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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对非洲政策的演变及价值取向

陈　 菲

　 　 内容提要　 中等强国的对非洲政策是非洲研究中逐渐受到重视的领

域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ꎬ 澳大利亚作为中等强国的对非洲政策经

历了较为复杂的发展过程ꎮ 从二战后利用联合国、 英联邦等多边机制关

注非洲事务ꎬ 尤其是南非种族隔离问题ꎬ 到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３ 年间陆克文和

吉拉德政府多面向的 “新接触政策”ꎬ 再到阿博特和特恩布尔政府对非

洲大陆的兴趣相对转弱ꎬ 澳大利亚对非洲政策呈现出非线性的诸多特

点ꎮ 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的对非洲政策遗产仍继续推动着澳非关系的发

展ꎬ 但是现阶段澳大利亚政府对非洲政策的兴趣不足可能制约未来更紧

密的澳非合作ꎮ 目前ꎬ 特恩布尔政府的对非洲政策处于新一轮的调整阶

段ꎬ 澳非关系的后续发展需要学界持续关注与跟踪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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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的对外关系史中ꎬ 非洲同世界上其他区域和主要大国相比ꎬ
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ꎮ”① 尽管澳大利亚对非洲相对 “忽视”ꎬ 但是 ２０ 世

纪至 ２１ 世纪初ꎬ 非洲并未彻底消失在澳大利亚的 “雷达” 之上ꎮ 澳大利亚一

方面在联合国和英联邦框架内发展同非洲国家的有限联系ꎬ 另一方面同南非

等英联邦成员国保持一定程度的政治、 经济合作ꎮ 直到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

时期ꎬ 澳大利亚首次被自我界定为拥有全球性利益的中等强国ꎬ 并以创造性

的中等强国外交取代传统的以亚太地区为导向的中等强国外交ꎬ 推动澳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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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对外政策、 对非政策出现变化ꎮ 追求更多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澳大利亚

不再忽视非洲ꎬ 并且通过多样化的政策手段和工具ꎬ 推动澳大利亚与非洲关

系的快速发展ꎮ 进入阿博特和特恩布尔政府时期ꎬ 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重心

再次回归到亚太地区ꎬ 但澳大利亚和非洲国家之间越来越难以忽视对方ꎬ 双

方的合作广度和深度依然保持着相对较高的水平ꎮ 观察和分析澳大利亚的对

非洲政策的发展ꎬ 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中等强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互动ꎬ 并

进一步思考双边关系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ꎮ

２０ 世纪至 ２１ 世纪初: “忽视” 非洲

澳大利亚与非洲关系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宗主国与殖民

地之间的联系和互动ꎮ 但是在 １９０１ 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前ꎬ 澳大利亚与非

洲大陆之间的正式联系并不多见ꎮ １８８５ 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派遣军事代

表团支持英帝国对苏丹的军事扩张ꎮ① 南非布尔战争爆发后ꎬ 澳大利亚派遣志

愿军支援宗主国英国ꎮ 这两个事件被认为是澳大利亚与非洲大陆间正式联系

的重要案例ꎮ 在一战和二战期间ꎬ 澳大利亚武装部队在北非地区与英国军队

保持协同一致ꎬ 共同实施军事行动ꎬ 这也使得澳大利亚政府与北非国家有了

一定程度的交往ꎮ 但是由于在二战以前ꎬ 澳大利亚几乎没有自主外交ꎬ 澳大

利亚国立大学的尼古拉皮约维奇 (Ｎｉｋｏｌａ Ｐｉｊｏｖｉｃ) 曾指出ꎬ “二战前澳大利

亚没有实质意义的独立外交政策ꎬ 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的非洲部分完全受限

于英国的外交政策ꎮ”②

二战结束后ꎬ 在联合国和英联邦的框架下ꎬ 澳大利亚罗伯特孟席斯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ｅｎｚｉｅｓ) 政府 (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２ 年) 积极利用多边平台同非洲国家保持

良性互动ꎮ 尤其针对英联邦的非洲成员国ꎬ 澳大利亚通过英联邦总理会议这

一渠道来加深政府层次的沟通ꎮ 但在 １９５６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ꎬ 澳大利亚误

判英国、 法国入侵埃及的国际影响以及美国对危机可能做出的反应ꎬ 选择对

英国采取坚定支持的态度ꎬ 这导致澳大利亚在非洲的国家形象减分ꎮ 另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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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澳大利亚政府对南非白人政府和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同

情ꎬ 以及阻止南非种族问题在英联邦框架内进行讨论ꎬ 使得澳大利亚被大多

数非洲国家视为支持种族主义的国家ꎮ 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实际上

并不支持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ꎬ １９６１ 年孟席斯在澳大利亚议会的讲话中ꎬ 曾

明确指出他反对种族隔离ꎮ① 澳大利亚对南非的支持是基于维护澳大利亚自身

的利益ꎬ 澳大利亚担心自己国内的移民问题被不断国际化ꎮ 在给英国首相麦

克米伦的信中ꎬ 孟席斯指出南非的先例意味着这类问题今后在英联邦内拥有

“相当的合法性” 来展开讨论ꎮ②

在冷战对峙加剧以及非洲去殖民化浪潮兴起的背景下ꎬ 澳大利亚不断调

整对非洲政策ꎮ “澳大利亚有一个担忧ꎬ 它担忧新独立的、 实力弱小的非洲国

家将落入到东欧集团的势力范围ꎬ 从而威胁印度洋区域的安全ꎬ 并且可能切

断澳大利亚和欧洲之间的交通、 通信和贸易方面的战略路线ꎮ”③ 所以澳大利

亚一方面防范地区冲突外溢影响自身的战略利益ꎬ 另一方面以非洲地区大国

和英联邦国家为突破口发展双边关系ꎮ 从二战结束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ꎬ
澳大利亚先后在南非 (１９４６ 年)、 埃及 (１９５０ 年)、 加纳 (１９５７ 年)、 尼日利

亚 (１９６０ 年)、 坦桑尼亚 (１９６２ 年) 和肯尼亚 (１９６５ 年) 建立使领馆ꎮ 除埃

及之外ꎬ 这些建立使领馆的非洲国家均为英联邦成员国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ꎬ 特别是对非洲的外交政策

出现了重大的转折ꎮ 工党惠特拉姆政府 (１９７２ ~ １９７５ 年) 的外交政策不同于

之前的自由党政府ꎬ “惠特拉姆政府外交政策的三大原则是反种族主义、 反殖

民主义和尊重联合国决议”④ꎬ 而这三项原则使得澳大利亚的对非洲外交拥有

了新动力ꎮ 在英联邦总理会议上ꎬ 尼日利亚领导人雅库布戈翁评价惠特拉

姆政府的新非洲政策 “非常务实和有益”ꎮ 惠特拉姆政府的联大代表在反对种

族歧视的议案中投下赞成票ꎬ 政府关闭为南非史密斯非法政权服务的罗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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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情报中心ꎬ 颁布禁令禁止小麦出口到罗得西亚ꎬ 并且不允许有种族歧视的

运动员来澳大利亚或者取道澳大利亚去他国参赛ꎮ① 这些举措有利于澳大利亚

与大多数非洲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外交关系ꎮ
此后ꎬ 弗雷泽政府 (１９７５ ~ １９８３ 年) 延续了惠特拉姆政府的对非洲政

策ꎮ １９７７ 年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弗雷泽公开谴责种族主义ꎬ 批评种族主义

毒害了国际政治ꎬ 并且第一次公开称罗得西亚为津巴布韦ꎮ② １９７９ 年英联邦

政府首脑会议在卢萨卡召开ꎬ 这是关于罗得西亚统治体制转变的重要会议ꎮ
弗雷泽扮演了关键协调者的角色ꎬ 联合其他英联邦国家集体向新任的英国首

相撒切尔夫人施压ꎬ 并促使她在 «英联邦国家政府首脑津巴布韦公报» 上签

字ꎮ 澳大利亚学者大卫米克勒 (Ｄａｖｉｄ Ｍｉｃｋｌｅｒ) 和尼古拉皮约维奇认为ꎬ
“在弗雷泽的任期里ꎬ 澳大利亚关于非洲问题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倡议是弗雷泽

在 １９７９ 年英联邦卢萨卡协议中的调停作用ꎬ 该协议最终 (１９８０ 年) 为多数统

治原则在津巴布韦的实现铺平了道路ꎮ”③ 卢萨卡协议之后ꎬ 澳大利亚在非洲

国家中的形象和威望有较大程度的提升ꎬ 有利于澳大利亚在非洲的经贸投资

环境ꎮ
在霍克政府和基廷政府时期 (１９８３ ~ １９９６ 年)ꎬ 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呈

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亚太导向ꎬ 非洲政策处于更加边缘的位置ꎮ 这一阶段澳大

利亚的非洲政策依然以南非种族隔离问题为核心ꎮ 由于澳大利亚坚定地反对

南非种族隔离政策ꎬ 支持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ꎮ 这也使得澳大利亚获得较多

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ꎬ 并于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成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ꎮ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南非举行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后的首次全国大选ꎮ 以这一关键事件为重要节

点ꎬ 澳大利亚对非洲政策的重心也开始发生迁移ꎬ 南非的种族隔离问题或者

种族歧视政策不再是澳大利亚对非洲政策的核心部分ꎮ
到了霍华德政府时期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７ 年)ꎬ 澳大利亚与非洲关系依然相对

平淡ꎬ 尽管澳大利亚明显增加了对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ꎮ 但是平淡的澳非关

系在 ２００２ 年发生微妙变化ꎬ 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担任英联邦政府首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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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主席ꎬ 同时霍华德也是英联邦内针对津巴布韦问题的 “三驾马车” 的掌鞭

人ꎬ 另外两人分别是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和尼日利亚总统奥卢塞贡奥巴

桑乔ꎮ 但是ꎬ 霍华德对待津巴布韦问题的强硬立场不仅导致澳大利亚同津巴

布韦关系恶化ꎬ 也导致 “三驾马车” 出现裂痕ꎮ
总之ꎬ 从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到 ２１ 世纪初期之前ꎬ 澳大利亚缺乏一个明确

的、 综合的、 统一的对非洲政策ꎮ 这一阶段的澳大利亚对非政策体现出 ３ 个

特点ꎬ 第一ꎬ 基于战略利益的需要ꎬ 澳大利亚维持相对低程度的对非合作ꎮ
第二ꎬ 澳大利亚的对非合作以联合国和英联邦框架为主要沟通渠道ꎮ 第三ꎬ
南非和其他英联邦成员国是澳大利亚对非合作的主要对象国家ꎮ 然而ꎬ ２１ 世

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非洲地区自身发展潜力的凸显ꎬ 导致大

国和中等强国纷纷将注意力转移至非洲地区ꎮ 相比于过去ꎬ ２１ 世纪以来非洲

国家的政治经济秩序相对稳定ꎬ 和平红利是非洲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之一ꎮ 全

球各种资源类初级产品价格在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间持续上涨ꎬ 资源繁荣导致

部分非洲国家经济持续增长ꎮ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ꎬ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０
年非洲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 ５ ５％ ꎬ 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ꎬ 而在这

之前的 ２０ 年ꎬ 非洲的年均增长仅为 ２ ４％ ꎮ① 澳大利亚也希望抓住来自于非洲

的商机ꎬ 霍华德政府于 ２００４ 年重开关闭了 ２０ 多年的驻加纳高级委员会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并于 ２００５ 年在利比亚设立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的办事

处ꎮ② 尽管具体措施上有些许改变ꎬ 但是霍德华政府并没有提出综合、 全面的

对非政策ꎬ 澳大利亚对非政策的变化实际上始于陆克文政府ꎮ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３ 年: “新接触” 政策

在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时期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３ 年)ꎬ 澳大利亚对非洲大陆的

兴趣度明显提升ꎬ 相互间政治、 经济、 文化联系不断增强ꎬ 非洲越来越成为

澳大利亚对外关系与国际议程的重要内容之一ꎮ 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对非洲

政策的新调整和新变化也被称为澳大利亚对非洲的 “ 新接 触” (Ｎ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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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ꎮ 这一时期ꎬ 澳大利亚政府对非洲 “新接触政策” 的具体内容包

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ꎬ 加大澳大利亚与非洲的外交合作力度ꎮ 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在多

个层面扩展和深化澳大利亚同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ꎮ 其一ꎬ 加强对非洲国家

的高层外交ꎮ 高频度的高级官员互访是澳大利亚对非外交力度加强的直接体

现ꎮ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澳大利亚外长史蒂芬史密斯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ｍｉｔｈ) 访问埃塞俄

比亚ꎬ 出席非洲联盟执行理事会会议并发表讲话ꎮ① 史密斯也成为历史上第一

个出席非盟会议的澳大利亚外长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至 ４ 月ꎬ 澳大利亚总督昆廷
布赖斯 (Ｑｕｅｎｔｉｎ Ｂｒｙｃｅ) 连续 １９ 天访问了 ９ 个非洲国家ꎮ② 随着史密斯和布

赖斯的出访ꎬ 非洲国家领导人也纷纷回访澳大利亚ꎮ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尼

古拉皮约维奇指出ꎬ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 ６ 月间ꎬ 坦桑尼亚外长、 肯尼亚外长、
卢旺达外长、 博兹瓦纳外长先后访问澳大利亚ꎮ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ꎬ 来澳

大利亚访问的非洲部长级官员超过霍华德政府整个任期的访问量ꎮ③ 其二ꎬ 与

更多的非洲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ꎮ ２００７ 年澳大利亚与 ４１ 个非洲国家建立外

交关系ꎬ 而到 ２０１３ 年年底澳大利亚与非洲 ５４ 个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ꎮ 其

三ꎬ 重视对非外交机构的设置ꎮ ２０１１ 年ꎬ 澳大利亚在亚的斯亚贝巴重新开设

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ꎮ 亚的斯亚贝巴也是非洲联盟总部ꎬ 澳大利亚通过驻埃

塞俄比亚大使馆加强与非洲联盟之间的联系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ꎬ 澳大利亚外

长鲍勃卡尔 (Ｂｏｂ Ｃａｒｒ) 宣布将在达喀尔建设新的澳大利亚驻塞内加尔大使

馆ꎬ 这也是澳大利亚首次表示在非洲法语区建设大使馆的意图ꎮ④ 其四ꎬ 重视

非洲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的作用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时任澳大利亚外长陆克文与时任

非盟委员会主席让平 (Ｊｅａｎ Ｐｉｎｇ) 在纽约签署谅解备忘录ꎬ 双方同意在贸

易投资、 安全、 千年发展目标、 农业、 食品安全、 民主、 治理、 人权和气候

变化方面展开更紧密的合作ꎮ⑤ 史密斯和陆克文都曾以外长身份访问过非盟总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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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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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并发表讲话ꎮ 在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时期ꎬ 澳大利亚申请加入非洲开发银

行ꎬ 并愿意为非洲开发基金先期注资 １ ６１ 亿澳元ꎮ 澳大利亚与非洲之间外交

合作力度的加强是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对非洲 “新接触政策” 的突出表现ꎮ
第二ꎬ 增加对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ꎮ 长期以来ꎬ 澳大利亚对外援助的主

要目标集中在亚洲和太平洋国家ꎬ 非洲国家并不是澳大利亚对外援助的主要

对象ꎮ 但是在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时期ꎬ 澳大利亚不断增加对非洲国家ꎬ 尤

其是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国家的援助ꎮ 对此ꎬ 甚至有学者指出ꎬ 陆克文和吉

拉德政府时期的对非援助几乎实现了 “前所未有的增长”ꎮ① 澳大利亚对撒哈

拉以南非洲的援助从 ８ ８３４ ９ 万澳元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 增长到 ４ ３６ 亿澳元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ꎮ②

澳大利亚增加对非洲援助的动机往往有 ３ 种解释ꎬ 一是基于人道主义考

虑ꎻ 二是基于战略利益ꎻ 三是基于经济利益ꎮ 悉尼大学的乔尔涅金 ( Ｊｏｅｌ
Ｎｅｇｉｎ) 认为ꎬ 尽管地缘政治、 文化和经济利益等原因促使澳大利亚深化对非

洲的援助ꎬ 但是澳大利亚对非洲援助的最主要原因是减少全球贫困的人道主

义需要ꎮ③ “为了帮助非洲减缓贫困问题ꎬ 澳大利亚政府专注于 ‘千年发展目

标’ 中的 ４ 个子目标: 农业和食品安全 (千年发展目标 １)ꎻ 水和卫生设施

(千年发展目标 ７)ꎻ 改善孕产妇健康 (千年发展目标 ４) 和减少儿童死亡率

(千年发展目标 ５)ꎮ”④ 澳大利亚政府利用在这些方面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ꎬ 有针对性地解决非洲的切实需求ꎮ 但是仍有人认为ꎬ 澳大利亚是为了谋

求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才增加了对非援助ꎬ 而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之后ꎬ
澳大利亚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在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财政年度缩减至 ３ ９５ 亿澳

元ꎬ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财政年度更是进一步缩减至 ２ ５４ 亿澳元ꎮ
第三ꎬ 推动澳大利亚矿企投资非洲矿石资源ꎮ 澳大利亚与非洲的经济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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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主要集中在矿业领域ꎮ 尽管澳大利亚也是传统铁矿石产地ꎬ 但是非洲铁矿

石更加低廉的价格促使澳大利亚矿企积极投资非洲的矿石资源ꎮ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３
年间ꎬ 在非洲投资矿石资源的澳大利亚企业不断增加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ꎬ 澳大利

亚驻非洲高级贸易专员格雷格赫尔 (Ｇｒｅｇ Ｈｕｌｌ) 指出ꎬ “至少有 ２３０ 家澳大

利亚公司在非洲投资ꎬ 它们在 ４２ 个非洲国家总计持有约 ６５０ 个矿业勘探、 开

采和加工方面的项目ꎮ”① 一些数据显示ꎬ “超过 ４０％ 的澳大利亚海外矿业项

目是在非洲投资的ꎮ”② “从交易数量来看ꎬ 印度和澳大利亚 (而非中国) 是

在非洲并购最多的亚洲与大洋洲国家”③ꎬ 而且澳大利亚的并购主要集中在矿

石资源领域ꎮ
澳大利亚矿企 “涌向” 非洲的原因主要有三: 非洲矿石资源丰富且价格

相对低廉ꎻ 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执政时期正是全球 “资源繁荣期”ꎻ 陆克文和

吉拉德政府采取措施持续鼓励和支持澳大利亚矿企投资非洲矿石资源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ꎬ 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在澳大利亚西部城市珀斯举行ꎮ 在这次英联邦

政府首脑会议上ꎬ 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提出了矿业发展倡议ꎬ 该倡议旨在以

可持续的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来改善经济发展状况ꎮ 在

澳大利亚政府的支持下ꎬ 西澳大学和昆士兰大学联合组建国际矿业发展中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现矿业可持

续发展的澳大利亚专业经验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ꎬ 在珀斯举行的非澳矿业会议

(Ａｆｒｉｃａ Ｄｏｗｎ Ｕｎｄｅｒ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上ꎬ 澳大利亚外长鲍勃卡尔强调ꎬ
“资源必须通过立法、 治理框架、 可持续的环保措施以及技能熟练的劳动力得

到有效管理ꎮ 澳大利亚有超过百年利用自然资源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经验ꎮ 澳

大利亚致力于与非洲分享这种经验ꎮ”④ 澳大利亚为非洲国家主动提供资源推

动经济发展的经验ꎬ 有助于更深层次地拓展澳大利亚与非洲国家在开发利用

矿石资源方面的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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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矿业部门的跨国经济活动也推动澳大利亚政府建立一系列配套

措施服务于本国企业ꎮ 澳大利亚各种类型的矿企进入非洲投资和经营ꎮ 矿企

巨头如力拓、 必和必拓等即使没有澳大利亚外交部门的特别支持或帮助ꎬ 也

有能力独自处理在非洲的业务ꎮ 但是ꎬ 一些小型矿企在非洲的经营有时需要

外交部门的协助ꎬ 澳大利亚政府也积极为这些在非洲投资的小型矿企提供各

种服务ꎮ 小型矿企成为投资非洲矿石资源的新兴力量ꎬ 制度保障和法规支持

能有效解决这些小型企业的后顾之忧ꎮ
第四ꎬ 推进澳大利亚与非洲国家在教育、 文化领域的合作ꎮ 教育援助和

教育合作是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对非洲 “新接触政策” 的特色内容ꎮ 澳大利

亚政府通过教育输出推进自身战略利益、 经济利益的实现ꎮ 从 ２００７ 年到 ２０１３
年ꎬ 澳大利亚向非洲国家提供的奖学金名额从 １００ 个增加至 １ ０００ 个ꎮ①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ꎬ 澳大利亚建立 “澳大利亚非洲大学网络”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ꎮ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秘书长丹尼斯理查森 (Ｄｅｎｎｉｓ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在为该网络的启动仪式致辞时指出ꎬ “这种新的网络将提供一个

宝贵的机会ꎬ 以推动澳大利亚和非洲之间的学术联系ꎬ 加强彼此的研究能力ꎬ
并且强化澳大利亚与非洲民众之间的联系”ꎮ② 实际上ꎬ “澳大利亚非洲大学

网络” 的建立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方面ꎬ 该网络能够成为澳大利亚政府

的情报和咨询门户ꎬ 并且为澳大利亚企业提供进入非洲的专业知识ꎻ 另一方

面ꎬ 这个网络能够促进澳大利亚在非洲软实力的提升ꎮ 有数据统计显示ꎬ 非

洲学生所获得奖学金的 ９０％仍然会在澳大利亚使用ꎬ 也一定程度有助于刺激

澳大利亚的经济ꎮ 而且ꎬ 赴澳大利亚留学的非洲学生未来可能持续扮演澳大

利亚和非洲之的桥梁角色ꎮ
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的对非洲 “新接触政策” 既是源于澳大利亚外交战

略的主动调整ꎬ 也是源于全球资源繁荣和非洲经济的持续发展ꎮ 具体说来ꎬ
陆克文和吉拉德当政时期ꎬ 澳大利亚政府对非洲实行 “新接触政策” 主要基

于以下两方面的战略考量: 其一ꎬ 非洲国家的支持是该国实现进取性外交的

基础ꎮ 比之于之前的政府ꎬ 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的外交政策更积极也更具进

取性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澳大利亚前外长加里斯埃文斯 (Ｇａｒｅｔｈ Ｅｖａｎｓ)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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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对非洲政策的演变及价值取向　

经指出ꎬ 澳大利亚外交是以亚太地区为导向的中等强国外交ꎬ 澳大利亚中等

强国外交的标志性方法是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联盟ꎮ① 尽管澳大利亚也被认

为是中等强国的一员ꎬ 但是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具有明显的地缘特征ꎬ 非洲、
拉美、 中东并不是澳大利亚对外关系的关注区域ꎮ 但是陆克文则认为ꎬ 澳大

利亚是拥有 “全球性利益的中等强国” ②ꎬ “创造性的中等强国外交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原则是提升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最佳手段”③ꎮ 澳大

利亚希望进一步提升国际形象ꎬ 并且寻求在某些区域事务和国际事务上发挥

更有建设性的主导作用ꎮ 澳大利亚外交战略的主动调整导致其更加广泛地接

触第三世界的国家 (包括非洲地区的国家)ꎬ 而非洲国家的支持是澳大利亚进

取性外交实现的基础ꎮ
澳大利亚对非洲国家实施 “新接触政策”ꎬ 不断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合作ꎬ

一方面旨在增强澳大利亚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ꎬ 推动澳大利亚更加全面地

参与全球治理ꎬ 便利澳大利亚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ꎻ 另

一方面澳大利亚希望在大国博弈中取得相对有利的位置ꎮ 通过与非洲国家的

密切合作ꎬ 澳大利亚能够获得更多的与大国博弈的筹码ꎮ 澳大利亚与非洲国

家不断增强的互动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政治效果ꎬ 大多数非洲国家支持澳大利

亚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 第 ６７ 届联合国大会投票选

举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度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ꎮ 澳大利亚在第一轮就以高票成功

当选ꎬ 而澳大利亚上一次当选还是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份ꎬ 已时隔 １８ 年ꎮ
尽管澳大利亚国内一些人士认为ꎬ 澳大利亚将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放

在其外交政策的重要位置仅仅是因为澳大利亚想力争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度的安理

会非常任理事国ꎮ④ 但是ꎬ 澳大利亚与非洲国家更密切的互动并非公着眼于谋

求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身份ꎬ 而是基于更积极进取的外交战略ꎮ 非洲国家在

澳大利亚外交版图中不仅具有选票价值ꎬ 而且是澳大利亚外交战略的重要一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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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ꎬ 非洲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澳大利亚经济的新动力ꎮ 从经济层面看ꎬ
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时期的对非 “新接触” 是为了抓住非洲经济发展的新机

遇ꎮ 非洲是世界经济增长新的一极ꎬ 众多经济体将非洲视作是对外经济发展

的新疆域ꎮ 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ꎬ 世界上 １０ 个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中ꎬ ６ 个来自于

非洲ꎮ 非洲开发银行 ２０１３ 年的报告也显示ꎬ １ / ３ 的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率超

过 ６％ ꎮ①

由此ꎬ 澳大利亚对非洲经济发展态势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ꎮ ２０１２ 年ꎬ 澳

大利亚外交部长毕晓普也曾经强调ꎬ “尽管中国、 日本、 韩国、 印尼、 印度以

及本地区的其他国家将在很长时间是经济活动的主要驱动力ꎬ 但是我们不应

该过于狭隘地专注于亚洲世纪的潜力ꎮ 我们应该向外看并且寻求其他存在的

机会ꎮ”② 非洲成为澳大利亚 “向外看” 的重点区域ꎬ 非洲经济的不断发展可

能成为澳大利亚经济再次增长的动力源ꎮ 尤其是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２ 年ꎬ 全球各种资

源类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ꎬ 阶段性的资源繁荣导致澳大利亚采矿和勘探企

业对非洲的关注度上升ꎮ 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时期对非洲经济方面的 “新接

触” 主要体现在澳非资源类企业的合作上ꎮ 而澳大利亚资源类企业在塞内加

尔、 加纳、 纳米比亚、 南非、 赞比亚等西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国家大量投资ꎬ
也会引发未来澳大利亚政府对非洲发展的持续关注ꎮ

总体看ꎬ 在 “新接触” 的背景下ꎬ 澳大利亚进一步深化了同非洲国家在

政治、 经济、 文化 ３ 个维度上的交往ꎮ “新接触政策” 推动了澳非政治互动的

层级不断提升ꎬ 澳非高层交往更加频繁ꎬ 政治互信不断增强ꎬ 并且双边、 多

边接触日趋机制化ꎮ 澳非间经贸合作也蓬勃发展ꎬ 带动澳大利亚矿企大规模

投资非洲矿石资源ꎮ 此外ꎬ 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大幅增加澳大利亚对非洲援

助ꎬ 积极推动澳非间文化和教育合作ꎬ 这些举措也有利于澳大利亚国家形象

和软实力的构建ꎮ 基于非洲国家的有力支持ꎬ 澳大利亚顺利当选联合国安理

会非常任理事国ꎮ 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对非洲的 “新接触政策” 是澳大利亚

历史上对非洲外交最为主动和积极的时期ꎬ 而且 “新接触政策” 的遗产可能

持久地推动澳非合作的深入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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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以来: 同非洲 “若即若离”

经历了工党政府 ５ 年零 ９ 个月时间的执政后ꎬ 以自由党为基础的执政联

盟在大选中获胜ꎬ 重新赢得执政机会ꎮ 在外交政策方面ꎬ 托尼阿博特

(Ｔｏｎｙ Ａｂｂｏｔｔ) 并没有与陆克文、 吉拉德时期的外交政策进行彻底决裂ꎬ 但是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ꎮ
阿博特对陆克文、 吉拉德政府外交政策的质疑与批评主要来自两方面:

其一ꎬ 陆克文时期的外交政策与澳大利亚的实力和定位不匹配ꎮ 在竞选期间ꎬ
阿博特就曾经批评陆克文在国际舞台上的野心太大ꎮ①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

休怀特 (Ｈｕｇｈ Ｗｈｉｔｅ) 也表示过类似的观点ꎬ 他指出陆克文外交政策失败

是因为ꎬ “太多的提议、 太少的准备和太少的跟进错误地认为自己处于每

个问题的中心位置ꎬ 而不管是否力所能及”ꎮ② 阿博特政府 “多些雅加达ꎬ 少

些日内瓦” ③的口号不仅被理解为重视双边外交多过于多边外交ꎬ 也被理解为

重视区域层次多过于获得全球影响力ꎮ 与陆克文时期的外交政策最大的不同

就是ꎬ 阿博特的外交政策明确强调要放弃 “被认为是理想主义的和误入歧途

的全球倡议”ꎮ④

其二ꎬ 澳大利亚外交应该更加关注核心地区而非边缘地区ꎮ 阿博特不赞

同陆克文为了赢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而给予非洲国家太多的许诺ꎬ 认

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并不是澳大利亚官方发展援助的重点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ꎬ 当时

作为反对党领袖的阿博特就曾经提出ꎬ “总理吉拉德不应该在纽约 ‘闲荡’ 同

非洲对话ꎬ 而应该前往雅加达与印度尼西亚的领导人商谈边界安全ꎮ”⑤ 阿博

特在竞选阶段也承诺ꎬ 自己作为总理的首次出访将会选择亚洲国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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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理想主义的陆克文相比ꎬ 阿博特的外交政策更加实用主义ꎮ 昆士兰大

学的安德鲁菲利普斯 (Ａｎｄｒｅｗ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认为ꎬ “对于阿博特政府ꎬ ‘交易’
而非 ‘理想’ 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ꎮ① 阿博特政府的外交政策以

务实主义为标志ꎬ 摒弃了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的理想主义情怀ꎮ 尽管阿博特

外交政策理念具有强烈的盎格鲁倾向ꎬ 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加强与美国、 英国

等传统盟友的关系ꎬ 但是澳大利亚的地缘位置使得其不能忽视同亚洲的合作ꎮ
阿博特政府的外交政策再次回归到传统的外交双支柱: 安全与贸易ꎮ 在安全

方面ꎬ 澳大利亚与美国以及美国的亚太盟友加强军事合作ꎻ 在贸易方面ꎬ 澳

大利亚与亚太国家建立更紧密的经贸联系ꎮ
在这个背景之下ꎬ 澳大利亚对非洲事务的兴趣不断下降ꎬ 而且非洲甚至

都不是澳大利亚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关键ꎮ 阿博特政府时期ꎬ 澳大利亚希望

将官方发展援助的 ９０％投放到印太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地区ꎬ 尤其是太平洋岛国

和东南亚ꎮ 这其中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是接受澳大利亚官方发展援

助最多的两个国家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大选前ꎬ 执政联盟发布的 «执政联盟外交政

策» 也再次明确 “印太” 区域为优先地缘战略区域ꎬ 强调同澳大利亚的传统

盟友和亚太印度洋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建立强大且有效的关系ꎮ② 在整份 «执
政联盟外交政策» 中ꎬ “非洲” 仅出现了一次ꎬ 这也预示了阿博特政府对非洲

政策的趋势和走向ꎮ
阿博特上台后ꎬ 澳大利亚对非洲的兴趣的减弱有 ３ 个标志性的案例作为

依据ꎮ 其一ꎬ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 阿博特出席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葬礼ꎬ
但是阿博特在南非期间并没有发布任何关于澳大利亚新一届政府对非洲政策

的方针或路线ꎮ 其二ꎬ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ꎬ 时任澳大利亚外长的卡尔承诺ꎬ 建立澳

大利亚驻塞内加尔大使馆ꎬ 但是阿博特政府暂时叫停了这项提议ꎮ 澳大利亚

在法语非洲依然没有大使馆存在ꎮ 其三ꎬ 澳大利亚主动提出印太概念ꎬ 但是

这一概念产生的主要原因是 “印度的崛起和印度洋重要性的增加”③ꎮ “对于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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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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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体系的范围界定ꎬ 澳大利亚国内官方和学者基本一致ꎬ 但在印太体系是

否要扩展到非洲东海岸区域有所分歧ꎮ”① 实际上ꎬ “印太” 概念中的 “印”
主要的指涉对象是印度和某几个环印度洋联盟 (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ｉ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的成员国ꎬ 并不包括大部分非洲东海岸的印度洋国家ꎮ 一个可

以包容非洲国家的地缘战略概念却对非洲国家采取了刻意的规避ꎬ 体现了

澳大利亚对非洲的态度ꎮ
尽管阿博特政府时期的对非洲政策似乎不再延续之前的 “新接触政策”ꎬ

重新回归到霍华德政府时期的轨道上ꎮ 但是ꎬ 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时期取得

的既有成果以及对非洲政策形成的路径依赖ꎬ 又使得阿博特和其后的特恩布

尔政府与非洲的交往深度和广度高于霍华德政府时期ꎮ
第一ꎬ 阿博特政府调低了对非洲的援助额ꎮ 从根本上讲ꎬ 澳大利亚对非

洲官方发展援助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ꎬ 而并非单纯着眼

于人道主义需要ꎮ ２０１４ 年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提出新的对外援助范式———
“促贸援助” (Ａｉｄ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政策ꎮ 实际上ꎬ “促贸援助” 并非援助领域的新

概念ꎬ “促贸援助” 是指促进贸易发展的相关援助ꎮ 援助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

长和减少贫穷的催化剂ꎬ “它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与区域和全球供应链连接在

一起”ꎮ②

用 “促贸援助” 政策取代 “新接触” 政策中的对外援助部分ꎬ 主要体现

阿博特政府四方面的考虑: 不希望将援助与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票挂钩ꎻ
体现援助的实用主义和功利性ꎬ 保障和提升澳大利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ꎻ 在

全球经济依然不景气的情况下ꎬ 澳大利亚希望精简援助项目ꎻ 为未来继续削

减对非洲援助提供新的政策基础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澳大利亚对撒哈拉以南地区

的发展援助预算为 １ ８６８ 亿澳元ꎬ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削减至 ９ ５９０ 万澳元ꎬ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进一步削减至 ８ ９５０ 万元ꎮ 相比于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时期ꎬ 阿博特

政府和特恩布尔政府时期的对非洲援助额有较大程度的削减ꎬ 但是仍然高于

霍华德政府最后一年的对非洲援助ꎬ 而且由于紧急人道主义救援ꎬ 实际上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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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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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澳大利亚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援助最终为 ２ ６８５ 亿澳元ꎮ①

第二ꎬ “新接触” 时期留下的政治遗产继续发挥功用ꎮ 尽管澳大利亚驻塞

内加尔大使馆的建立依然悬而未决ꎬ 澳大利亚加入非洲开发银行也似乎并不

乐观ꎬ 现任澳大利亚总理和外长对于 “向西看” 的表述也远少于工党政府时

期ꎬ 这都显示出澳大利亚政府现阶段对非洲大陆的兴趣在减弱ꎮ 但澳大利亚

与非洲之间的交往层次仍远高于霍华德政府时期ꎮ 陆克文和吉拉德时期建立

或赋予新内涵的机制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ꎬ 并持续为澳大利亚与非洲之间

关系的积极发展提供动力ꎮ 阿博特政府继续重视 “非澳矿业会议” 这一多边

机制ꎬ ２００７ 年以来ꎬ 澳大利亚高级官员出席 “非澳矿业会议” 的传统并没有

被改变ꎮ ２０１４ 年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在 “非澳矿业会议” 上发表视频讲话ꎬ
２０１５ 年毕晓普亲自出席会议发表讲话ꎬ 并宣布建立 “澳非关系咨询小组”ꎮ②

澳大利亚对非洲教育援助、 非洲奖学金计划以及 “澳大利亚非洲大学网络”
经过若干年的运行也已经产生出成果ꎮ 基于矿业方面的发展援助ꎬ 自 ２０１１ 年

以来ꎬ 澳大利亚为非洲累计培养了 ４５０ 名矿业方面的硕士和硕士课程班学员ꎮ
２０１４ 年ꎬ 超过 ９００ 名非洲官员在澳大利亚接受矿业方面的管理培训ꎮ③

第三ꎬ 澳大利亚次国家行为体对非洲的兴趣增加ꎬ 促使澳大利亚政府继

续保持对非洲的关注ꎮ 在阿博特政府时期ꎬ 澳大利亚的次国家行为体也开始

与非洲区域组织和国家展开不同层次的互动ꎬ 尤其是在非洲有着重要利益的

西澳地区越来越重视 “向西看”ꎮ 西澳州州长科林巴奈特 (Ｃｏｌｉｎ Ｂａｒｎｅｔｔ)
致力于推动西澳与非洲在矿石资源领域的合作ꎬ 认为西澳在矿业经济方面的

优势有助于非洲国家建构完整的矿业产业链和法律法规体系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ꎬ
巴奈特作为第一位受邀参加南非矿业大会 (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ｄａｂａ) 的澳大利亚政治

家发表了主旨发言ꎮ ２０１４ 年ꎬ 西澳与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ｏ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 签署谅解备忘录ꎬ 帮助东部和南部非洲

共同市场成员国发展矿业经济ꎮ
尽管阿博特对非洲大陆的兴趣在下降ꎬ 但是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时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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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对非洲政策的演变及价值取向　

成的既有成果仍然推动着澳大利亚对非洲政策的持续发展ꎮ “路径依赖” 使得

现阶段澳大利亚政府的对非洲政策比霍华德政府时期更为积极和主动ꎮ

结　 论

从 １８８５ 年到 ２０１６ 年ꎬ 澳大利亚和非洲之间互动的形式、 深度和广度发

生着明显变化ꎮ 二战前ꎬ 澳大利亚对非洲政策变化的内在逻辑是以宗主国英

国为导向ꎬ 随着英国对非洲政策的变化而变化ꎮ 二战后ꎬ 澳大利亚不再受限

于英国的外交政策ꎬ 历届政府对非洲政策的内在逻辑大体基于两点: 一是澳

大利亚全球角色定位下的对外政策选择ꎻ 二是澳大利亚国内政治经济的需要ꎮ
澳大利亚外交决策者基于自我感知的国家利益ꎬ 理性选择国家角色定位ꎬ

建构适合于本国的外交政策ꎮ 澳大利亚对自身角色定位的预期和认知影响着

外交政策的走向和选择ꎮ 如果澳大利亚将自身定位为 “负责任的国际公民”ꎬ
那么澳大利亚将接受并传播国际上占主流的规范和道德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惠

特拉姆政府将澳大利亚界定为 “进步的国际行为体”ꎬ 澳大利亚也展现出对反种

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坚定支持ꎬ 从而推动澳大利亚同非洲关系的发展ꎮ 陆克

文政府时期ꎬ 澳大利亚被定义为具有 “全球性利益的中等强国”ꎬ 认为澳大利亚

的外交方式是 “创造性的中等强国外交”ꎮ 因此在这一时期ꎬ 澳大利亚地缘政治

经济的重点区域被扩大化ꎬ 非洲也成为澳大利亚重点关注的区域ꎬ “新接触政

策” 也随之产生ꎮ 而阿博特和特恩布尔政府时期ꎬ 澳大利亚的角色定位再次回

归到 “实力有限的中等强国” 或者 “立足于亚太 (印太) 的中等强国”ꎬ 因此

澳大利亚在保持同 “盎格鲁世界” 充分协调与合作的基础上ꎬ 更加重视发展同

南太平洋、 东南亚、 东亚、 南亚地区国家的关系ꎮ 阿博特和特恩布尔政府时期ꎬ
澳大利亚的全球抱负减少ꎬ 再次将非洲置于其外交相对边缘化的位置ꎮ

澳大利亚对非洲政策也受到澳大利亚国内政治、 经济因素的影响ꎮ 澳大

利亚矿企对澳大利亚政府决策拥有较强的游说能力ꎮ 当全球处于资源繁荣期ꎬ
澳大利亚矿企选择投资价格更加低廉的非洲铁矿石谋取更多的利润ꎮ 澳非在

矿石资源方面的合作ꎬ 也推动澳非经济朝着其他方向深入发展ꎮ 而当资源繁

荣期趋于结束或者出现不明朗因素时ꎬ 澳大利亚对非洲矿石资源的投资也会

逐步减少ꎬ 从而影响澳非经济在其他领域的合作ꎮ 另外ꎬ 阿博特和特恩布尔

政府刚刚上台时ꎬ 他们重视 “国内政治” 超过 “国际政治”ꎬ 也导致澳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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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对非洲事务的相对忽视ꎮ
澳大利亚对非洲政策的演变ꎬ 尤其是 ２１ 世纪以来的澳非关系ꎬ 使其他国

家反思与非洲国家合作的可持续性问题ꎮ 政府更迭导致的兴趣度转移ꎬ 影响

了区域政策的连续性ꎬ 但是制度成果的创建和积累有助于度过 “兴趣衰减

期”ꎮ 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对非洲的 “新接触政策”ꎬ 使得澳非关系的发展拥

有了新的动力和制度基础ꎮ 尽管此后的阿博特政府对非洲事务态度趋于冷淡ꎬ
但是 “新接触政策” 的政治遗产推动澳非关系持续深化ꎮ 澳非关系并没有出

现明显倒退ꎮ 而商人出身、 更加务实的特恩布尔可能在重视传统地缘政治经

济区域的基础上ꎬ 继续挖掘澳非合作的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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