: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教训» 研

究报告ꎬ 具体指出非洲可以在 ７ 个方面学习中国经验ꎬ 即: 中国改革的政治

经济以及政治精英与私营部门共赢的经验ꎻ 中国在改革开放早期利用华侨资

本和技术的经验ꎻ 中国通过农村改革ꎬ 实现产权重组ꎬ 提高储蓄和产出ꎬ 从

而促进经济增长的经验ꎻ 中国采用有竞争力的汇率推动经济增长的经验ꎻ 中

国的港口管理经验ꎻ 中国一定程度的权力下放经验ꎻ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和

少数民族施策经验ꎮ④ 埃塞俄比亚总理特别顾问阿尔卡贝奥克贝 (Ａｒｋｅｂｅ
Ｏｑｕｂａｙ) 在其出版的著作 «非洲制造: 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 一书中则认

７７

①
②
③
④

参见侯隽: «南非 “向东看”ꎬ 想成 “金砖第五国”»ꎬ 载 «中国经济周刊»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ꎮ
非洲经济转型研究中心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ꎬ 致力于向非洲各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ꎮ
参见贺文萍: «非洲与亚洲的接近和战略合作»ꎬ 载 «中国市场» 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４ 期ꎬ 第 １７ 页ꎮ
Ａｌｉ Ｚａｆａｒꎬ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５２１６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ꎬ 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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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ꎬ “ (中国经验中的) ‘边干边学’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Ｄｏｉｎｇ) 是一个值得非洲国

家借鉴且作为提升产业政策效力的发展思路和模式”① 此外ꎬ 乌干达总统穆塞

维尼也曾表示ꎬ 可以借鉴中国经验ꎬ 筹集资金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ꎬ 促进

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ꎮ② 加纳前总统库福尔则表示ꎬ 非洲可以从中国的发展进

程中吸取经验ꎬ 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兴国战略尤其值得非洲国家借鉴ꎮ③

(二) 非洲国家国情的差异性使其对中国经验的内容认知和认同程度不同

虽然非洲国家自冷战结束以后即迈上了政治民主化发展的道路ꎬ 加强治

理和推行良政已成为非洲国家的广泛共识ꎬ 但由于非洲各国国情和政治发展

过程的差异ꎬ 各国领导人在政治价值理念以及对外政策取向上并非高度一致ꎬ
而是出现了较大程度上的分化ꎮ 总体而言ꎬ 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 原为国内

反对派领导人并最终在大选中击败原执政党而走上权力中心的非洲国家领导

人ꎬ 如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官的科特迪瓦现任总统瓦塔拉ꎬ 以及非洲

首位女总统、 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并曾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高官的利比里

亚现任总统埃伦瑟利夫等ꎬ 大多在政治理念方面认同西方 “民主”、 “自
由”、 “人权” 等价值观ꎮ 他们对西方以 “自由” 和 “人道主义干涉” 为名打

击利比亚卡扎菲等独裁者的行动表示支持ꎬ 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比较密切ꎮ
与此相对应的是ꎬ 一些经历过民族解放斗争并长期执政的老一辈非洲国家领

导人ꎬ 如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 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里卡、 被国际刑事法

院通缉的苏丹总统巴希尔ꎬ 以及经历过反种族隔离斗争的老战士———南非总

统祖马等ꎬ 则更认同非洲传统的价值观和政治治理原则ꎬ 对西方干预非洲事

务持警惕甚至是反对的态度ꎮ
总体上看ꎬ 非洲国家 (不管其政治价值观是如何亲西方的) 对中国经济

发展的成就均表示钦佩ꎬ 甚至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早已是发达

国家ꎬ 而不再是发展中国家ꎮ 因此ꎬ 非洲国家普遍希望借鉴中国经济发展取

得成功的经验ꎬ 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国公司到非洲投资兴业ꎮ 但对中国在政治

发展道路选择以及治党、 治国的经验ꎬ 非洲国家则因其自身历史发展轨迹、

８７

①

②

③

[埃塞俄比亚] 阿尔卡贝奥克贝: «非洲制造: 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 (Ｍａｄ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ꎬ 潘良、 蔡莺译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２７３ 页ꎮ

王新俊: «非洲国家望借鉴中国经验ꎬ 发展基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ꎬ 载国际在线: ｈｔｔｐ: / / ｇｂ
ｃｒｉ ｃｎ / ４２０７１ / ２０１４ / ０３ / ０１ / ６０７１ｓ４４４３４８２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０１ꎮ

邵海军: «加纳前总统库福尔说非洲可向中国学习发展经验»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２ － ０８ / ３１ / ｃ＿ １２３６５３２３１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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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及领导人价值观取向的不同ꎬ 而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ꎮ 如前所述ꎬ
那些更认同非洲传统的价值观和政治治理原则并对西方干预非洲事务持警惕

甚至是反对态度、 自独立以来长期执政的国家 (如南非、 埃塞俄比亚、 津巴

布韦等) 领导人ꎬ 较认同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ꎬ 希望借鉴中国的治国理政经

验ꎬ 并且已经着手学习和实践相关的治党治国经验ꎬ 如开办党校、 加强反腐

力度等ꎮ
与此不同的是ꎬ 一些自诩民主政治搞得较好且经济政治发展一向较稳定

的国家 (以博茨瓦纳为代表)ꎬ 则对借鉴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治国理政经验兴趣

不大ꎬ 甚至认为自身在民主发展、 公民社会建设、 法制建设等各方面均走在

了中国的前面ꎬ 中非国情差异较大ꎬ 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并不适用于非洲ꎮ①

１９６６ 年独立的博茨瓦纳虽然人口仅有区区 ２００ 多万人ꎬ 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早已达到 ８ ０００ 美元ꎬ 且被世界银行列为 “高中等收入国家”ꎮ 据 ２０１１ 年英国

经济学社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ｎｉｔ) 发布的民主指数排名显示ꎬ 博茨瓦纳

得分 ７ ６３ꎬ 排在全球第 ３３ 位、 非洲第 ３ 位ꎻ 自 １９９８ 年来ꎬ 博茨瓦纳多次被

“透明国际” 评定为非洲最廉洁的国家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博茨瓦纳在全世界廉洁指

数排名中居第 ３２ 位ꎬ 在非洲居首位 (中国为全球排名第 ７５ 位)ꎮ ２００８ 年上台

的卡马总统则更是以所谓的 “道义感” 和 “原则性” 引人注目ꎬ 常常在有关

非洲的重大事件上秉承 “国际道义与民主原则”ꎬ 发出特立独行的声音ꎮ 如呼

吁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下台ꎬ 要求逮捕苏丹总统巴希尔等ꎮ
(三) 平等性、 双向性与适应性是推动中国经验与非洲发展融合的关键

经验的分享与交流从来就是一个双向车道ꎮ 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时代ꎬ
历史发展和国情不同的国家出现政治和价值观认同上的差异实属正常ꎮ 非洲

国家自冷战结束后已经在多党民主的发展道路上摸索前进了 ２０ 多年ꎬ 逐渐形

成了具有非洲特色的多元民主体制ꎮ 对此ꎬ 非洲国家和人民是总体上感到自

豪和骄傲的ꎮ 一些长期受西方思想影响的非洲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团体对中国

的人权和政治模式存在一些不理解、 疑惑甚至误解ꎬ 也实属正常ꎮ 因此ꎬ 在

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过程中ꎬ 我们不仅要避免居高临下的 “说教” 式的

一言堂灌输ꎬ 更要以平等和倾听的态度ꎬ 多肯定非洲的民主进程ꎬ 多解释中

国 “自下而上” 的民主建设模式是国情使然ꎬ 与非洲 “自上而下” 的做法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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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笔者赴博茨瓦纳调研时与博方学者的相关谈话记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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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同归ꎬ 以达到相互理解、 交流ꎬ 并最终互为借鉴的目标ꎮ
首先ꎬ 平等性和双向性需要我们具备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ꎬ 从非洲的政

治、 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吸取经验ꎮ 如在政治发展方面ꎬ 经过 ２０ 多年多党民主

政治的摸索与实践ꎬ 非洲国家在非政府组织发展、 市民社会培育和建设、 政

党与舆论监督等方面均积累了宝贵的经验ꎻ 在发展理念方面ꎬ 绿色发展、 环

境友好型发展、 尊重自然、 天人合一等更是根植于非洲各界、 早已深入人心

的理念ꎮ “早在 １９８４ 年ꎬ ４８ 个非洲国家在赞比亚卢萨卡召开的非洲地区环境

保护会议上就通过了 «非洲环境保护行动计划»ꎬ 呼吁非洲各国高度重视荒漠

化、 水资源污染以及森林资源乱砍滥伐现象ꎬ 并把每年的 ４ 月 １０ 日定为非洲

环境保护日ꎮ”① 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 中部非洲国家卢旺达由总统卡加梅签署了禁

止生产和使用塑料袋的法律ꎬ 限制在卢旺达生产、 使用、 进口和销售塑料袋ꎮ
违者将受到严厉惩罚ꎮ 该法规定ꎬ 企业、 贸易公司或个人经发现没有授权而

拥有塑料袋将被处以 ６ 到 １２ 个月的监禁和 １０ 万到 ５０ 万卢旺达法郎的罚款ꎮ
如有累犯ꎬ 处罚还将翻倍ꎮ② 记得笔者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赴卢旺达调研时ꎬ 接机的

卢旺达友人就曾一再叮嘱千万不要使用塑料袋装物ꎬ 更不要拎着塑料袋下飞

机ꎮ 另外ꎬ 在社会文化方面ꎬ 非洲在集体主义、 敬老尊贤、 宽容待人等方面

的优秀素养均可圈可点ꎬ 非洲文化如舞蹈、 绘画、 音乐、 乐器和雕刻等更是

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亮丽瑰宝ꎬ③ 都需要我们用睿智的目光发现ꎬ 用欣赏的耳朵

倾听ꎮ 因此ꎬ 中国可向非洲学习非政府组织管理、 保护自然环境等方面可资

借鉴的做法ꎬ 丰富、 融通与用于中国的发展建设ꎮ
其次ꎬ 平等性、 双向性还体现在中非双方需具有问题意识和内省意识ꎬ

对中国与非洲各自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教训不掩盖、 不回避ꎮ 中国虽然

在改革开放的 ３０ 多年里拿出了亮丽的成绩单ꎬ 但在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容

回避的问题并付出了发展的代价ꎮ 如过于粗放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ꎬ 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对经济增长数据过度重视ꎬ 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保护以及社

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ꎮ 如今ꎬ 我们必须用发展的成果来纠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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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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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安春英: «中国经验对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的启示»ꎬ 载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１６ 页ꎮ
«卢旺达总统签署禁止塑料袋法»ꎬ 载中国驻卢旺达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ｒ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０９０６ / ２００９０６０６３２１０９４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０２ꎮ
参见李安山: «中国与非洲文化的相似性———兼论中国应该向非洲学习什么»ꎬ 载 «西亚非

洲»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５３ ~ ６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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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发展带来的问题ꎬ 直面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加强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 防

止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等各方面的挑战ꎮ 同样ꎬ 不少非洲国家在独立后更是经

历了诸多发展政策的偏差ꎮ 如盲目工业化造成了农业的长期停滞ꎬ 过度依赖

原材料出口制约了经济结构的多元化ꎬ 快速城市化则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二元

化ꎬ 以及人口的高速增长蚕食了经济增长的成果ꎬ 等等ꎮ 因此ꎬ 中非双方只

有以内省意识和批评精神对中、 非发展过程中走过的弯路进行深度梳理和分

析ꎬ 才能够为新时期中非减贫和治国理政经验分享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ꎮ
最后ꎬ 适应性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主要强调外来经验与本地实际的紧密结合和

无缝对接ꎮ 虽然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宏观和整体发展背景上 (如发展起点和发

展基础) 有很多相似性ꎬ 但具体到 ５４ 个非洲国家内部的微观发展条件上ꎬ 则

会出现很多差异性ꎮ 有时ꎬ 差异性甚至大大多于相似性ꎮ 因此ꎬ 中国发展经

验的非洲借鉴必须立足非洲国情并稳步推进ꎬ 切忌采取 “一刀切” 的盲目照

搬方式以及急于求成的心态ꎮ
其实ꎬ 中国发展成就的取得不是 “依靠从外部 ‘引进’ 的政策和规则ꎬ

而是产生于中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①ꎬ 这是因为不照搬或照抄任何西

方的政治或经济发展模式、 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ꎮ 中国发展经验也始

终强调要根据本国国情探寻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ꎮ 同理ꎬ 当非洲

国家借鉴与分享中国发展经验时ꎬ 也需要把这些中国经验与非洲的实际相结

合、 相适应ꎬ 并最终实现融合性的新发展ꎮ 因此ꎬ 非洲在借鉴中国发展经验

的发展过程中ꎬ 必须首先对自身国情和发展条件 “摸清”、 “摸透”ꎬ 对适合

自身条件的发展经验进行 “借鉴” 并发扬光大ꎬ 对不适合自身条件的 “经
验” 则不必盲目照搬ꎮ 比如ꎬ 在经济发展领域ꎬ 非洲的内陆小国就难以复制

中国沿海省份 “两头在外” 的沿海经济开发区模式ꎻ 已经实现快速城市化的

非洲国家也很难照搬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路径ꎻ 土地私有化 (一些非洲国家

９０％的土地掌握在传统酋长手中) 对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必然形成制

约等等ꎮ 另外ꎬ 在发展的心态上ꎬ 非洲国家也需要用 “求稳” 代替 “求快”ꎮ
例如ꎬ “工业园区” 的建设并不等于 “工业化” 的完成ꎬ “工业园区” 建设也

不是划一块地和出台几个优惠政策那么简单ꎮ 作为工业化发展先行先试的

“带路者”ꎬ “工业园区” 的建设需要双方在政策、 基础设施、 人力资源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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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投入的共同努力ꎬ 投资方、 承建方或土地提供方等任何单一方都无法以

一己之力来完成ꎮ 在政治发展领域ꎬ 非洲多党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态也完全不

同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ꎬ 非洲国家的媒体、 工会、 非政府组织以

及环保和人权组织等等所具有的能量及其与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也与中国的

情况完全不同ꎮ 因此ꎬ 中非双方在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方面必须是在差异中寻

找共识ꎬ 并在共识的基础上把经验运用于本土ꎬ 在调适的过程中实现经验分

享的适应与融合ꎮ

未来发展: 中国经验在非洲发展中的创新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ꎬ “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 艰巨的、 繁重的事业ꎬ
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ꎮ”①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时也指出ꎬ “中国

将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ꎬ 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

和发展实践ꎮ”② 由此可见ꎬ 中国经验的发展与创新未来需要吸纳国内外的一

切研究与实践ꎮ 基于改革开放伟业而产生的中国发展经验ꎬ 不仅需要在我们

国内继续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地更新、 丰富和发展ꎬ 而且随着中国企

业 “走出去” 以及中国经济所具备的越来越大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和影响ꎬ
这一中国经验丰富、 发展和创新的过程已经不再局限于在中国国内来完成ꎬ
而是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建设和推进、 随着 “中国发展经验” 走出国

门ꎬ 而不断具有了开放性、 包容性和世界性ꎮ 随着中非合作的日益加强以及

非洲国家 “向东看” 的政策热潮ꎬ 中国经验也必然在非洲的发展过程中ꎬ 通

过与非洲大陆特有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政治、 经济、 社会生态相结合ꎬ 走出自

己的创新发展之路ꎮ 其实ꎬ 通过近年来非洲在经济发展与政治治理两方面的

最新探索ꎬ 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这种创新的热情和发展的曙光ꎮ
(一) 挖掘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建设的 “后发优势”
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结合自身的比较优势ꎬ 通过集中发展

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 “两头在外” 的东部沿海经贸合作产业园区的建设ꎬ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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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外文局: 前引书ꎬ 第 ６７ ~ ６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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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ꎮ 另外ꎬ “要想富ꎬ 先修路”ꎬ 大力开

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培训ꎬ 为工业化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和人力储备

基础ꎬ 也早已在中国成为广泛的共识ꎮ 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

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在考察非洲多国的经济现

状后认为ꎬ 非洲国家要实现成功的工业化ꎬ 也亟需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发找

准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ꎬ 并考虑从该产业已较为成熟的国家引入投资和

产业技术ꎬ 通过发展经济特区或建立产业园区的方式ꎬ 吸引外来投资并在较

短的时间内很快形成一个产业集群ꎬ 而产业集群的出现又可以进一步降低交

易成本ꎬ 改善国内整体的商业环境ꎮ “建立工业园区或经济特区可以有效促进

区域内基础设施发展、 启动工业化的进程ꎬ 同时为当地带来巨大的就业机会ꎮ
一个小的成功可以带来更多的成功ꎮ 一个工业园区或者经济特区的成功将会

逐渐辐射到临近区域和相关领域上ꎬ 为整个非洲越来越多的地方发展经济、
消除贫困、 实现国民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ꎮ”①

不仅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如此认为ꎬ 非洲国家政要和知

识精英也认可这一发展路径ꎮ 如埃塞俄比亚总理特别顾问阿尔卡贝奥克贝

在其著作 «非洲制造: 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 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明确指

出ꎬ “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同中国近年来贯彻实施的以

解决深层次经济和社会问题为主要目标的非意识形态的务实主义经济发展战

略存在许多相似之处”ꎬ “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实践采用了非洲中国式的

‘摸着石头过河’ 的探索模式”ꎮ② 在实践中ꎬ 资源贫瘠并且发展底子很薄的

埃塞俄比亚近十多年来通过大力打造 “基础设施” 和 “产业园区” 建设的两

个 “车轮”ꎬ ２１ 世纪以来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高速经济增长ꎬ 成为世界上增

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ꎮ 在中国资金和中国建设的大力支持下ꎬ ２０１５ 年底非洲

第一条电力城市轻轨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市开通运行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由

中国企业建设、 连接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两国首都、 全长 ７５２ ７ 公里、 总投

资约 ４０ 亿美元的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 (亚吉铁路) 也正式建成ꎮ 亚吉

铁路的建成将大大缩短吉布提至亚的斯亚贝巴的运输时间ꎬ 从以往公路运输

的 ７ 天降至 １０ 个小时ꎬ 不仅降低物流成本和提高了物流的速度ꎬ 而且可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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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林毅夫: «非洲应从中国工业化进程学习什么?»ꎬ 载 «中国财经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６ 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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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铁路沿线经济特区和工业园等相关产业链的发展ꎬ 有力推动埃塞俄比亚和

吉布提两国的工业化进程ꎮ
另外ꎬ 埃塞俄比亚政府还将由中国民企江苏永元投资有限公司建设的埃

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作为该国 «持续性发展及脱贫计划 (ＳＤＰＲＰ)» 的一部分

并被列为国家工业发展计划中重要的优先项目ꎮ 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

亚贝巴附近的杜卡姆市、 始建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的东方工业园ꎬ 现已有 ７０ 多家

企业入驻ꎬ 其中最早落户工业园的企业之一 “华坚鞋业” 被视作中国与埃塞

进行产能合作的样板企业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 华坚鞋业已累计出口超过 ８ ０００
万美元ꎬ 实际结汇超过 ４ ０００ 万美元ꎬ 为当地提供了 ６ ０００ 个就业岗位ꎮ① 雄

心勃勃的埃塞俄比亚政府还已制定了新的 «发展与转型规划»ꎬ 计划到 ２０２５
年将埃塞建设成为非洲领先的制造业中心ꎮ 对此ꎬ 来自俄罗斯复兴资本银行

的首席经济学家查尔斯罗伯逊有着自己独到的 “第三眼观察”ꎬ 他认为ꎬ 埃

塞俄比亚遵循了中国成功践行的国家主导大力投资的发展模式ꎮ 当大多数非

洲国家都在寻求私营部门主导的发展模式时ꎬ “埃塞俄比亚却采纳了我们在中

国看到的五年计划和自上而下的方法”ꎬ 把重点放在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上ꎬ 比

如首先是建立电力供应ꎬ 然后发展轻工制造业ꎬ 接着是重工业ꎮ②

除埃塞俄比亚外ꎬ 很多非洲国家都在纷纷自建或邀请中方企业投资兴建

各类经贸合作区、 出口加工区或产业园区ꎮ 目前ꎬ 由中方企业投资兴建的规

模较大的国家级经贸合作区已有 ７ 个ꎬ 分别位于赞比亚、 毛里求斯、 尼日利

亚、 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ꎮ 刚果 (布) 的黑角经济特区已邀请中国

(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在 ２０１６ 年完成了立法和相关项目规划论证ꎬ 有望在

２０１７ 年启动项目建设ꎮ 届时ꎬ 在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将出现一个 “令人惊叹”
的带有中国 “元素” 的非洲版经济特区ꎮ

(二) 从反腐败和政党建设入手提高执政和治理能力

自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ꎬ 当中国在 “摸着石头过河” 并渐次有序推进

经济改革以及社会和政治发展时ꎬ 大多数非洲国家则是在经济上全面实施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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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郑青亭: «从东方工业园到华坚轻工业城ꎬ 中国民企加速涌入埃塞制造业»ꎬ 载 «２１ 世纪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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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 «经济结构调整方案» 并在冷战后开启

了多党政治民主化进程ꎮ 然而ꎬ 旨在对经济实行全面彻底的私有化、 自由化

和市场化改革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脱离非洲的实际承受力ꎬ 并终因超越非洲

国家商品经济极不发达、 市场发育极不完善的客观现实而收效甚微ꎮ 不少非

洲国家因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社会尚未形成ꎬ 其在多党自由民主化的道路

上也是走的磕磕绊绊ꎮ
近年来ꎬ 随着中非合作不断走向深入以及非洲国家 “向东看” 潮流的勃

兴ꎬ “中国模式” 对非洲国家的吸引力也自然超越了以往的经济发展层面ꎬ 开

始上升到政党建设和治国理政的政治发展层面ꎮ 如今ꎬ 不仅越来越多的非洲

国家领导人以及非洲学者和非洲媒体主张学习和借鉴中国治国理政经验ꎬ 而

且如南非这样的非洲大国在发展型政府理念的指导下ꎬ 还采取了诸如选送执

政党干部到中国中央党校学习以及建设自身执政党党校的实际行动ꎮ 据美国

«时代» 周刊网站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报道ꎬ 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 (非
国大) 已经仿效中共中央党校的建校模式ꎬ 决定在南非曾经的淘金小镇芬特

斯克龙建立其建党以来的第一所培养政治领导人的 “党校”ꎮ 一些媒体人士据

此指出ꎬ “非洲各国 (虽然) 从欧美学到了一套徒有其表的宪政和选举制度ꎬ
却没有从欧美学到如何源源不断地培养合格的治国理政人才ꎬ 其本地的部族

主义、 庇护主义传统严重制约着政府选人和用人机制的现代化ꎮ 这个空缺ꎬ
很大程度上将由中国来填补ꎮ”①

的确ꎬ 政党培训已成为近年来中非间政党对话和交流机制建设的一项重

要内容ꎬ 成为中非双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一个新平台ꎮ 据悉ꎬ 从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１５ 年ꎬ 通过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开设的非洲政党领导人研修班项目ꎬ
中国培训了 ２００ 多名年轻的非洲政党领袖ꎮ 未来三年ꎬ 中国还将邀请 １ ０００ 名

非洲青年领袖来华培训ꎬ 为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平台建设培养新的生力

军ꎮ② 另外ꎬ 中国与非洲国家还在反腐败工作中相互学习和借鉴ꎬ 为执政党打

造清廉政府和赢得民众支持进行有益探索ꎮ 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就是反

腐败行动的积极倡导者ꎮ 自 ２０００ 年上台以来ꎬ 卡加梅政府实行对腐败 “零容

忍政策”ꎬ 他主持制定的 «２０２０ 年远景规划» 把反腐败提高到了保障国家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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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唐棣: «输出 “党校” 意味着什么?»ꎬ 载 «文化纵横»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ꎮ
孙芸: «中国为非洲政党培训干部»ꎬ 原发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ꎬ 转引自观察者网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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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及发展的最高战略层面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卢旺达政府出台了防治腐败的 «第 ２３ /
２００３ 号法»ꎬ 规定任何人的资产如明显增加却无法证明其合理合法性ꎬ 就可被

视为犯有 “资产非法增加罪” 而受到法律的制裁ꎬ 这使卢旺达的反腐工作实

现了有法可依ꎮ①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执政以来ꎬ 领导已执

政 ５０ 年的坦桑尼亚革命党 “铁腕反腐ꎬ 打造廉洁政府ꎻ 重拳治懒ꎬ 打造高效

政府ꎻ 全面问责ꎬ 打造责任政府ꎻ 真情惠民ꎬ 打造亲民政府”ꎬ 并推出了坦桑

版的一系列严控公款消费的 “八项规定”ꎬ 把节约出来的经费全部用于改善民

生ꎬ 如: 大幅削减出访政府代表团人数ꎻ 总统、 副总统、 总理以外官员出差

不得乘坐头等舱和公务舱ꎻ 压缩会务经费ꎻ 大幅减少节庆活动ꎻ 任何国家单

位不得使用公款印制或者购买挂历、 贺年卡等节庆用品ꎬ 等等ꎮ②

总之ꎬ 国际社会在经历了近十多年来国际金融危机、 阿拉伯变局等重大

国际经济和政治事件的冲击之后ꎬ 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很多发展中转型国家

纷纷走出了迷信 “华盛顿共识” 的理论误区ꎬ 开始通过借鉴包括中国在内的

东亚国家的治理模式来摸索创新自己的治国理政之路ꎮ 但由于这一学习与借

鉴、 融合和创新的过程还刚刚开始ꎬ 人们可能更多看到的是学习和借鉴的一

面ꎬ 而忽视了融合和创新的过程ꎮ 前者是建立在相似性的基础上ꎬ 后者则是

由差异性所决定的ꎮ 前者更多表现在初期阶段ꎬ 后者将更多在中后期呈现ꎮ
正如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 ２０１５ 年在回答记者采访时所说ꎬ “中埃两

国关系之所以这么密切ꎬ 是有 ‘化学物质’ 起催化作用的ꎮ 首先ꎬ 埃塞俄比

亚和中国都有一个强大的执政党ꎮ 两党之间相互学习如何调动各自人民谋取

发展、 实现梦想ꎮ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梦ꎬ 埃塞俄比亚 (执政党) ‘人民革

命民主阵线’ 也有实现 ‘复兴’ 的梦想ꎮ 两党都有清晰的口号ꎬ 指引人民朝

着目标奋斗ꎮ 此外ꎬ 两国政府都意识到市场不是万能的ꎮ 特别是像埃塞俄比

亚这样的欠发达国家ꎬ 政府需要发挥重要的角色ꎮ 埃塞俄比亚和中国政府在

引领国家谋取发展方面的强大角色存在相似性ꎮ 而这样的相似性有助于双方

增进理解ꎬ 并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ꎮ”③

６８

①

②

③

«卡加梅重拳打击贪腐ꎬ 卢旺达建设非洲 “最廉洁国家”»ꎬ 载国际在线: ｈｔｔｐ: / / ｇｂ ｃｒｉ ｃｎ /
４２０７１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２１ / ７５５１ｓ４７３５７１９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１９ꎮ

吕友清: «坦桑尼亚新总统马古富力的执政风格»ꎬ 载新浪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ｚｌ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２８ / １６２８５１９４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２８ꎮ

倪涛: «埃塞俄比亚总理: “中国对非洲发展贡献显著”»ꎬ 载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１１２９ / ｃ１００１ － ２７８６８１２０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１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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