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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非洲大陆整体独立 ６０ 年来ꎬ 经济发展经历了曲折起伏的过

程ꎮ 总体看ꎬ 尽管非洲经济发展持续取得进步ꎬ 但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ꎬ 经

济发展相对缓慢ꎬ 与世界发展步伐的距离正在拉大ꎮ 究其原因ꎬ 不但众多ꎬ
而且复杂ꎮ 其中ꎬ 非洲经济发展中遭遇的长期的政局动荡与经济持续发展的

矛盾、 经济发展模式外部性与本土适应性的矛盾、 单一经济殖民遗产与完善

的民族经济体系的矛盾、 严重依赖外援与自力更生的矛盾ꎬ 以及人口快速增

长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矛盾ꎬ 影响了非洲的经济发展ꎮ 造成上述原因的因素十

分复杂ꎬ 既有殖民地遗产与现实发展的冲突ꎬ 也有内部发展与外部模式的冲

撞ꎬ 更有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ꎮ 因此ꎬ 非洲国家要实现可持续发展ꎬ
还必须着力进行经济结构转型ꎬ 摆脱对外依赖性ꎬ 改善政府治理ꎮ

关 键 词　 非洲经济　 政局　 对外依赖　 经济发展模式　 单一经济结构

人口负担

作者简介　 舒运国ꎬ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教授 (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ꎮ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非洲大陆获得政治独立至今ꎬ 已有 ６０ 年ꎮ 在这 ６０ 年

里ꎬ 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ꎬ 一些昔日的殖民地ꎬ 诸如亚洲和拉丁美洲的

一些国家ꎬ 正在迅速摆脱落后面貌ꎬ 向现代化进军ꎮ 相比之下ꎬ 非洲国家在

经历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的快速增长、 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与停滞不

前、 ２１ 世纪十几年的恢复与中高速增长阶段后ꎬ 当下非洲国家整体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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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 ３％ ~４％的发展期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在非洲经济增速变化的背后ꎬ 其经

济发展质量未获根本改变ꎮ 总体看ꎬ 非洲经济在 ６０ 年里虽然也取得一定的进

步ꎬ 但是发展十分缓慢ꎬ 与世界发展步伐的差距正在拉大ꎮ 非洲经济为什么

发展迟缓? 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讨论ꎮ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ꎬ 他们试图从社会、 文

化、 宗教、 政治、 经济和国际关系等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ꎮ 他们认为ꎬ 要了

解非洲的经济问题ꎬ 不能只看国内生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ꎬ 而

要把制约非洲发展的其他非经济因素放在一起讨论ꎮ① 而哈佛大学的学者则对

１９６５ ~ １９９０ 年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进行了研究ꎮ 他们指

出ꎬ 尽管非洲的自然地理条件很差ꎬ 但并没有对更快的增长构成难以逾越的

挑战ꎬ 糟糕的政策和机构在缓慢增长中起了很大作用ꎮ② 曾经担任非洲开发银

行行长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在任) 的卡培鲁卡 (Ｄｏｎａｌｄ Ｋａｂｅｒｕｋａ) 指出: 在解释

非洲经济发展迟缓致因时ꎬ 人们通常提出两种原因: 其一ꎬ 非洲无法控制的

结构因素ꎬ 即自然、 地理和历史等因素ꎬ 包括地理和生态、 非洲被任意划定

的边界、 内陆国家的高度集中、 热带土壤和流行病等ꎮ 其二ꎬ 所谓的选择因

素ꎬ 非洲国家对此具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权ꎬ 包括非洲国家所选择的政策、 治

理方法和机构等ꎮ 卡培鲁卡认为ꎬ 两者相比ꎬ 选择因素的作用更加关键ꎮ③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还在继续ꎮ 纵观非洲国家独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ꎬ
不容忽视的是ꎬ 它们的经济发展已经产生一定的路径依赖ꎬ 由此引发目标取

向与经济现实之间的一些矛盾ꎮ 本文希望通过对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中遭遇

的矛盾进行评析ꎬ 寻找非洲国家经济发展迟缓的具体原因ꎬ 为其未来发展提

供一些启示ꎮ

长期的政局动荡与经济持续发展的矛盾

美国学者多多 (Ｍａｈａｍａｔ Ｋ Ｄｏｄｏ) 曾指出: “自独立初期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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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以来ꎬ 政局不稳定和危机一直是非洲政治文化的一部分ꎮ 政变、 国内动

乱、 内战和地区战争都是非洲政治的主要内容ꎮ 它们对非洲社会经济的发展

带来了严重的冲击”ꎮ① 回顾历史ꎬ 非洲国家政局虽总体趋稳ꎬ 但在独立后的

相当长时间或一些国家政局动荡不安ꎬ 不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严重阻碍了经

济发展ꎮ 这是非洲国家独立后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之一ꎮ
(一) 不利的政局动荡环境

引发非洲国家政局不稳定的因素十分复杂ꎬ 大致有以下三类:
第一ꎬ 非洲国家政治体制不适应非洲国情ꎬ 经济发展受挫ꎬ 民族矛盾

激化ꎬ 群众对政府不满ꎬ 从而引发了军事政变或者国内动乱 (包括内战)ꎮ
非洲国家独立后ꎬ 为了巩固和壮大新生的民族国家ꎬ 必须首先建立自己的

政治体制ꎬ 包括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 国家结构形式、 政党制度及选举制

度等ꎮ 然而ꎬ 非洲国家建立现代政治体制的基础十分薄弱: 其一ꎬ 大部分

非洲国家 (主要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在西方殖民入侵前ꎬ 尚处于原始

社会后期ꎬ 故未建立现代国家组织ꎬ 部落是基层社会组织ꎮ 因此ꎬ 缺少建

立和运行现代国家政治体制的历史经验ꎮ 其二ꎬ 西方入侵后ꎬ 殖民主义者

无视非洲各族发展的历史与现状ꎬ 不但任意瓜分和建立殖民地ꎬ 而且把殖

民地政治体制直接强加给非洲各族ꎮ 殖民地政治体制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剥

夺殖民地财富ꎬ 一切为宗主国利益服务ꎮ 十分明显ꎬ 非洲国家独立后既无

法恢复部落社会的政治体制ꎬ 也无法沿用殖民地的政治体制ꎮ 那么ꎬ 什么

样的政治体制适合于非洲国家呢? 非洲国家为此进行了长期的探索ꎬ 大致经

历了 ３ 个阶段ꎮ 独立之初ꎬ 非洲国家大多搬用或者模仿西方宗主国的政治

体制ꎬ 实行三权分立采用多党制ꎻ 进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ꎬ 非洲国

家又大多改用中央集权和一党制的政治体制ꎻ 直至 ９０ 年代中后期ꎬ 非洲国

家再次改革政治体制ꎬ 多数国家完成了多党民主政体的制度性安排ꎬ 采用

民主政体和多党制ꎮ
这些主要来自外部的政治体制在实践中都被证明不完全适合非洲国家的

国情: 其一ꎬ 非洲国家缺乏民众的认同ꎬ 政府缺乏权威ꎮ 由于非洲国家大多

建立在西方殖民地基础上ꎬ 因此非洲民众缺乏对于国家的认同感ꎮ 相反ꎬ 对

于本民族的认同感却十分普遍和强烈ꎬ 民族认同感甚至超过国家认同感ꎮ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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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ꎬ 在多民族的非洲国家ꎬ 中央政府在国内缺乏权威性和号召力ꎬ 中央政府

的组成往往成为国内各族争夺权力的场合ꎮ 其二ꎬ 建立现代政党的条件不成

熟ꎮ 独立之初的非洲国家缺乏建立现代政党制度的社会阶级基础ꎬ 于是非洲

的政党往往以各个民族为基础ꎬ 一个政党代表一个民族ꎬ 政党成为各民族争

夺政治利益的工具ꎮ 因此ꎬ 多党制加剧了国内各族的矛盾和斗争ꎮ 其三ꎬ 一

党制出现弊端ꎮ 虽然一党制有利于保持国内政治的稳定ꎬ 有利于强化政府的

权威ꎬ 但是由于非洲国家缺乏现代政党的运作机制ꎬ 因此一党制往往垄断政

治权力ꎬ 排斥异己ꎬ 形成独断专行的局面ꎮ 另外ꎬ 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ꎬ 一

党制也难免导致腐败问题的出现ꎮ
由此可见ꎬ 非洲国家独立后虽然模仿外部政治体制ꎬ 但是由于非洲国家

的国情截然不同ꎬ 因此外部政治体制在非洲国家必然水土不服ꎬ 问题频出ꎮ
过去几十年里ꎬ 由于政治体制不能适应非洲国家国情ꎬ 使多数非洲国家均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困境ꎬ 最为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出现政治不稳定 (政治

动乱和军事政变)ꎮ 仅军事政变一项ꎬ １９５８ 年至 １９８５ 年期间ꎬ 就发生了 ６０ 多

起成功政变、 ７０ 起流产政变和 １２５ 起政变阴谋ꎮ①

第二ꎬ 殖民统治遗留的民族矛盾和边界冲突ꎬ 引发了边界战争或者地区

战争ꎮ 边界冲突在世界各地并不罕见ꎬ 但这个问题在非洲则更普遍ꎬ 几乎每

个国家都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影响ꎮ 究其原因ꎬ 就是欧洲列强进入非洲后ꎬ 不

顾非洲各族历史发展沿革和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ꎬ 人为瓜分殖民地ꎬ 使许多

民族被强制割裂ꎬ 为今日非洲国家的边界冲突埋下了祸根ꎮ 有专家指出: “当
欧洲人瓜分非洲时ꎬ 他们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民族的分布情况ꎮ 他们在地

图上画直线ꎬ 既不遵循自然物理界限ꎬ 也不遵循文化界限ꎮ 因此ꎬ 同一个民

族被划入不同的国家ꎬ 而关系对立的不同民族现在却生活在同一国家ꎮ”② 今

天ꎬ 非洲国家之间的边界争端十分普遍ꎬ 诸如肯尼亚和乌干达、 厄立特里亚

和埃塞俄比亚、 喀麦隆和尼日利亚、 加蓬和赤道几内亚、 布基纳法索和尼日

尔、 贝宁和尼日尔等国之间都存在着边界争端ꎮ 尽管非洲统一组织和非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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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都通过了相应的政策措施ꎬ “郑重宣布所有成员国保证尊重它们取得民族独

立时存在的边界” “迫切需要通过和平方式ꎬ 并在严格的非洲范围内解决非洲

国家之间的一切争端”ꎮ① 但是ꎬ 边界冲突还是时有发生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末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每年有 １２ 起边界冲突ꎬ 国家成为冲突的一

方ꎮ 每年有 １７ ０００ 名非洲人在这些以国家为基础的冲突中直接死亡ꎮ 边界冲

突所引起的战争不但给交战双方带来了极大伤害ꎬ 而且大量难民的产生和无

规则流动也给其他邻国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压力ꎮ② 据非盟 ２００９ 年统计ꎬ 非洲

有１ ７００多万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ꎬ 其中战争和军事冲突造成的难民占很大

比例ꎮ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估计ꎬ 仅在 １６ 个中部和东部非洲国

家ꎬ 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就超过 １ １００ 万ꎮ③

第三ꎬ 恐怖活动蔓延ꎬ 造成社会动乱和不稳定ꎮ 非洲地区近年来出现了

一些恐怖组织ꎬ 诸如尼日利亚的 “博科圣地”、 以马里为基地的 “伊斯兰马格

里布基地组织” 和索马里的 “青年党”ꎬ 它们的活动日益猖獗ꎬ 并且有扩展的

态势ꎮ 美国国务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恐怖主义指数报告» 称ꎬ 仅

２０１１ 年ꎬ 非洲就发生 ９７８ 起恐怖主义袭击ꎬ 同比增加 １１ ５％ 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ꎬ 澳大利亚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 发布 ２０１２ 年 «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
指出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区域ꎮ④ 究其原因ꎬ
一些专家认为ꎬ “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可能会继续经历冲突、 疾病、 对日益

减少的资源的竞争以及许多其他疾病ꎬ 其中一些是非洲国家自己造成的ꎬ 另

一些是外来力量强加的ꎮ 正是这些持续存在的问题ꎬ 加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希

望渺茫ꎬ 助长了日益严重的极端主义运动ꎮ 总之ꎬ 它们是非洲恐怖主义的

根源ꎮ”⑤

恐怖活动对于非洲经济发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ꎮ ２０１６ 年联合国难民事务

高级专员办事处和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ꎬ ２００９ 年至今仅 “博科圣地” 就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非洲统一组织: «关于非洲边界不得改变的决议» (１９６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ꎬ 载葛佶: «简明非洲

百科全书 (撒哈拉以南)»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 年版ꎬ 第 ７６２ ~ ７６３ 页ꎮ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ｆｒｉｃａｏｉｌａｎｄ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２０ /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 ｉｎ －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０６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Ｄｅｓｅｒｖｅｓ Ｆｕｌ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ꎬ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ｎ /

９０００１ / ９０７７７ / ９０８５５ / ６７９１４２２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１１
严帅: «非洲恐怖主义发展趋势及其影响»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５２ ~ ５４ 页ꎮ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Ｆｅｌｄｍａ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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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实施了超过 ３ ４１６ 起恐怖事件ꎬ 导致超过 ３６ ０００ 人死亡ꎬ ２００ 多万人流离

失所ꎮ①

(二) 政局动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是需要一个和平和安定的客观环境ꎮ 在不稳定或者

动荡的社会里ꎬ 经济发展几乎就是一句空话ꎮ 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发现ꎬ 政治

不稳定是造成非洲经济增长缓慢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ꎮ 福苏 (Ｆｏｓｕ) 在长

期研究后发现ꎬ １９６０ ~ １９８６ 年期间ꎬ 政治不稳定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

的直接的不利影响高达 ３３％ ꎮ② 计量经济学家阐述了这种不利影响ꎬ 包括:
其一ꎬ 投资减少ꎮ 因为一旦政治体制发生变动ꎬ 未来投资净回报率的不确定

性大大增加ꎬ 从而降低预期实际利率与投资项目相关的回报ꎮ 这种风险的增

加也会提高资本成本ꎬ 因为贷款违约的可能性会上升ꎮ 由于这些风险ꎬ 国内

储蓄和进口资本都会受到打击ꎮ 事实上ꎬ 资本外逃是政局不稳的一个突出表

现ꎮ 其二ꎬ 基于对政治不稳定的高度担忧ꎬ 大量人才外流ꎬ 以寻找更加好的

工作和生活机会ꎬ 这直接影响到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ꎬ 从而进一步影响经济

发展ꎮ 其三ꎬ 政治不稳定可能会对生产过程的时间和组织产生负面影响ꎮ 伴

随政治不稳定而来的对操作规则的变化和不确定性的预期增加ꎬ 不仅会减少

投资ꎬ 而且会导致投资项目的频繁停止和启动ꎮ③

的确ꎬ 政局不稳定对于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十分明显ꎮ 一个非常明确

的事实就是ꎬ 非洲国家在政局稳定时期ꎬ 经济发展就相对平稳ꎻ 而每逢政

局动荡ꎬ 经济发展就出现下降ꎮ 非洲大陆独立后经历了两个较快增长时期:
一个是 １９６１ 年至 １９７５ 年ꎬ 另一个是 １９９５ 年至今ꎬ 其间停滞不前ꎮ 而这两

个经济增长时期恰恰是非洲大陆政治相对稳定的时期ꎬ 而在 １９７５ ~ １９９５ 年

间ꎬ 正是非洲大陆政治比较动荡的时期ꎬ 军事政变频繁ꎬ 冲突不断ꎮ 在这

种形势下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１ ３％ ꎬ 比所有低收

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低整整 ５ 个百分点ꎮ 在 １９９０ 年至 １９９４ 年间ꎬ 年增

长率加速下降至 １ ８％ ꎬ 两者之间的差距扩大至 ６ ２ 个百分点ꎮ 在 ２０ 世纪

６９

①

②

③

Ｌｗｅｎｄｏ Ｋａｍｂｅｌａꎬ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ｃｃｏｒｄ ｏｒｇ ｚａ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ｔｒｅｎｄｓ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
ｉｎ －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０７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Ｋｗａｓｉ Ｆｏｓｕ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ｕｐ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 ６１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２ꎬ ｐ ３３０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Ｋｗａｓｉ Ｆｏｓｕ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 ４ꎬ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２ꎬ ｐｐ ８３０ － 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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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年代中期后ꎬ 非洲国家总结了独立以来政治体制的积弊ꎬ 在政治体制上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ꎮ 这种调整使非洲整体上趋于 “由乱转治”ꎬ 经济随

之开始复苏ꎮ １９９９ 年至２００８年ꎬ 非洲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４ ９％ ꎬ 是此前 １０
年的两倍ꎮ①

经济发展模式外部性与本土适应性的矛盾

与传统经济学强调土地、 制度、 资本对一国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 而制

度因素仅是其中变量因素不同ꎬ 当下颇为引人关注的制度经济学却十分重视

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ꎬ 认为制度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事实

上ꎬ 非洲国家独立后ꎬ 发展经济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ꎮ 从殖民地经济向现

代化经济过渡对于非洲国家而言ꎬ 是一件完全陌生的重大社会经济变革ꎮ 在

经济发展道路上ꎬ 非洲国家在毫无经验的前提下ꎬ 采用了两种经济制度ꎬ 盲

目模仿外来经济发展模式ꎬ 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ꎮ
(一)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

独立之初ꎬ 基于殖民地历史的经历ꎬ 非洲国家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十

分反感ꎻ 相反ꎬ 由于苏联一直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ꎬ 而使非洲国家倾向社

会主义制度ꎮ 然而ꎬ 非洲领导人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并非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ꎬ
而是所谓的 “非洲社会主义”ꎮ 非洲社会主义思潮强调非洲具有独特性ꎬ 认为

非洲传统社会的村社制度本来就具有社会主义的一些特点 (比如生产资料公

有和劳动成果共享等)ꎻ 所以只要采用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做法ꎬ 就能够

建设社会主义ꎮ 为此ꎬ 非洲领导人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ꎬ 在农村和城

市推行集体所有制和国有化ꎬ 在分配方面实行平均主义ꎮ
实践证明ꎬ 非洲社会主义并不符合非洲国家的国情ꎮ 其一ꎬ 社会主义是

阶级社会的产物ꎬ 而独立之初的非洲国家阶级分化尚在进行之中ꎬ 阶级阵线

也不分明ꎻ 相反ꎬ 部落组织在社会生活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ꎮ 其二ꎬ 工人阶

级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石和领导力量ꎮ 但是非洲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十分

薄弱ꎬ 资产阶级力量弱小ꎬ 工人阶级尚在形成和发展ꎮ 值得指出的是ꎬ 非洲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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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队伍因为其流动性而很不稳定ꎬ 因此组织涣散ꎬ 阶级意识淡漠ꎬ 在

政治上还不具备作为领导阶级的水平与能力ꎮ 其三ꎬ 非洲国家还是自给自足

的自然经济占优势地位的农业社会ꎬ 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低下ꎬ 因此资本

主义在非洲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ꎮ 如果过早把资本主义作为变革对象ꎬ 就违

背了历史发展趋势ꎮ 由此可见ꎬ 非洲国家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基

础、 组织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ꎬ 因此非洲社会主义并不符合非洲国家的国情ꎮ
非洲社会主义提倡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措施ꎬ 大多超越了非洲国家的社会发展

水平ꎬ 对于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ꎮ 第一ꎬ 过早推行国有化或者集

体所有制ꎬ 超越了非洲居民的觉悟程度ꎬ 遏制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ꎬ 生产力

受到破坏ꎮ 第二ꎬ 政府对于经济的行政干预ꎬ 不但使市场机制受到压抑ꎬ 也

束缚了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ꎮ 企业缺乏活力ꎬ 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运作很快

出现了效率低下、 管理混乱、 人浮于事、 负债累累等问题ꎮ 第三ꎬ 中央集权

型的经济管理体制ꎬ 造成管理机关重叠ꎬ 工作效率低下ꎬ 官僚主义盛行ꎬ 官

员贪污之风蔓延ꎮ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ꎬ 进行非洲社会主义试验的国家大都陷入了困境ꎮ

国民经济得不到发展ꎬ 十几年社会主义实践ꎬ 不但没有提高非洲国家的生产

率ꎬ 相反生产力不断下降ꎮ
(二) «结构调整方案» 的实施与推进

非洲国家第二次大规模经济发展道路的试验和探索发生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ꎮ 当时ꎬ 非洲国家急需得到来自西方国家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经济援

助ꎬ 以期破解经济危机之困境ꎮ 由此ꎬ 大多数国家被迫执行了世界银行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 «结构调整方案»ꎮ 该方案基于西方市场经济的运作模

式ꎬ 以推行经济市场化、 贸易自由化和产业私有化为主要原则ꎬ 以此在非洲

大陆引入市场经济模式ꎬ 加快非洲经济的发展ꎮ
由于 «结构调整方案» 是以西方国家完善的市场经济运作规则为蓝本而

制定的ꎬ 与非洲国家当时的经济形态存在诸多差异ꎮ 其一ꎬ 从经济结构看ꎬ
由于历史的惯性ꎬ 非洲国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仍有较强的殖民地经济遗痕且

根深蒂固ꎬ 存在传统市场和现代市场并存的市场二元结构ꎮ 其二ꎬ 非洲国家

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ꎬ 广大农村居民的劳动产品主要是满足自给自足的消费ꎬ
只有很少部分用于市场交换ꎮ 而且ꎬ 在产品交换中ꎬ 货币关系也不普遍ꎬ 以

货易货的交换方式更为常用ꎮ 因此ꎬ 非洲的商品经济、 货币关系很不发达ꎬ

８９



试析独立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由此也必然造成非洲市场发育的不健全ꎮ 在此情境下ꎬ 西方市场经济在非洲

“硬着陆”ꎬ 其冲突可想而知ꎮ
«结构调整方案» 在非洲国家推行十余年ꎬ 在给非洲国家引入市场经济

的同时ꎬ 亦产生了诸多负面效果: 第一ꎬ 贸易自由化使民族工业发展受到

阻碍ꎮ 由于非洲民族工业和私人经济发展的起点低ꎬ 与西方工业的发展水

平差距较大ꎬ 因此在西方保护主义盛行的情况下ꎬ «结构调整方案» 所倡导

的贸易自由化政策给非洲民族工业发展带来致命打击: 非洲本地产品遭到

了进口商品的大量排挤ꎬ 民族企业受到了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的严峻挑战ꎮ
第二ꎬ 扩大开放却加深了非洲国家对外部世界的依赖ꎮ 随着结构调整中开

放力度的加大ꎬ 外部援助急剧增加ꎬ 一则外债大幅度上升ꎬ 二则非洲国家

对于外部世界的依赖性更加严重ꎮ 第三ꎬ 鼓励经济作物的生产和出口与改

造殖民地经济结构产生了矛盾ꎮ 结构调整方案为了增加外汇收入以平衡国

际收支ꎬ 一味要求非洲国家扩大单一经济作物的生产和出口ꎬ 按此办理ꎬ
非洲国家经济难以改造殖民地经济结构ꎬ 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将付诸东流ꎮ
第四ꎬ 结构调整产生了不安定因素ꎮ «结构调整方案» 所设计的改造公共部

门 (含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 的政策ꎬ 冲击了非洲国家的原来秩序ꎬ 导致

大量政府工作人员失业ꎬ 产生了社会不安定因素ꎬ 最终对非洲国家的经济

发展和政治稳定产生了负面作用ꎮ １９９０ 年召开的 ２６ 届非统首脑会议发表的

«关于非洲政治、 社会、 经济形势和世界发生根本变化的宣言» 中明确指

出: 非洲国家 “大都曾同国际货币与金融组织一道实行经济结构调整ꎬ
并为此付出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代价ꎮ 但我们认识到ꎬ 这些短期措施不足

以在牢固的基点上完全恢复我们的经济ꎬ 也不能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

基础ꎮ” ①

非洲社会主义与经济结构调整都是非洲国家探索经济发展道路的尝试ꎬ
而且带有全非性质ꎮ 非洲社会主义先后在 ３０ 多个非洲国家付诸实践ꎬ 时间长

达 ２０ 余年ꎬ 而结构调整也有 ３０ 多个非洲国家实施ꎬ 时间长达 １０ 多年ꎮ 这两

次对于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ꎬ 尽管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ꎬ 但是毕竟使大

多数非洲国家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ꎬ 消耗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ꎮ 这也

是非洲国家在独立后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９９

① 葛佶: «简明非洲百科全书 (撒哈拉以南)»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版ꎬ 第 ８０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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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经济殖民遗产与完善的民族经济体系的矛盾

西方在非洲大陆的殖民统治ꎬ 对于非洲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又持久

的影响ꎮ 有人把这种影响称为 “殖民遗产”ꎮ 殖民遗产的内容十分庞杂ꎬ 涉及

各个领域ꎬ 其中在经济领域的最大表现就是畸形的单一经济结构ꎮ
(一) 畸形经济结构的历史与现实

所谓单一经济结构ꎬ 就是一个国家动用其全部或者主要的人力资源和自

然资源ꎬ 大量生产一种或者几种农矿初级原料产品ꎮ 单一经济结构的特点是:
其一ꎬ 这些产品并不是供国内消费所用ꎬ 而是直接出口国外市场ꎮ 在殖民地

时期ꎬ 这些产品主要运往宗主国ꎬ 供其作为工业原料和生活消费品所用ꎻ 在

非洲国家独立后ꎬ 则主要输往世界市场ꎮ 其二ꎬ 在国民经济中ꎬ 一种或者几

种农矿初级原料生产得到快速发展ꎬ 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基础ꎮ 其他经

济部门ꎬ 诸如工业、 粮食生产等都得不到应有发展ꎬ 于是造成了经济发展失

衡的状态ꎬ 因此经济发展基础十分脆弱ꎮ 其三ꎬ 单一经济结构是一种畸形的

经济结构ꎬ 它对于外部经济具有严重的依赖性ꎬ 不但产品销售依赖外部市场ꎬ
而且工业制成品和粮食也需要从外部进口ꎬ 因此非洲经济发展缺乏自主性和

独立性ꎬ 而且经济增长驱动力单一、 脆弱ꎮ
非洲国家独立后ꎬ 一直试图改造殖民地经济结构ꎮ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非统组织发表的 «蒙罗维亚宣言» 和 «拉各斯行动计划» 中ꎬ 非洲国家一再

表明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立场ꎬ 但是改造单一经济结构在实际中收效不大ꎮ
非洲开发银行在 ２０１５ 年公布了非洲国家出口商品的统计资料ꎬ 从中我们不难

发现: 第一ꎬ 从出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来看ꎬ 非洲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处于单

一经济结构ꎮ 其中一种产品出口占总出口量在 ５０％以上的ꎬ 就有 ２１ 个国家ꎬ
占非洲国家总数的 ３９％ ꎬ① 如果把两项出口商品和三项出口商品占总出口量

的 ５０％的国家一起计入ꎬ 那么这个数字要更加大得多ꎮ 第二ꎬ 从非洲国家出

口的商品品种和种类来看ꎬ 几乎是清一色的农、 矿初级原料产品ꎮ 其中一类

是自然资源的矿产品ꎻ 另一类是农业经济作物ꎻ 还有一类是渔、 木等产品ꎮ
在非洲国家出口商品中ꎬ 几乎找不到工业制成品或者加工产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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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在 １９８９ 年发表的 «替代结构调整计划的非洲方

案: 变革与复兴的框架» 中指出ꎬ 非洲经济结构ꎬ 即 “非洲经济的生产、 消

费和交换格局ꎬ 是导致不发达和倒退的最根本原因ꎮ”①

(二) 单一经济结构的负面经济效应

第一ꎬ 由于非洲国家的生产、 流通和销售都与国外市场紧密联系ꎬ 因此ꎬ
世界市场的供需变化和价格消长直接制约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ꎮ 如果遭遇

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或者世界市场对原料产品的需求下降ꎬ 那么ꎬ 这些国家

的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冲击ꎬ 具体表现为: 产品出口受阻ꎬ 国家财政大幅度减

少ꎻ 经济发展速度明显趋缓ꎻ 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ꎮ 回顾非洲国家独立后

的历史ꎬ 凡是国际经济形势不佳、 原料产品价格下降的年代ꎬ 就一定是非洲

经济出现下行的时段ꎮ 最典型的例证是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两次能源危机直接

引发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危机ꎻ 而 ２０１３ 年开始的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ꎬ 使原本

形势一直不错的非洲经济遭受严重冲击ꎬ 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非洲国家已经

陷入了困境ꎮ 世界银行专家指出ꎬ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是一个重大冲击ꎬ 因为燃料、 矿石和金属占该地区出口的 ６０％ 以上ꎮ 非洲国

家普通民众感受到了货币贬值和通胀上升的影响ꎮ 低油价已导致尼日利亚 ２０
年来首次陷入衰退ꎬ 而在矿产品占出口一半的南非ꎬ 增长已放缓至几乎

为零ꎮ②

第二ꎬ 由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作用ꎬ 非洲国家生产的初级原料产

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附加值很低ꎮ 因此ꎬ 非洲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出口附加值很

低的初级原料产品ꎬ 而进口附加值高的制成品ꎬ 其明显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国

际贸易交换之中ꎮ
第三ꎬ 单一经济结构使非洲国家的生产基础十分狭窄ꎮ 联合国非洲经济

委员会在 １９８９ 年指出: “农业和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的 ５０％左右降到 ８０ 年代的约 ３０％ ꎮ 农业仍然以传统生产技术和低

生产率为特征ꎬ 粮食和原料生产受到忽视ꎮ 工业结构狭窄ꎬ 发展薄弱ꎬ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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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缺乏联系ꎬ 资金、 人才、 技术仰赖外国ꎮ”①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间ꎬ 制造

业在非洲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 １２ ８％降至 ９ ８％ ꎮ② 单一经济结构造成

非洲经济处于畸形发展状态ꎬ 许多国家的粮食和工业制成品都需要从外部大

量进口ꎮ
由此可见ꎬ 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单一经济结构ꎬ 严重阻碍了独立而完善的

非洲民族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ꎮ 单一经济结构使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丧失

了自主权ꎬ 一直处于世界经济结构中的附庸地位ꎮ 如果单一经济结构无法得

到根本的改变ꎬ 那么非洲国家永远只能为世界市场提供初级原料产品ꎬ 只能

处于产品附加值的最低端ꎬ 深受经济结构低度化之累ꎬ 掣肘向现代化的完善

的国家经济体系转变ꎮ
当然ꎬ 非洲国家正视单一经济结构的负面效应ꎬ 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与措

施ꎬ 努力调整产业结构ꎬ 推进经济结构的多元化ꎮ 但是单一经济结构在非洲

国家已经长期扎根ꎬ 因此要进行改造必然遇到巨大困难: 从单一经济结构转

向多元化的经济结构ꎬ 不但需要足够的技术ꎬ 也需要大量资金ꎻ 现存的国际

经济秩序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ꎬ 因此它们会尽力维护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ꎮ
显然ꎬ 单一经济结构要得到根本的改造ꎬ 非洲国家还需要很长时间ꎮ

严重依赖外援与自力更生的矛盾

客观而言ꎬ 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既需要内部资金动员ꎬ 也离不开从外部

获得资金支持ꎮ 如何处理好二者关系ꎬ 对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ꎮ
(一) 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援

非洲国家领导人在获得政治独立后ꎬ 认识到如果要发展民族经济ꎬ 必须

实现经济独立ꎮ 无论是 １９７９ 年非统组织通过的 «拉各斯行动计划»ꎬ 还是

２００１ 年的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ꎬ 均强调以集体自力更生为主ꎬ 同时积极

争取国际援助ꎮ 然而ꎬ 现实与理想往往存在落差ꎮ
贫穷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无法为非洲国家提供经济建设所需大量资金ꎮ

一方面ꎬ 非洲国家的资本形成能力低下ꎮ １９９７ 年ꎬ 非洲的国内储蓄仅占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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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的 １７ ６％ ꎬ 投资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８ ３％ ꎬ 这两个数字均大大低

于消灭贫困所需的 ３２％以上的标准ꎮ① 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根本改变ꎬ ２０１７ 年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公共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１８ ２％ ꎮ② 资金缺乏

必然严重制约非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ꎬ 因此ꎬ 非洲国家大量利用外援发展

经济ꎮ 另一方面ꎬ 非洲国家独立后ꎬ 急于通过经济发展来摆脱贫穷落后状态ꎬ
因此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往往过于庞大ꎬ 这又加重了对于资金的压力ꎮ 在非

洲国家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与十分短缺的资金之间矛盾尖锐ꎮ 于是ꎬ 在非洲

国家建设和发展计划中ꎬ 外部经济援助变得越发不可或缺ꎮ 欧洲开发银行指

出: “非洲国家在绝大部分发展计划中ꎬ 都制定了获取外来援助的目标”ꎮ③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非洲国家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中ꎬ 估计需要资金 １ ２８０ 亿美

元ꎬ 非洲国家能自筹的仅 ８２０ 亿ꎬ 其余的 ４６０ 亿美元则需国际社会援助ꎮ④ 在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ꎬ 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大约需要 ６ 万亿美元ꎬ 各国政

府迄今已投资 ４ ３ 万亿美元ꎬ 仍然有约 １ ７ 万亿美元的巨大投资缺口ꎮ⑤

经合组织的统计表明ꎬ 非洲国家接受官方发展援助额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年均为 １７４ ５ 亿美元ꎻ ８０ 年代年均为 ２６０ ０９ 亿美元ꎻ ９０ 年代年均为 ２７８ ６１
亿美元ꎬ ２１ 世纪前十年平均为 ３４７ ２５ 亿美元ꎻ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年均为 ４８５ ２２
亿美元ꎮ⑥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ꎬ 随着外部援助的增加ꎬ 它在非洲国民生产总值

(ＧＮＰ) 中的比例也同步上升ꎮ 据统计ꎬ １９６０ ~ １９６１ 年ꎬ 外部援助占非洲国民

生产总值的 １ ９％ ꎻ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１ 年占 ２ ９％ ꎻ １９８３ ~ １９８４ 年为 ５ ０％ ꎻ １９９４ 年

达到 １１％ ꎮ １９９１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每人年均受援 ３３ 美元ꎬ ２０１５ 年为 ４２ ８ 美

元ꎬ ２０１６ 年为 ４０ ８ 美元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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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ꎬ 非洲是接受国际援助的主要地域之一ꎬ ２０１７ 年约占经合组织

发展援助委员会对外援助总额的 ２８ ６％ ꎬ① 国际援助已成为大多数非洲国家

解决经济发展资金不足的重要补充ꎮ 当前ꎬ 非洲国家高度依赖国际援助ꎬ 这

清楚地表明国际援助在非洲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ꎮ
(二) 西方外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从理论上讲ꎬ 外援可以部分弥补非洲国家资金短缺的问题ꎬ 有利于推动

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ꎮ 但是研究非洲国家的具体情况ꎬ 其结果常常相反ꎮ 一

些批评人士甚至声称ꎬ 接受外援本身助长了非洲的依赖综合症ꎬ 削弱了非洲

国家的治理或行政能力ꎬ 从而加剧了非洲经济发展的困难ꎮ 彼得鲍尔

(Ｐｅｔｅｒ Ｂａｕｅｒ) 认为对政府援助是没有必要的ꎬ 因为它只会带来更大的风险ꎬ
易引发政府腐败和资源分配不当现象ꎬ 破坏经济激励ꎬ 侵蚀公民倡议和活力ꎮ
另一位批评者金斯利奇杜莫加卢 (Ｋｉｎｇｓｌｅｙ Ｃｈｉｅｄｕ Ｍｏｇｈａｌｕ) 指出ꎬ 导致

非洲大陆发展缓慢的主要因素可能是外国援助ꎮ 在过去的 ６０ 年里ꎬ 至少有 １
万亿美元的外国援助流入非洲ꎬ 但是今天非洲的实际人均收入低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ꎮ② 上述批评人士的观点或许偏激ꎬ 但是也反映了过度依赖外援给非洲国

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ꎮ
第一ꎬ 外债不断增加ꎮ 举借外债是非洲国家获取外援的重要手段之一ꎮ

１９８０ 年非洲外债总额为 １ ０９２ 亿美元ꎬ １９９２ 年为 ２ ９００ 亿美元ꎬ １９９８ 年为

３ ５００亿美元ꎮ １９９９ 年ꎬ 非洲人均收入 ２２１ 美元ꎬ 而其中偿还债务所需却高达

２０３ 美元ꎮ③ 根据世界银行 ２０１８ 年 «非洲脉搏» 报告ꎬ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间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平均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３７％ 上升至

５６％ ꎮ 到 ２０１８ 年ꎬ ４０％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面临债务危机的高风险ꎬ 是 ５
年前的两倍ꎮ④ 据统计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平均负债率 (外债余额与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明显持续攀高ꎬ ２０１３ 年为 ２３ ４％ ꎬ ２０１４ 年为 ２４ ６％ ꎬ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宋微: «国际对非洲援助»ꎬ 载张宏明: «非洲发展报告 Ｎｏ ２１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ꎬ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３１４ 页ꎮ
Ｊｏｎｇ － Ｄａｅ Ｐａｒｋꎬ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ꎬ Ｄｏｎｏ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ｌｉｎ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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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舒运国: 前引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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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为 ２７ ６％ ꎬ ２０１６ 年为 ３１ ８％ ꎬ ２０１７ 年为 ３６ ６％ ꎬ ２０１８ 年已经达到

３７ ２％ ꎮ①

第二ꎬ 获得西方外援的主动权在援助方一边ꎬ 而不是在非洲国家一边ꎮ
因此ꎬ 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项目往往会受到援助方的制约和束缚ꎮ 许多西方

捐助者常常附加条件ꎬ 使援助难以有效地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ꎮ 在许多情况

下ꎬ 援助是由发达国家的利益集团推动的ꎬ 他们出售不适合非洲发展的产品、
服务和技术ꎬ 因为这些产品、 服务和技术往往过时ꎬ 不适合非洲的条件ꎮ②

第三ꎬ 援助方的经济发展形势是外援资金规模大小的决定因素ꎮ 援助方

的经济形势好ꎬ 可能提供令人满意的援助金额ꎻ 反之ꎬ 情况就可能相反ꎮ 例

如ꎬ １９９２ 年非洲获得外援为 １０９ ７４ 亿美元ꎬ １９９４ 年降到 １０４ ５４ 亿美元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西方国家对非洲援助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０ ３３％ ꎬ １９９６ 年为

０ ２５％ ꎬ １９９７ 年降至 ０ ２２％ ꎮ③

第四ꎬ 西方援助方在为非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时ꎬ 往往带有一些额外的政治

条件ꎮ 比如西方在为非洲国家结构调整提供援助时ꎬ 就提出了一整套方案ꎬ 诸如

私有化、 自由化等ꎮ 如果受援方不接受这些条件ꎬ 援助往往被减少甚至取消ꎮ
更为严重的是ꎬ 过多依靠外部援助直接冲击了非洲国家奉行的自力更生

的方针ꎮ 比如ꎬ 西方援助附带某些条件ꎬ 而这些附带条件与非洲国家坚持的

发展路线发生冲突时ꎬ 这些外部援助方利用其强势话语权和支配地位ꎬ 决定

援助资金流向ꎬ 对于非洲国家的发展就不会带来推动作用ꎻ 相反ꎬ 可能产生

负面作用ꎮ 体现非洲自力更生、 自主发展理念的 «拉各斯行动计划» 未竟实

施ꎬ 而代之以西方发展价值观理念的 «结构调整方案»ꎬ 就是一个实例ꎮ 由

此ꎬ 非洲国家不得不吞下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失去的十年” 这一发展苦果ꎮ 美

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认为ꎬ 对外援助在非洲形成了一种依赖文化ꎬ 助长了

家长式作风ꎬ 而不是伙伴关系ꎮ④ ２０１７ 年ꎬ 加纳总统纳纳阿库福 － 阿多

５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ＵＮＥＣＡꎬ ＡｆＤＢꎬ ａｎｄ ＡＵ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１９ꎬ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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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５

联合国: «世界投资报告 (２０１８)»ꎬ 纽约和日内瓦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ｖｉｉｉ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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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ｎａ Ａｋｕｆｏ － Ａｄｄｏ) 在一次讲话中强调ꎬ 非洲国家不应再以外国财政援助为

基础制定政策ꎮ 他强调ꎬ 这样的做法过去没有奏效ꎬ 现在不会奏效ꎬ 将来也

不会奏效ꎮ①

合理的外部援助确实能够推动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ꎬ 但是过分依赖外部

援助ꎬ 而且援助又带有不合理的附加条件ꎬ 那么它对于非洲国家的自力更生

发展战略无疑会带来负面影响ꎮ

人口快速增长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矛盾

人类社会有两种生产ꎬ 即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ꎮ 两种生产的关系首

先表现在物质资料生产决定着人类自身生产ꎻ 其次ꎬ 人类自身生产对物质资

料生产具有反作用ꎮ 当两种生产处于和谐关系时ꎬ 能够相互促进ꎬ 共同发展ꎻ
而当两种生产处于矛盾状态时ꎬ 则可能相互制约ꎬ 甚至出现人口生产压迫生

产力的现象ꎮ 就非洲国家而言ꎬ 处理好两种生产的关系成为影响经济良性发

展的重要因素ꎮ
(一) 人口持续高增长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大多数非洲国家对于人口高速增长所产生的问题没有引

起足够的重视ꎬ 甚至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ꎮ 进入 ７０ 年代ꎬ 关注人口问题

的国家逐步增加ꎬ 但是总体格局没有根本的改变ꎮ 进入 ８０ 年代ꎬ 由于人口快

速增长已经产生了一系列问题ꎬ 并且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ꎬ 非洲国家政府才

开始重视人口问题ꎬ 一些国家开始制定人口政策ꎮ 从 ９０ 年代至今ꎬ 由于受到

传统文化、 宗教等各种因素的制约ꎬ 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政策措施效果不是

很好ꎬ 人口增长速度始终在高位运行ꎮ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今ꎬ 非洲大陆年均人口增长率始终在 ２ ３％ ~ ３％ 之

间浮动ꎬ 非洲大陆成为全球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ꎮ 目前ꎬ 非洲人口以年均

２ ５％左右的速度增长ꎬ 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ꎮ 根据 «２０１９ 年非洲统计年

鉴»ꎬ ２０１１ 年非洲人口规模已经突破 １０ 亿ꎬ 达 １０ ７ 亿ꎬ ２０１５ 年达 １１ ９ 亿ꎬ
２０１７ 年为 １２ ２ 亿ꎬ ２０１９ 年达 １３ １ 亿ꎮ② 据非洲人口和卫生研究中心估计ꎬ

６０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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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增长速度还将保持一段时间ꎮ①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２０１５ 年发布了

«世界人口展望» 报告称ꎬ 世界总人口 ２０１５ 年约为 ７３ 亿ꎬ 这一数字到 ２０３０
年预计将增加到 ８５ 亿ꎬ 到 ２０５０ 年升至 ９７ 亿ꎬ 并在 ２１００ 年达到 １１２ 亿ꎬ 其中

超过一半的人口增长将主要集中在非洲地区ꎮ②

在高速人口增长的背后ꎬ 人口资源并未转化为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

的人力资源 (或称人力资本)ꎮ 从劳动力知识水平看ꎬ 受教育程度决定了他们

的知识水平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间ꎬ 非洲的南苏丹 (７３ ２％ )、 几内亚

(６８％ )、 塞拉利昂 (６７ ７％ )、 马里 (６６ ４％ )、 布基纳法索 (６５ ４％ )、 中

非共和国 (６３ ３％ )、 冈比亚 (５８ １％ )、 塞内加尔 (５７ ２％ )、 科特迪瓦

(５６ １％ )、 几内亚比绍 (５４ ４％ ) 等国成人文盲率都在 ５０％ 以上ꎮ③ 这些低

素质劳动力无法满足国家推进工业化乃至信息时代的生产力的发展需要ꎮ
(二) 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挑战

十分明显ꎬ 非洲国家独立后人口增长迅速ꎬ 甚至超过经济增长速度ꎬ 于

是非洲国家的人口生产速度和规模超越了物质资料生产所能够承受的程度ꎬ
因此人口生产对于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严峻挑战ꎮ

第一ꎬ 人口快速增长对于生活和生产资料的需求迅速上升ꎬ 尤其对土地

资源的需求有增无减ꎮ 随着每一代家庭成员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小ꎬ 他们往往

通过砍伐森林的手段扩大土地面积ꎮ 非洲森林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不断下降ꎬ
２０００ 年为 ２２ ３％ ꎬ ２０１０ 年降为 ２１ ２％ ꎬ ２０１５ 年已经减少至 ２０ ７％ ꎮ④

第二ꎬ 人口快速增长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压力ꎬ 粮食短缺问题突出ꎮ 联

合国粮农组织采用 １９６０ ~ ２００７ 年期间的数据ꎬ 解释了非洲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中期以来非洲大陆粮食贸易逆差的原因ꎮ 研究表明ꎬ 从 １９８０ 年到 ２００７ 年ꎬ
非洲粮食净进口以每年 ３ ４％ 的速度增长ꎬ 这种增长主要是由人口增长推动

的ꎬ 因为每年人口增长约 ２ ６％ ꎻ 而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更低ꎬ 不到 ０ １％ ꎮ⑤

为解决非洲国家日益增加的粮食不足问题ꎬ 政府不得不持续加大粮食进口额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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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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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２０００ 年的不到 １００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６ 年的约 ３５０ 亿美元ꎮ① 这显然增大了政

府的财政负担ꎮ 对此ꎬ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今天仍有数

亿人在挨饿ꎮ 非洲花费 ３５０ 亿美元进口粮食ꎬ 但是非洲拥有世界上 ６５％ 的可

耕地ꎬ 可以养活自己ꎬ 并产生盈余用于出口ꎮ”②

第三ꎬ 过快的人口增速弱化了政府的减贫效果ꎮ 人口增长越快ꎬ 对于住

房、 医疗、 教育和就业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对于非洲国家而言ꎬ 人口高速

增长迫使非洲国家不得不从本来就十分短缺的资金中抽出一部分作为人口投

资ꎮ 于是ꎬ 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相应减少ꎬ 经济发展受到影响ꎬ 难以

显著推进国家的减贫进程ꎮ 据统计ꎬ 非洲国家政府和金融机构对于农业生产

的投入很少ꎬ 不足政府支出预算的 １％ ꎮ 商业银行向农民发放的贷款占非洲国

家信贷总额的比例也十分低ꎮ 在几内亚比绍为 ０ ０６％ ꎬ 在乌干达和坦桑尼亚

为 ９ ２％ ꎬ 摩洛哥是 ４％ ꎮ 投资和贷款的严重不足导致农业生产出现危机ꎮ 在

非洲国家的不懈努力下ꎬ 尽管非洲大陆的贫困发生率 (以人均日支出低于 １ ９
美元国际贫困线为标准) 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５４％下降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４１％ ꎬ 但由于人

口增长保持高位ꎬ 同时贫困人口数量却由 ２ ７８ 亿扩大到 ４ １３ 亿ꎮ③

非洲国家在独立后的很长时间里ꎬ 未能充分注意协调人口增长与经济

发展之间的关系ꎮ 过高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带来人口激增ꎬ 给经济社会发展

和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ꎮ 非洲国家领导人对此颇有感触ꎬ 莱索托首相

指出ꎬ 人口的高速增长ꎬ “同时必须有与人口数量相适应的生活必需品ꎮ 对

于这一点遗憾的是ꎬ 一些基本的经济资源ꎬ 如土地、 就业机会和社会

服务ꎬ 都跟不上人口日益增长提出的要求”ꎮ④ 鉴此ꎬ 近些年ꎬ 非洲国家逐

步认识到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ꎬ 开始制定计划生育政策ꎬ 人口增长率有所

下降ꎮ １９５５ 年育龄妇女生育率为 ６ ５ꎬ ２００５ 年下降到 ５ ４ꎬ ２０１６ 年为 ４ ８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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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独立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未来ꎬ 如何保持人口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发展ꎬ 仍然是非洲国家

面临的难题ꎮ

结　 语

非洲国家独立 ６０ 余年ꎬ 经济发展取得了诸多进步ꎬ 但总体长期缓慢ꎬ 重

要原因是经济发展中遭遇到诸多矛盾 (本文只是阐述了其中的一些主要矛

盾)ꎮ 纵观这些矛盾ꎬ 产生原因十分复杂ꎬ 既有历史与现实的冲突ꎬ 也有内部

发展与外部模式的碰撞ꎬ 更有非洲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ꎮ
所谓历史与现实的冲突ꎬ 主要指殖民地遗产对于非洲国家独立后产生的

恶劣影响ꎮ 政治上ꎬ 人为瓜分的殖民地成为日后非洲国家的基础ꎬ 被扭曲的

政治体制、 民族关系都为日后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埋下了祸根ꎮ 经济

上ꎬ 殖民地畸形经济结构 (单一经济结构) 使独立后的非洲经济依然难以摆

脱对于外部经济 (主要是西方国家经济) 的严重依赖ꎬ 因而在经济发展中缺

少自主性ꎮ 所谓内部发展与外部模式的碰撞ꎬ 主要指非洲国家在经济发展进

程中ꎬ 引入外部世界的发展模式ꎮ 实践证明ꎬ 外部发展模式在非洲大陆内部

发展中表现出 “水土不服” 的特点ꎮ 这种 “水土不服” 突出反映了非洲国家

独特的国情ꎬ 而正是这种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国情ꎬ 注定了非洲国家无法

照搬外部世界的发展模式ꎮ 所谓非洲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ꎬ 主要指非洲传统

文化中的一些理念ꎬ 虽然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ꎬ 但是依然在社会

生活中作用强劲ꎬ 因此实际上成为阻碍现代化的因素ꎮ
无论是历史与现实的冲突ꎬ 还是内部发展与外部模式的碰撞ꎬ 抑或是非

洲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ꎬ 其背后有一共同特点: 非洲国家独立后ꎬ 所采取的

发展战略、 政策和方针路线ꎬ 都不同程度脱离了非洲国家的具体国情ꎬ 或者

超前或者滞后于当时的发展形势ꎬ 于是ꎬ 现实与追求的目标出现了巨大的落

差ꎮ 追求的目标脱离了现实或者与现实不符ꎬ 在执行过程中必然出现矛盾ꎮ
因此ꎬ 要解决影响非洲经济发展的长期性问题ꎬ 非洲国家需要反思历史ꎬ 立

足当下ꎬ 思考未来ꎮ 必须指出ꎬ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后ꎬ 非洲国家对

于独立以后的发展进程进行了反思ꎬ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ꎬ 对于阻碍发

展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和改革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非洲国家成立了非洲联盟ꎬ
制定和执行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ꎮ 在新发展战略的指引下ꎬ 非洲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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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明显的改变ꎬ 经济增长率得到提升ꎮ 当然ꎬ 影响非洲经济发展的负面

因素仍然存在ꎬ 仍然会发挥作用ꎮ 因此ꎬ 非洲国家要实现可持续发展ꎬ 还必

须下大力气ꎬ 进行经济结构转型ꎬ 摆脱对外依赖性ꎬ 改善政府治理ꎮ 只有这

样ꎬ 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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