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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特朗普政府与奥巴马政府对非战略的基本追求高度相似ꎬ 即

从权势转移视角思考美国对非战略ꎬ 集中表现为与中国和俄罗斯在非洲展

开地缘战略竞争ꎮ 基于 “美国优先” 战略ꎬ 特朗普政府对非战略的核心目

标是将中国 “推回”: 政治上ꎬ 美国反复 “提醒” 非洲 “警惕” 中国影响ꎬ
并重点围绕部分非洲国家的政治转型展开 “模式之争”ꎻ 经济上ꎬ 依据 «建
造法案» 推动机构和资金重组ꎬ 旨在 “抵消” 中国在非经济影响力ꎻ 安全

上ꎬ 通过推动美国军事存在转型ꎬ 优化美国对非安全援助ꎬ “阻止” 中国参

与非洲和平安全事务ꎮ 尽管有夸大 “中国威胁” 和扭曲美国对非洲战略目

标之嫌ꎬ 但由于对非、 对华战略均有高度两党共识ꎬ 美国新政府极可能更

加系统和灵活地实施将中国 “推回” 的战略: 一方面ꎬ 拜登政府将调整其

战略优先和政策举措ꎬ 聚焦 “一带一路” 建设和中非和平安全合作ꎻ 另一

方面ꎬ 拜登政府也将围绕更具道德感的公共卫生、 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

与中国展开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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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比根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Ｂｉｅｇｕｎ) 强调ꎬ 美国对华战略就是要在所有领域都将中国

“推回” (ｐｕｓｈ ｂａｃｋ)ꎮ① 的确ꎬ 唐纳德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ꎬ 美国对华战

略表现出高度的对抗性甚至冒险性ꎬ 不仅在所有领域都试图将中国 “推回”ꎬ
也试图在诸多地区特别是非洲将中国 “推回”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底ꎬ 美国国防部

长马克埃斯珀 (Ｍａｒｋ Ｅｓｐｅｒ) 自上任后首次访问非洲ꎬ 其核心目标也是

“推回” 中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ꎮ② 当然ꎬ 在美国官方高调谈论将中

国 “推回” 之前ꎬ 围绕如何在非洲将中国 “推回”ꎬ 尤其是非洲国家如何行

动等ꎬ 已有不少讨论ꎮ③ 如果回顾特朗普政府的对非战略ꎬ 可以发现一个奇怪

的现象: 特朗普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早发布完整的对非战略的总统ꎻ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ꎬ 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宣布了特朗普总统的新非洲

战略ꎬ 但其真正的政策对象则不是非洲ꎬ 而是借助非洲遏制中国ꎬ 在非洲与

中国展开 “模式竞争”ꎬ 并干扰 “一带一路” 倡议在非洲的落地ꎮ④ 为实现将

中国从非洲 “推回” 的战略目标ꎬ 特朗普政府主要展开三方面努力ꎬ 即政治

“提醒”、 经济 “抵消” 和安全 “阻止”ꎮ 尽管更受关注的是经济 “抵消”ꎬ 但

政治 “提醒” 和安全 “阻止” 的影响更加长远ꎮ 主要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竞争

和资源限制等原因ꎬ “推回” 战略到特朗普政府结束时并未对中非合作产生明

显的消极影响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 日ꎬ 美国白宫发布了拜登政府的 «临时国家安

全战略指南»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ꎬ 这是拜登新政府发

布的第一份美国全面应对国际、 国内局势的政策性指导文件ꎮ 在 ２３ 页的文件

中ꎬ 中国被提及 １５ 次ꎬ 排名第一ꎮ⑤ 由此看ꎬ 美国对非政策中 “推回”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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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目标不会发生根本性转向ꎻ 相反ꎬ 拜登政府的具体策略和举措将朝向

更加系统、 更加灵活的方向发展ꎬ 对中非关系的潜在消极影响可能更大ꎮ

一　 “提醒” 非洲 “警惕” 中国的政治意图

从 ２００６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始ꎬ 美国对中非合作的快速发展就相

当敏感ꎬ 不断 “提醒” 非洲国家注意中国可能在非洲搞所谓 “新殖民主

义”ꎮ① 到特朗普政府时期ꎬ 一方面由于中非关系的发展难以阻挡ꎬ 另一方面

则是中美权势转移令美国更感焦虑ꎬ 因此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使非洲国家充

分 “警惕” 中国的影响ꎬ 成为美国对非战略中最为重要的内涵ꎮ 因此ꎬ 尽管

特朗普总统比其前任贝拉克奥巴马总统约早两年提出完整的对非战略ꎬ 但

二者的气质却高度相似ꎬ 即主要从权势转移的视角思考对非战略ꎻ 其不同点

在于ꎬ 奥巴马并未将中美权势转移当作思考对非战略的全部基础②ꎬ 而这恰好

是特朗普的基本逻辑ꎮ 特朗普政府对非战略中的政治 “提醒” 策略基于所谓

“锐实力” 理论ꎮ③ 尽管该理论主要强调中国对美国国内的所谓 “影响” 战略ꎬ
但对 “锐实力” 和 “软实力” 的区分ꎬ 使美国有了更加有力的 “提醒” 非洲的理

论工具ꎬ 并为美国在非洲采取所谓 “全政府”(ｗｈｏｌｅ － ｏｆ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战略应对

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ꎮ
第一ꎬ 以 ２０１７ 年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和 ２０１８ 年新非洲战略为核心ꎬ

特朗普政府提出了完整的政治 “提醒” 策略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特朗普政府发

布上任后的首份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ꎮ 该战略不仅将中国视为美国的 “战略

竞争者”ꎬ 而且从根本上确立了在非洲与中国展开地缘政治竞争的战略选择ꎮ
该文件强调ꎬ “中国正扩张其在非洲的经济和军事存在ꎬ 从 ２０ 年前对非洲的

小规模投资发展到今天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ꎬ 中国的行为对非洲的长期

发展已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力”ꎮ 相比之下ꎬ 美国旨在推动非洲国家融入世界

经济ꎬ 使其有效地应对和平安全威胁ꎻ 美国将向非洲提供商品和服务ꎬ 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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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美国有利ꎬ 也因其可成为 “中国对非洲的掠夺式经济行为的替代选

择”ꎮ① 而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出台的美国新非洲战略则将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所

确立的政治 “提醒” 策略进一步细化ꎮ 博尔顿诬称ꎬ 中国和俄罗斯 “处心积

虑且野心勃勃地对该地区投资ꎬ 以赢得对美国的竞争优势”ꎻ 中国试图获得更

多政治、 经济和军事权势的努力在非洲已经产生了效果ꎮ 由此而来ꎬ 美国需

要做出战略调整以应对大国竞争ꎮ②

第二ꎬ 特朗普政府的政治 “提醒” 策略很大程度上是延续了此前多届政

府的基本策略ꎬ 即标榜自身的同时诬蔑中国ꎬ 核心论调是中国在非洲搞所谓

“新殖民主义” 或 “掠夺”ꎬ 而美国将帮助非洲国家实现自力更生、 摆脱对外

长期依赖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初ꎬ 美国助理国务卿小蒂博尔纳吉 (Ｔｉｂｏｒ
Ｐ Ｎａｇｙꎬ Ｊｒ ) 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的演讲中强调ꎬ 美国在非洲有四大战略优

先: 一是激发非洲青年的潜力ꎬ 使其成为促进创造力和繁荣的力量ꎻ 二是与

非洲各国政府合作ꎬ 为美国公司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ꎬ 鼓励美国企业在非洲

拓展市场ꎻ 三是借助与非洲各国政府和地区机制的伙伴关系ꎬ 促进和平与安

全ꎻ 四是反驳中国叙事ꎬ 并澄清美国对非洲的承诺广度与深度是无可比拟的ꎮ
纳吉声称ꎬ “我们正在挑战中国人的叙事ꎬ 并加强我们的公共外交ꎮ 我们提醒

非洲人民ꎬ 美国贡献无人可及ꎮ 在公共卫生、 妇女赋权、 人权促进、 自由和

公平选举支持、 打击童工和非洲维和人员能力培养等领域ꎬ 我们是非洲的首

要伙伴ꎮ 中国继续在非洲大陆展现自己的实力ꎮ 我们必须鼓励非洲领导人选

择可持续的外国投资ꎬ 为非洲人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ꎬ 并确保将技术转移给

非洲工人ꎮ”③ 又如ꎬ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初ꎬ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访问非洲时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发表演讲ꎬ 提醒非洲国家 “警惕威权政府的

空头承诺”ꎬ 并表示美非经济伙伴关系才是非洲走向 “真正解放” 的道路ꎮ 尽

管如此ꎬ 如同有美国学者所指出的ꎬ 特朗普政府的对非外交是一种 “缺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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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Ａｂｓｅｎｔｅ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 美国对非承诺并不具备实际内容ꎮ①

第三ꎬ 在非洲之角与中国开展 “模式之争”ꎬ 是特朗普政府政治 “提醒”
策略的唯一系统且切实的努力ꎬ 对中非合作有着潜在重大深远影响ꎮ 尽管

“模式之争” 是政治 “提醒” 策略的核心要素ꎬ 但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特朗

普政府确立了相应的地区和国家清单ꎮ 博尔顿在宣布美国新非洲战略时ꎬ 既

强调赞比亚和吉布提的债务问题ꎬ 也强调由于中国在吉布提海军补给基地建

设给美国带来的挑战ꎬ 即非洲之角的 “均势” 将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ꎮ②

而纳吉更加看重美国在埃塞俄比亚、 刚果 (金)、 苏丹等国家政治转型的作

用ꎮ 结合特朗普政府对非战略的具体举措可以发现ꎬ 美国在非洲与中国展开

“模式竞争” 的重点是非洲之角地区ꎬ 聚焦苏丹、 南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

的政治转型及下文所要讨论的军事控制ꎮ 尽管没有明确证据ꎬ 但特朗普政府

在非洲之角的各种政策举措的集合仍体现出一种大战略布局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 美国在非洲之角与中国的 “模式之争” 并非公开宣称的

行动ꎬ 更多是通过美国与苏丹的 “大交易” 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举措实现的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ꎬ 美国、 苏丹与以色列三国发布联合声明称: 苏丹与以色

列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ꎬ 结束两国交战状态ꎻ 美国决定将苏丹从 “支持恐怖

主义国家” 名单中移除ꎬ 并减轻苏丹债务负担ꎻ 美国和以色列还承诺与合作

伙伴一道支持苏丹改善粮食安全ꎬ 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ꎬ 并挖掘其经济

潜力ꎮ③ 必须指出的是ꎬ 美国与苏丹的 “大交易” 有着相当深远的地区甚至全

球战略意义ꎮ 首先ꎬ 有利于美国全面尝试 “推回” 中国在苏丹、 南苏丹的影响

力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起ꎬ 美国逐渐丧失对苏丹的战略影响力ꎮ 尽管 ２００５
年推动南北苏丹达成 «全面和平条约»ꎬ 使美国具备主导独立后南苏丹事务的能

力ꎬ 但美国对苏丹事务的影响力仍在流失ꎮ 而中国的影响力在同一时期有着明

显增长ꎬ 尤其在苏丹ꎮ 因此ꎬ 借助苏丹政治转型提供的机遇ꎬ 美国得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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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交易” 重新掌握在整个苏丹、 南苏丹的政治影响力ꎬ 这最为典型地体现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初苏丹与南苏丹签署了结束长达 １７ 年敌对状态的最终和平协议ꎮ
但也要看到的是ꎬ 美国推动与苏丹的 “大交易” 本身明显过于仓促ꎬ 对诸多消

极战略后果ꎬ 如激化苏丹内部矛盾、 苏丹与阿拉伯世界及非洲之角其他国家的

矛盾思虑不周ꎬ 美国由 “大交易” 带来的战略红利极可能会打折扣ꎮ①

其次ꎬ 有利于美国对地区伙伴网络的重新调整ꎬ 尤其是降低对自 ２０１６ 年

起持续动荡的埃塞俄比亚的战略倚重ꎮ 得益于重新控制苏丹、 南苏丹ꎬ 美国

在非洲之角拥有更大的战略灵活性ꎬ 可缓解其在两个重要战略伙伴即埃及与

埃塞俄比亚之间的选择困境ꎮ 为解决自身严重的电力缺乏问题———高达 ６５％
的人口缺电ꎬ 埃塞俄比亚于 ２０１０ 年宣布重启建设复兴大坝ꎻ 但这使长期存在

的尼罗河水资源争端再度凸显ꎮ② 随着复兴大坝开始蓄水ꎬ 埃及、 埃塞俄比

亚、 苏丹等尼罗河重要水资源利益攸关方的争执不断升温ꎮ 尽管背景复杂ꎬ
但特朗普政府并不试图扮演积极调解的角色ꎬ 而是直接 “选边站”ꎬ 即采取无

条件支持埃及的立场ꎬ 因为后者的战略重要性明显高于埃塞俄比亚ꎮ 尽管更

多针对埃塞俄比亚ꎬ 但美国打压可能导致埃塞俄比亚已然复杂的国内局势更

加复杂ꎬ 进而对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关系有重大的潜在消极影响ꎬ 可促进 “推
回” 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ꎮ

最后ꎬ 有利于美国塑造非洲之角地区安全治理架构ꎮ 为应对非洲之角的

长期转型尤其是军事化发展ꎬ 美国和平研究所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底提出ꎬ 美国

政府应有一个完整的非洲之角战略ꎬ 具体包括 ４ 个支柱: 一是避免非洲之角

陷入中东敌对的政治和外交战略ꎬ 推动建构一个最小化竞争、 最大化合作的

地区架构ꎻ 二是推动克服美国政府内部官僚障碍的结构性改革ꎬ 任命一名负

责红海问题的特使或指定副国务卿作为制定和执行红海领域综合战略的跨部

门机构领导ꎻ 三是重新调整美国援助ꎬ 将非洲之角纳入优先援助地区ꎬ 并将

优质工业区作为红海地区各国的合作平台ꎬ 促进整个地区的包容性、 合法治

理和经济增长ꎻ 四是推动美国国会更加积极地参与相关政策制定ꎮ③ 尽管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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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设想貌似中立ꎬ 但通过在短期内推动阿联酋、 巴林、 苏丹及摩洛哥与以

色列的关系正常化ꎬ 美国现在不仅有更多战略手段应对主要由海湾国家冲突

而导致的非洲之角军事化发展ꎬ 更可通过两大手段将中国影响力 “推回”: 通

过塑造地区合作框架ꎬ 实现 “管理” 中国在吉布提海军补给基地的目标ꎻ 通

过遴选优质工业区作为红海地区合作平台ꎬ 进而 “贬抑” 中国在非洲之角尤

其是在埃塞俄比亚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影响力ꎮ

二　 “抵消” 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影响力

自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ꎬ 美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不断萎缩ꎻ 与此同

时ꎬ 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影响力却持续上升ꎮ 在此背景下ꎬ 特朗普政府将中国

从非洲 “推回” 战略的最为迫切和直接的目标ꎬ 是在经贸领域设法 “抵消”
中国影响ꎬ 遏制中非经贸合作的持续增长ꎮ 因此ꎬ 尽管奉行 “美国优先” 战

略的特朗普政府并不重视非洲ꎬ 但仍积极利用有着高度两党共识的对非战略ꎬ
以 “抵消” 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影响力ꎮ 以 ２０１８ 年美国通过的 «更好利用投资

促进发展法案»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ｃｔꎬ 因其

英文缩写为 “ＢＵＩＬＤ”ꎬ 故又称 «建造法案») 为法理依据ꎬ 特朗普政府对美

国的经贸合作机构和资金进行了重大调整ꎬ 试图借助投资、 援助与贸易相结

合的手段ꎬ 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与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展开竞争ꎮ 但

由于战略优先地位不高、 资金缺乏等原因ꎬ 特朗普政府 “繁荣非洲” (Ｐｒｏｓｐｅｒ
Ａｆｒｉｃａ) 倡议进展并不明显ꎬ 因此其在经贸领域的作为仍更多是其前任们的政

策遗产ꎮ 换言之ꎬ 尽管尝试 “抵消” 中国影响ꎬ 但除机构改组外ꎬ 特朗普政

府的对非经贸战略延续性明显大于变革性ꎮ
第一ꎬ 特朗普政府的经济 “抵消” 策略基于对中非经贸关系的错误认知ꎮ

从根本上看ꎬ 特朗普政府的对非经贸战略是围绕快速发展的中非经贸展开的ꎮ
对特朗普而言ꎬ 正是由于中非经贸合作在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的快速发展ꎬ 以及

同一时期美非经贸合作的重大倒退ꎬ 必须将中国从非洲 “推回”ꎮ① 但这也正

是特朗普政府最根本的战略错误ꎮ 事实上ꎬ 中美在对非经贸合作中真正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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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ｐ”ꎬ ＣＮＢＣ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９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ｂｃ ｃｏｍ /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０９ / ｔｈｅ － ｕｓ － ｃｈｉｎａ － ｔｒａｄｅ － ｒｉｖａｌｒｙ － ｉｓ －
ｕｎｄｅｒｗａｙ － ｉｎ －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１０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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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逆转” 的领域只有贸易ꎮ ２００２ 年ꎬ 美国对非贸易额 (３２７ 亿美元) 相当于

中国 (１２３ 亿美元) 的 ２ ５ 倍ꎬ 但随着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ꎬ 美国对

非贸易迅速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１ ４１８ 亿美元降至 ２００９ 年的 ８６７ 亿美元ꎮ 尽管同期中

非贸易额也从 １ ０７２ 亿美元降至 ９１０ 亿美元ꎬ 但实现了对美非贸易的首次超

越ꎮ 更令美国沮丧的是ꎬ ２００９ 年后的美非贸易始终低迷ꎬ 迄今仍未找到机会

实现反超ꎮ 尽管美非贸易额在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有所反弹ꎬ 但自 ２０１２ 年起再

度下降ꎬ ２０１６ 年甚至降至 ４８８ 亿美元ꎬ 仅比 ２００３ 年略高ꎻ 相比之下ꎬ 中非贸

易尽管也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明显下降ꎬ 但此后又重获动力ꎮ ２０１９ 年ꎬ 中非

贸易额再度超过 ２ ０００ 亿美元ꎬ 相当于同年美非贸易额 (５６９ 亿美元) 的

３ ６ 倍ꎮ
尽管中非贸易增长为美国带来了重大心理冲击ꎬ 但中、 美在投资和援助

等其他经贸领域差距仍然巨大ꎮ 就对非投资而言ꎬ 美国对非投资额自 ２００８ 年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虽有所起伏ꎬ 但始终居于高位ꎬ 不仅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远

远高于中国ꎬ 且两国在非投资存量差距也越来越大ꎮ ２００６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前ꎬ 中国对非投资规模相当小ꎮ ２００７ 年ꎬ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额不到 １６
亿美元ꎬ 而当年美国对非直接投资额达到 ３２６ 亿美元ꎬ 约为中国的 ２０ 倍ꎻ 尽

管此后中国对非投资流量有所增长ꎬ 但相比美国而言仍十分有限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８ 年间ꎬ 中国在非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共计 ３７７ ５ 亿美元ꎬ 而同期

美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则达到 ６ ０７５ ９ 亿美元ꎬ 大体相当于中国的 １６ 倍ꎮ①

如果比较中美对非援助ꎬ 美国的领先优势就更加明显ꎮ 尽管缺乏准确数

据ꎬ 但从最近两次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中国的承诺可以看出ꎬ 中国对非援助

金额并不大: 在 ２０１５ 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上ꎬ 中国承诺在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间对非

提供 ５０ 亿美元的无偿援助、 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ꎻ 在 ２０１８ 年北京峰会上ꎬ
中国承诺的无偿援助、 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翻了两番ꎬ 达到 １５０ 亿美元ꎮ② 相

比之下ꎬ 美国是非洲最大的援助来源国ꎮ 早在 １９６０ 年ꎬ 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

洲的官方发展援助 (ＯＤＡ) 预算就达到 ２ １１ 亿美元ꎬ 到 ２００６ 年增至 ５６ 亿美

０１

①

②

笔者分别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 和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ｅａ ｇｏｖ / ｄａｔａ) 数据计算得出ꎮ
参见习近平: «开启中非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的新时代———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

幕式上的致辞»ꎬ 载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ｊｈｙ / ｄｗｊｂｚｚｊｈ ＿ １ / ｈｙｑｋ / ｔ１３２１５６９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０８ꎻ 习近平: «习近平在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ꎬ 载中

非合作论坛网站: ｈｔｔｐ: / / ｆｏｃａｃｓｕｍｍｉｔ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ｃｈｎ / ｚｔ / ｔ１５９１２４１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０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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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ꎻ 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间ꎬ 美国给予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达到

２ ８２３ 亿美元ꎬ 平均每年在 ２８０ 亿美元以上ꎻ 尽管特朗普上台后大幅削减对外

援助ꎬ 但 ２０１９ 年美国为非洲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仍达到 １１２ 亿美元ꎮ①

第二ꎬ 特朗普政府经济 “抵消” 策略的核心是利用两党共识实现机构与

资金重组ꎮ 尽管整体上美非经贸合作远远超过中非经贸合作ꎬ 但源于其政治

文化中 “赢者通吃” 的传统ꎬ 美国仍视中非贸易快速增长为美国在非洲经济

利益的重大威胁ꎬ 因此试图采取系统策略 “抵消” 中非经贸合作的增长ꎮ 这

一经贸 “抵消” 策略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政府内部对非战略的两党共识的产物ꎬ
即围绕 ２０１８ 年 «建造法案» 而形成的所谓 “繁荣非洲” 倡议ꎮ “繁荣非洲”
倡议是特朗普政府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出台的新非洲战略的经贸支柱ꎬ 旨在支持美

国在非洲大陆的投资ꎬ 推动非洲中产阶级的发展ꎬ 改善整个非洲的营商环

境ꎮ② 尽管如此ꎬ “繁荣非洲” 战略的更多努力是整合美国政府内部资源ꎬ 释

放在非洲开展经贸活动的潜力ꎮ 具体而言ꎬ 特朗普政府尝试将 １５ 家涉及对非

经贸合作的机构整合到一个平台上③ꎬ 通过为美国在非洲的企业和投资者提供

一站式服务ꎬ 从而推动对非经贸合作ꎮ
尽管非洲在特朗普政府的议程中排名相当靠后ꎬ 但 «建造法案» 的通过

被特朗普政府视作在非洲与中国和俄罗斯开展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的法

理依据ꎮ 在特朗普政府看来ꎬ 美国在非洲的利益不只是商业利益ꎬ 还包括国

家安全利益ꎻ 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在非洲采取 “掠夺性政策”ꎬ “阻碍” 非洲经

济增长ꎬ “威胁” 非洲财政独立ꎬ “抑制” 美国投资机会ꎬ “干扰” 美国军事

行动ꎬ 因此 ２０１８ 年底出台的美国新非洲战略的首要事项是拓展美非经贸联

系ꎬ 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ꎮ 特朗普政府强调ꎬ 要确保美国对非援助的有效性

和高效性ꎬ 美国新的对外援助战略的使命是应对大国竞争ꎬ “通过重组援外资

１１

①
②

③

笔者依据美国国际开发署 (ＵＳＡＩＤ) 数据计算得出ꎮ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ꎬ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Ｊｏｈｎ Ｒ Ｂｏｌｔ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ｕｍｐ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３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ａｄｖｉｓｏｒ －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 ｊｏｈｎ － ｒ － ｂｏｌｔｏｎ － ｔｒｕｍｐ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ｎｅｗ － ａｆｒｉｃａ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１５

这 １５ 个政府机构包括: 美国国务院、 财政部、 国防部、 农业部、 商贸部、 能源部、 国土安全

部、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美国国际开发署、 美国进出口银行、 千年挑战公司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 (Ｕ Ｓ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美国非洲

发展基金会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及美国贸易与发展署 ( Ｕ Ｓ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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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纠正历史性错误”ꎬ 美国新对非战略的每项决定、 每项政策、 每个美元都应

促进美国战略优先ꎮ① 尽管完全没有提及 «建造法案»ꎬ 但特朗普政府事实上

是以 «建造法案» 所提供的机构和资金重组为核心手段ꎬ 以推行其所谓 “繁
荣非洲” 倡议ꎮ②

根据 ２０１８ 年 «建造法案»ꎬ 美国政府发展融资能力将通过机构重组而得

以改革ꎬ 即以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下属的发展信贷局为

主体ꎬ 成立新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 (ＵＳＩＤＦＣ)ꎬ 并赋予其将贸易、 投资

和援助相结合的更大授权ꎬ 以促进美国海外商业利益ꎮ 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

司的投资上限增至 ６００ 亿美元ꎬ 主要面向以非洲为主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

家ꎬ 有近 １００ 个国家被列为其优先投资对象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ꎬ 美国海

外私人投资公司和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共在全球投资 ８００ 余个项目ꎬ 其中

拉美 ８５ 亿美元ꎬ 非洲 ８０ 亿美元ꎬ 印太地区 ５４ 亿美元ꎬ 俄罗斯中亚地区 ３２ 亿

美元ꎬ 跨地区项目 １８ 亿美元ꎮ③ 必须指出的是ꎬ 由于机构重组和经费预算的

拖延ꎬ 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直到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 日才正式启动ꎬ 比预期至少

晚了一年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 由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投资的项目中ꎬ
仍在执行的项目就多达 ４１５ 个ꎬ 总金额达 ２０２ 亿美元ꎮ 其中ꎬ 非洲国家有 ８９
个ꎬ 总金额达 ４９ 亿美元ꎮ④ 换句话说ꎬ 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正式运营至 ６ 月底ꎬ 实际上只启动了一个在南非的项目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ꎬ 美国

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创设了非洲投资顾问项目ꎬ 并将在非洲建立一个地区小组ꎬ
负责在整个非洲大陆寻找投资机会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ꎬ 就在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

司正式运营一个月时ꎬ 特朗普总统任命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当伯勒 (Ａｄａｍ
Ｂｏｅｈｌｅｒ) 担任其 “繁荣非洲” 倡议的执行主席⑤ꎬ 这正式表明特朗普的新非

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ꎬ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Ｊｏｈｎ Ｒ Ｂｏｌｔ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 Ｔｒｕｍｐ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 Ｎｅｗ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３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ａｄｖｉｓｏｒ －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 ｊｏｈｎ － ｒ － ｂｏｌｔｏｎ － ｔｒｕｍｐ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ｎｅｗ － ａｆｒｉｃａ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１５

范和生、 王乐瞳、 李博: «美国 “建造法案” 论析———基于中美大国博弈视角的分析»ꎬ 载

«国际展望»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０５ ~ １０９ 页ꎮ
有关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及其项目、 投资金额等信息ꎬ 可参见其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ｆｃ ｇｏｖꎮ
笔者依据美国政府对外援助数据网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 ｈｔｔｐｓ: /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ｏｖ /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 ＯＰＩＣ) 数据计算ꎮ
“ＤＦＣ ｔｏ Ｌａｕｎｃｈ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ｅａｍ Ｂａｓｅｄ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ＤＦＣꎬ Ｊｕｌｙ １４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ｆｃ ｇｏｖ /

ｍｅｄｉａ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ｄｆｃ － ｌａｕｎｃｈ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ｔｅａｍ － ｂａｓｅｄ －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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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战略尤其是其经贸方面 “抵消” 中国影响的努力根本上是两党共识压力的

产物ꎮ
第三ꎬ 特朗普政府经济 “抵消” 策略实质上仍是延续此前历任美国政府

的对非战略ꎮ 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ꎬ 特朗普政府对非政策的改变远比预期

的要少ꎮ① 在以 “繁荣非洲” 倡议和 «建造法案» 为代表的创新努力并未取

得实质性进展的同时ꎬ 特朗普政府对非经贸政策及其 “抵消” 中国影响的努

力ꎬ 更多是通过延续其前任们的重要对非政策举措而得以落实ꎮ 其中最重要

的是克林顿政府的 «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 (以下简称 «机遇法案»)ꎬ 小布

什政府的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ꎬ 及奥巴马政府的 “喂养未来” 和

“电力非洲” 计划等ꎮ
«机遇法案» 于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通过ꎬ 最初通过的版本有效期为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８

年ꎻ 小布什政府于 ２００４ 年将其延长至 ２０１５ 年ꎻ ２０１５ 年ꎬ 奥巴马政府再次将

其延长 １０ 年至 ２０２５ 年ꎮ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ꎬ 美国与 «机遇法案» 国家的贸

易额基本保持稳定ꎬ 但在美国对非贸易中所占份额则呈小幅下降态势ꎮ 值得

一提的是ꎬ 在与有关国家的贸易中ꎬ «机遇法案» 特许商品贸易额所占的份额

下降较为明显ꎮ 导致这一下降的原因既包括特朗普政府对非洲不够重视ꎬ 也

包含其所发动的对中国、 欧洲等的贸易战ꎮ② 此外ꎬ 尽管继续利用 «机遇法

案» 推进与非洲的贸易ꎬ 但特朗普政府的长期战略是从根本上动摇 «机遇法

案»: 一方面ꎬ 特朗普政府无意延长 «机遇法案» 执行期限ꎬ 甚至试图在其于

２０２５ 年到期后用 “繁荣非洲” 倡议加以取代ꎻ 另一方面ꎬ 特朗普政府还尝试

与单个非洲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ꎮ 尽管迄今美国仅与肯尼亚展开相关谈判ꎬ
但这不仅可能破坏非洲小国的增长ꎬ 更可能破坏非洲大陆自贸区推进非洲一

体化的努力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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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政府于 ２００３ 年提出应对全球艾滋病的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

划倡议ꎬ 成为美国在公共卫生领域最大的对外援助项目ꎬ 同时也是全球针对单

一病种的最大公共卫生援助项目ꎮ 正是由于其高度的道德感ꎬ 总统防治艾滋病

紧急救援计划先后于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８ 年得到授权ꎬ 即分别延长 ５ 年ꎮ
但由于该计划的经费中包含对全球抗击艾滋病、 结核病和疟疾基金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ｕｎｄ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ＡＩＤＳꎬ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ｌａｒｉａ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ｕｎｄ) 的捐资ꎬ 因此即使

特朗普政府不重新授权ꎬ 其预算仍将继续落实ꎮ① 事实上ꎬ 特朗普政府对延续

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同样心存抵制ꎬ 并试图变相改变该倡议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ꎬ 特朗普政府在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项下启动了 “加速艾滋

病控制战略”(ＰＥＰＦＡ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并

将其描述为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 “３ ０ 版”ꎬ 该战略有效期为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ꎬ 试图加速 １３ 个重点国家的艾滋病控制步伐ꎮ② 从预算申请和实际落

实看ꎬ 尽管预算申请额增长不大ꎬ 但特朗普政府的预算执行率明显高于此前

历任政府ꎬ 可见其延续性比变革性要高ꎮ
奥巴马政府对非战略中有两个重要遗产ꎬ 即 “喂养未来” 计划和 “电力

非洲” 计划ꎮ 因应 ２０１６ 年 «全球粮食安全法案» 的要求ꎬ “喂养未来” 计划

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升级为美国 “全球粮食安全战略”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ꎮ 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期间共计拨款 ３５ 亿美元用于资助全球 ２１ 个国家

(其中非洲国家占 １４ 个) 的粮食安全问题ꎮ③ 自 ２０１３ 年启动以来ꎬ “电力非

洲” 计划共推动撒哈拉以南非洲 １２４ 个电力生产项目完成投资ꎬ 其中 ４６ 个已

经开始运作并开始发电ꎮ 尽管特朗普政府也在 ２０１８ 年提出所谓 “电力非洲

２ ０ 版”ꎬ 但更多强调将从资助非洲电力生产转向资助非洲电力分配、 电力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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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非洲政策的战略指向及未来走势　

能等领域ꎮ①

总体而言ꎬ 尽管特朗普政府尝试全面 “抵消” 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影响力ꎬ
但其政策手段并不多ꎬ 大多数政策举措都是其前任们的延续ꎮ 但也需看到的

是ꎬ 特朗普政府对美非经贸合作的制度性变更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力ꎬ 尽管由

于时间与经费等原因目前尚难以预判其长期影响ꎮ 换句话说ꎬ 尽管政策延续

性大于政策变革性ꎬ 但特朗普政府对美非经贸合作的更大遗产是在其制度层

面ꎬ 特别是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的创设和对美国对非经贸合作机构的一站

式平台建设上ꎮ

三　 “阻止” 中国与非洲的和平安全合作

出于对中美权势转移的高度敏感ꎬ 美国高度关注中国对非洲和平安全事

务的参与ꎬ 尤其在中国驻吉布提海军补给基地启动之后ꎮ 无论是 ２０１７ 年 «美
国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ꎬ 还是国防部 ２０１８ 年 «国家防务战略» 报告②ꎬ 都将

与中国的竞争尤其是军事竞争视作其对非战略的重要内容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初ꎬ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访问非洲时强调ꎬ 美军在非洲只有两项任务: 一是与

中国和俄罗斯展开战略竞争ꎬ 遏制中国和俄罗斯在非洲的战略影响ꎻ 二是打

击当地的暴力极端主义组织ꎮ③ 需要强调的是ꎬ 中国对非洲和平安全事务的参

与仍处于初级阶段ꎬ 即以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持和平行动为主ꎻ 中美在非

洲和平安全事务中的直接接触相对较少ꎬ 更谈不上正面对抗ꎬ 由此而来的美

国从安全上 “推回” 中国的战略目标事实上并不成立ꎬ 更多是 “阻止” 中国

进入非洲和平安全事务ꎮ 基于其在非洲的重大安全、 军事存在ꎬ 美国 “阻止”
中国的战略举措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强化美国在非洲的伙伴关系ꎻ 调整美国

对非安全援助ꎮ 其核心都是着眼于未来培育与中国竞争的更大优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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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构建更加紧密的安全伙伴关系及构筑针对中国的 “防火墙”ꎬ 是美

国 “阻止” 中国参与非洲和平安全事务的关键ꎮ 自 ２０１８ 年 «国家防务战略»
出台后ꎬ 美军非洲司令部在 ２０１９ 年下半年启动 “空白审查” ( ｂｌａｎｋ ｓｌａｔ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并提出美国在非洲安全战略的调整方法ꎬ 其重点是应对来自中国和

俄罗斯的战略竞争ꎬ 以及非洲自身的安全形势特别是暴恐威胁ꎮ 由此而来ꎬ
美军非洲司令部的使命也得到重新界定ꎬ 具体可简化为三个要素: “阻止” 中

国和俄罗斯的安全伙伴关系建设ꎻ 强调重点伙伴国家的能力建设ꎻ 保证美军

非洲司令部进入非洲的能力ꎮ① 而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斯蒂芬汤森上将

(Ｇｅｎ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防务小组

委员会作证时强调ꎬ 无论是对抗暴力极端组织ꎬ 还是培育伙伴国能力ꎬ 都从属于

全球性的大国权势竞争ꎬ 因为这些努力可以使美国赢得相对竞争者而言的独特优

势ꎬ 从而强化美国作为专业战斗力量的角色ꎬ 有利于促进美国价值观、 保护人权、
信守承诺等ꎮ 由此而来ꎬ 美军非洲司令部的战略方法包括三个方面ꎬ 即通过伙伴

关系实现成功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ｆｏ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 开展竞争取得胜利 (Ｃｏｍｐｅｔｅ ｔｏ Ｗｉｎ) 及对

各类网络保持高压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ｉｇ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ꎮ② 由此ꎬ 通过伙伴关系网络

建设来 “阻止” 中国和俄罗斯ꎬ 已成为美军非洲司令部的核心使命ꎮ
为落实上述战略设想ꎬ 强化美国在非洲的安全伙伴关系网络ꎬ 美国自

２０１８ 年 «国家防务战略» 报告出台后ꎬ 开始系统梳理其在非洲的军事和安全

努力ꎮ 一方面ꎬ 特朗普政府加大了在非洲的特别行动力度ꎬ 通过轮换性、 短

期性部署提升其在非洲安全中的灵活性ꎬ 从而实现在非美军人员数量的先升

后降ꎮ 特朗普政府基于打击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需要ꎬ 极大地强化

了在非洲的军事和安全努力ꎮ 随着 ２０１７ 年 ４ 名美军人员在尼日尔遭恐怖袭击

死亡ꎬ 特朗普政府在非洲的军事努力逐渐曝光ꎮ 据报道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美国在尼

日尔部署了约 ６００ 名军人ꎬ 而在整个非洲部署的美军超过 ６ ０００ 名ꎮ 很多非洲

国家都驻有美国军事人员ꎬ 更多以轮换形式驻扎ꎬ 每次驻扎一般只有几个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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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吉布提有军事基地ꎬ 部署美军约为 ４ ０００ 人ꎬ 是美军在非洲的第一大驻

地ꎮ 第二大驻地是尼日尔ꎬ 有 ８００ 人ꎻ 其后是索马里 (４００ 人) 和喀麦隆

(超过 １００ 人)ꎮ 事实上ꎬ 美军在几乎每个非洲国家都有军事人员ꎬ 但更多是

安全援助专家ꎮ① 在 ２０１９ 年海外部署的美军特种部队中ꎬ 超过 １４％ 的人员派

驻非洲ꎬ 仅次于中东地区ꎻ 除少量人员卷入战斗外ꎬ 其主要任务是训练当地

军队ꎮ 美军特种部队在非洲的部署强调 “顾问、 辅助和陪同” (Ａｄｖｉｓｅꎬ Ａｓｓｉｓｔ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ＡＡＡ) 模式ꎮ 美军非洲司令部称ꎬ ２０１８ 年在东非地区实施了

７０ 余次特别行动ꎬ ２０１９ 年为 ４６ 次ꎮ② 自 ２０１９ 年启动 “空白审查” 后ꎬ 美军

在非洲的规模有所缩小ꎻ 到 ２０２０ 年初ꎬ 在非洲开展各类安全活动的美军人员

仍超过 ５ ０００ 人ꎬ 另有 １ ０００ 余名文职人员ꎮ 美军特种部队在 ２２ 个非洲国家开

展军事活动ꎬ 使非洲成为美军仅次于中东的最活跃地区ꎮ③

另一方面ꎬ 在延续既有 “３Ｄ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Ｄｅｆｅｎｓｅ) 即外

交、 发展与防务相结合的方法的同时ꎬ 特朗普政府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在非美

军基地类型的完善和系统化ꎮ 根据 ２００１ 年美国国防部 «四年防务报告»ꎬ 美

国决定对其海外军事基地进行调整和优化ꎬ 并出台了 «全球存在与基地综合

战略»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ＩＧＰＢＳ)ꎮ 该战略计划将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区分为: 大型的主要作战基地、 前沿作战基地、 合作安全

基地三类ꎮ④ 尽管自美军非洲司令部成立以来ꎬ 美国在非军事基地体系正变得

日益完善ꎬ 但特朗普政府使其达到了新的水平ꎮ 到 ２０２０ 年初ꎬ 美国在非洲的

各类军事基地已经超过 ２０ 个ꎮ 其中ꎬ 大型主要作战基地仅吉布提一个ꎻ 前沿

作战基地主要部署在布基纳法索、 喀麦隆、 乍得、 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 尼

日尔、 索马里、 塞舌尔、 南苏丹等国ꎬ 而合作安全基地则分布在中非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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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 (金)、 加蓬、 加纳、 南苏丹、 乌干达、 塞内加尔等国ꎮ ２０１９ 年初ꎬ 美

军非洲司令部在加纳阿克拉新建一个合作安全基地ꎬ 其最终目标是将加纳科

托卡 (Ｋｏｔｏｋａ) 国际机场建设成为其在西非地区的军事物流中心ꎬ 向其在西

非大约 ２０ 个行动地点的 １ ８００ 名美军官兵提供物资ꎮ①

系统且灵活的部署方式与伙伴关系网络建设ꎬ 使美国在安全上 “阻止”
中国和俄罗斯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ꎬ 即使美军非洲司令部迁址的争论也不会

对这一能力产生明显的消极影响ꎮ 出于调整与其欧洲盟友特别是德国关系的

考虑ꎬ 特朗普政府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要求美军非洲司令部制定总部迁移计划ꎮ 但

正如美军非洲司令部所强调的ꎬ 新址将首先考虑欧洲其他地点ꎬ 尽管也不排

除回到美国本土的可能ꎮ② 事实上ꎬ 美国内部早在 ２０１１ 年就已经达成共识ꎬ
即美军非洲司令部可能永久驻扎在德国斯图加特ꎬ 因为无论是落地非洲ꎬ 还

是回归美国本土ꎬ 都几无可能ꎮ③ 而特朗普在 ２０２０ 年总统大选中落败可能使

美军非洲司令部的迁址计划终止④ꎬ 相反由于其激进举措导致的反弹可能会强

化美国在非洲的安全伙伴关系网络建设ꎮ
第二ꎬ 美国试图通过更加系统、 高效的安全援助提高伙伴国的安全能力ꎬ

形成 “阻止” 中国的长期有效性保障ꎮ 尽管反恐是美国对非安全战略中的重要

支柱ꎬ 但 ２０１９ 年启动的 “空白审查” 表明ꎬ “打击” 非洲的暴力极端主义相当

困难ꎬ 因此美军非洲司令部决定转向 “遏制” 战略ꎻ 通过安全援助提高伙伴国

能力故成为更加合理的选择ꎮ⑤ 基于这一战略调整ꎬ 美国国防部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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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ｄｅｒｅｄ － ｔｏ － ｐｌａｎ －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 ｍｏｖｅ － ａｓ － ｐａｒｔ － ｏｆ － ｔｒｕｍｐｓ －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１８

张春: «试析中美在非洲的竞合关系»ꎬ 载 «教学与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６８ 页ꎮ
拜登在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４ 日对国防部人员讲话时强调ꎬ 将开展美军全球态势评估ꎻ 在评估期间ꎬ

将阻止任何从德国撤军的计划ꎮ 换句话说ꎬ 美军非洲司令部的搬迁也将处于暂停状态ꎬ 尽管其长期命

运如何仍属未知ꎮ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ꎬ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ｉｄｅｎ 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４ꎬ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 ｒｏｏｍ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０４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ｂｙ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ｂｉｄｅｎ － ｏ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 ｐｌａｃｅ － ｉｎ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ꎬ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１０

Ｆｅｒｇｕｓ Ｋｅｌｌｙꎬ “ＡＦＲＩＣＯＭ Ｓｈｉｆｔ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ｒｏｍ Ｄｅ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ｔｓꎬ ＯＩＧ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ａｙｓ ”ꎬ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Ｐｏｓｔ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２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２ /
ａｆｒｉｃｏｍ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ｗｅｓｔ － ａｆｒｉｃａ － ｄｅｇｒａｄｅ －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 ｏｉｇ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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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ꎬ 向非洲派遣陆军安全力量援助旅 (以下简称 “安全援助旅”)ꎮ 安全援

助旅于 ２０１７ 年创立ꎬ 主要由军官、 教官及军事顾问等组成ꎬ 首要目的是 “支
持当地安全行动ꎬ 以发展伙伴国安全能力ꎬ 实现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地区

安全”ꎮ 该旅在海外的第一次部署是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派驻阿富汗ꎮ 美国国防部计

划首批派遣的对非安全援助旅拟以 ２００ 名安全援助人员取代第 １０１ 空降师官

兵ꎬ 后者将撤回美国本土或吉布提美军基地ꎮ①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直言ꎬ 向

非洲派驻安全援助人员是为了更好地在非洲与中国、 俄罗斯展开竞争ꎮ②

需要强调的是ꎬ 安全援助旅的创设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政府整合美国庞

大且复杂的对外安全援助的重要努力之一ꎮ 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对非援助的项

目作了较为明显的梳理和精简ꎮ 美国自 １９５４ 年起开始为非洲提供安全援助ꎬ
到奥巴马政府时期已经形成了相当复杂的对非安全援助体系ꎮ③ 到特朗普政府

执政前ꎬ 美国对非安全援助已形成七大类、 ２４ 个具体项目的复杂体系 (见表

１)ꎮ 这些安全援助项目大多聚焦战术层次的能力培养ꎬ 尽管也有部分聚焦更

高层次的功能性能力甚至战略能力ꎮ 在特朗普执政的 ４ 年中ꎬ 对非安全援助

项目数量大大下降ꎬ 被精简为 ８ 个ꎮ 从各项目所获得资金角度看ꎬ 特朗普政

府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政策优先: 外军资助仍是美国对非安

全援助的最大项目ꎬ 为 ５４ ９ 亿美元ꎻ 维和行动仍处于第二位ꎬ 为 １３ ５ 亿美

元ꎻ 其后分别是安全合作项目 (７ ５ 亿美元)ꎬ 不扩散、 反恐、 排雷及相关项

目 (３ ８ 亿美元)ꎬ 国际麻醉品管制和执法项目 (２ ８ 亿美元)ꎬ 边境安全

(２ ５ 亿美元)ꎬ 国际军事教育和训练 (０ ９ 亿美元) 及地区安全研究中心

(０ ２ 亿美元)ꎮ④ 需要强调的是ꎬ 特朗普政府对非安全援助项目的调整很大程

度上是对冷战结束后尤其是 ２００１ 年 “九一一” 事件后美国对外安全援助特殊

９１

①

②

③

④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ｄ 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ꎬ ２０２０ꎬ
Ｍａｒｃｈ ３１ꎬ ２０２０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 ｐ １４

Ｊａｒｅｄ Ｓｚｕｂａꎬ “ＵＳ ｔｏ Ｄｅｐｌｏ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ｍｉ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Ｐｏｓｔ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２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２ / ｕｓ － ｄｅｐｌｏｙ － ｓｆａｂ －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 ａｆｒｉｃｏ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０５ꎻ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Ｃｏｘꎬ “Ａｒｍｙ ＳＦＡＢ Ｗｉｌｌ Ｆａｃｅ Ｔｏｕｇ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ｉｌｌｅｙ”ꎬ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ｍ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７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ｍ / ｄａｉｌｙ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２７ / ａｒｍｙ － ｓｆａｂ － ｗｉｌｌ － ｆａｃｅ － ｔｏｕｇｈ －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 ｄｕｒｉｎｇ － ａｆｒｉｃａ － 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ｍｉｌｌｅｙ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０５

有关美国对非安全援助的历史与现状的讨论ꎬ 可参见张春: «美国对非洲安全援助的演变与前

景»ꎬ 载 «云大地区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 ~ ３４ 页ꎮ
参见安全援助监控网: ｈｔｔｐｓ: /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ｒｇꎬ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１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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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授权大幅上升的反思结果ꎮ

表 １　 美国对非安全援助项目

大类 具体项目 大类 具体项目

装备与相关

培训项目

演习和

训练项目

职业军事

教育与训练

外军资助

富余防务用品

全球培训和装备

安全与稳定援助

全球安全应急基金

反恐特别行动支持

双边和地区演习

联合交流训练

省州伙伴计划

国际军事教育和训练

反恐奖学金

非洲战略研究中心

防务机构建设

地区项目

国务院其他项目

国防部其他项目

防务机构改革倡议

国防部顾问

安全治理倡议

跨撒哈拉反恐伙伴关系计划

东非地区反恐伙伴关系计划

维和基金

防扩散、 反恐与相关项目

国际麻醉品管制和执法

禁毒和反毒品

合作威胁削减

反恐伙伴关系基金

其他军事援助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数据制作ꎬ ＵＳＡＩＤꎬ Ｕ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Ｌｏａｎｓ ＆ Ｇｒａｎｔｓ (Ｇｒｅｅｎｂｏｏｋ)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４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ｘｐｌｏｒｅｒ ｕｓａｉｄ ｇｏｖ /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１８ꎮ

特朗普政府对非安全援助的国别分布也呈现出明显变化ꎬ “阻止” 中国的

战略意图更加明显ꎮ 特朗普政府时期ꎬ 美国共为非洲提供了 ８６ 亿美元的安全

援助———比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均要高ꎬ 更加重视非洲之角各

国及非洲地区大国如南非和尼日利亚ꎮ 尽管埃及对美国而言仍相当重要ꎬ 但

其所占份额已从 ２１ 世纪初时的超过 ９０％降至特朗普政府时期的 ５９ ９％ ꎻ 相比

之下ꎬ ５ 个非洲之角国家索马里、 肯尼亚、 南苏丹、 乌干达和吉布提进入获得

最多安全援助的 １０ 个非洲国家行列ꎬ 北非和西非地区也是特朗普政府对非安

全援助的重点ꎬ 如摩洛哥和突尼斯均进入前 １０ 位ꎬ 尼日利亚则位居第 １１ 位ꎮ

四　 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新非洲战略遗产的继承与调整

随着特朗普政府将管理中美权势转移置于更高的战略地位ꎬ 美国在非洲

与中国开展地缘政治竞争的战略部署正朝向系统化方向发展: 政治上ꎬ 美国

持续 “提醒” 非洲国家要注意中国的影响力ꎬ 并将重点放在中非共建 “一带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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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 的重点地区ꎻ 经济上ꎬ 以虚幻的中美对非经贸关系 “大逆转” 想象ꎬ
在两党共识推动的 «建造法案» 带动下实现美非经贸合作机制和资金的战略

性重组ꎻ 安全上ꎬ 着眼更为长远的中美在非洲的地缘政治竞争ꎬ 围绕安全伙

伴关系网络的强化和对非安全援助的优化ꎬ “阻止” 中国参与非洲和平安全事

务ꎮ 尽管由于任期较短和资金短缺等原因ꎬ 特朗普政府在非洲 “推回” 中国

的战略迄今尚未取得实现性进展ꎬ 但其战略部署已基本成形ꎬ 对中非合作的

长期消极影响不容忽视ꎮ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ꎬ 特朗普败选、 拜登新政府上台ꎬ 意味着美国不可能

根本性改变其在非洲将中国 “推回” 的战略追求ꎮ 但由于特朗普明显的 “反
外交” 气质ꎬ 仅聚焦地缘政治的非洲战略对美非关系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ꎬ
特朗普任期甚至被非洲学者称作 “丧失的四年”: 其一ꎬ 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

频繁 “退群” ———包括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联合国人口基金、 国际刑事法庭、 气候变化 «巴黎

协定» 等等ꎬ 对更多依赖多边合作的非洲而言有着广泛且深远的不良影响ꎻ
其二ꎬ 特朗普政府对非洲的地缘政治忽视、 以 “穆斯林旅行禁令” 为代表的

种族主义歧视及对前任们各类政策的修正尝试ꎬ 使美国与非洲产生了全方位

的疏离感ꎻ 其三ꎬ 特朗普个人经常思虑不周且挑衅性的言论ꎬ 不仅引发非洲

人民的强烈反感ꎬ 有时甚至导致重大的地缘政治风险ꎮ① 基于对特朗普执政时

期美非关系的明显倒退ꎬ 不少美国学者、 政策分析师呼吁拜登政府 “重启” 对

非战略②ꎬ 实现 “重建以更好 (ｂｕｉｌｄ ｂａｃｋ ｂｅｔｔｅｒ)”③ 的战略目标ꎮ

１２

①

②

③

“Ｃａｎ Ｊｏｅ Ｂｉｄｅｎ Ｄ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Ｄｅｃｃａｎ Ｈｅｒａｌｄ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１ꎬ ２０２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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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ｒｉｃａ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ｏｓｔ － ｔｒｕｍｐ －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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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ａｎｉ Ｃｏｕｎｔｅｓｓ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ｉｎｔｅｒꎬ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Ｇｏ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ｔｏ Ｏｌｄ
Ｗａｙｓ”ꎬ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５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 ｏｒｇ / ２０２０ / １１ / ２５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ｂａｃｋ － ａ － ｂｅｔｔｅｒ － ａｆｒｉｃａ － ｓｈｏｕｌｄ － ｎｏｔ － ｍｅａｎ － ｇｏｉｎｇ － ｂａｃｋ － ｔｏ － ｏｌｄ － ｗａｙｓꎬ ２０２０ －１２ －１５

“重建以更好” 是联合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实现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等所提出的战略口号ꎬ 拜登在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也将这一口号应用于其竞选之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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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的是ꎬ 拜登政府的非洲战略绝非对特朗普遗产的 “草率埋葬”
(Ｕｎ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ｏｕｓ Ｂｕｒｉａｌ)①ꎬ 但也难以重回特朗普之前美国对非政策的老路ꎮ②

与其前任们相似ꎬ 对非战略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极低ꎮ 在就职第一个月

的各类外交政策宣示中ꎬ 拜登总统几乎没有直接提及非洲ꎻ 尽管在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７ 日向第 ３４ 届非盟峰会发表了视频致辞ꎬ 但缺乏具体内容ꎮ③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
拜登政府出台的 «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 核心目的是及早扭转特朗普政府

的美国全球战略ꎬ 直面 “前所未有的挑战ꎬ 把握千载难逢的机遇”ꎮ 尽管与其

面临的挑战相联系ꎬ 但非洲同样并非重点ꎮ 因此ꎬ 拜登政府高度强调继续发

展美非伙伴关系ꎬ 事实上是要在更大的全球战略框架内处理这一双边关系ꎬ
重点放在全球公共卫生挑战、 气候变化、 粮食安全、 暴力冲突及大国竞争等

方面ꎮ④

结合对拜登总统自身及其政策团体的整体观察ꎬ 我们可以大致识别其对

非战略主要包括多边主义、 民主推广、 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 ４ 个支柱: 多边

主义即通过回归国际社会特别是 “返群” 努力ꎬ 宣告美国 “已经回来”ꎬ 并

主要在多边框架中处理对非关系ꎬ 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治、 气候变化应

对等领域ꎻ 民主推广旨在重拾美国的 “全球榜样” 作用ꎬ 为继续干涉非洲内

政创造条件ꎻ 经济利益则延续特朗普政府的 “美国优先” 战略ꎬ 重点维护美

国在非洲的既得利益尤其是油气利益ꎻ 地缘政治的重点仍将是与中国的竞

争ꎬ 特别是在非洲反对中国的所谓 “经济滥用、 强制行动及破坏全球治

理” 等ꎮ⑤

由此而来ꎬ 尽管特朗普对非战略导致了严重的消极后果ꎬ 但拜登仍有充

分理由继承特朗普的 “推回” 战略: 一方面ꎬ 无论是对非战略还是对华战略ꎬ

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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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ｍｍｉｔ －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ꎬ ２０２１ －０２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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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内均有着较高水平的两党共识ꎬ 这决定了拜登政府不可能根本性地调

整在非洲与中国展开地缘政治竞争的战略导向ꎮ 例如ꎬ 通过对美非安全伙伴

关系网络的优化ꎬ 美国部署在非洲的军事人员数量自 ２０１９ 年起开始削减ꎻ 但

这一 “质升量减” 的调整仍面临较多质疑ꎬ 因为这可能 “意味着中国的胜

利”ꎮ 美国参议院甚至在 ２０２０ 年初就提出一项得到两党议员共同支持的提案ꎬ
试图限制特朗普总统从非洲裁撤美军人员ꎮ 类似地ꎬ 美国国会内部也有着强

烈的两党共识ꎬ 反对特朗普政府削减用于非洲的军费开支ꎬ 其理由是 “在非

洲执行稳定行动ꎬ 与中国和俄罗斯展开强烈竞争并非相互矛盾的”ꎮ① 另一方

面ꎬ 非洲国家部分民众尽管对特朗普政府的忽视甚至歧视感到不满ꎬ 但仍对

美国模式存在好感ꎮ 根据非洲晴雨表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２０２０ 年发布的一项民

意调查ꎬ 在 １８ 个非洲国家民众中ꎬ 认为美国模式是最好的占 ３２％ ꎬ 高居第一

位ꎻ 与 ２０１４ 年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之初的相同主题调查相比ꎬ 在 １８ 个受调

查的非洲国家中ꎬ 有 ５ 个国家民众的态度变得更加积极ꎻ 尽管平均得分从

３３ 分下降为 ３１ 分ꎬ 但仍总体保持稳定ꎮ 相比之下ꎬ 有 １１ 个国家民众更加

积极地认可中国模式更好ꎬ 两次调查的平均得分略增长 １ 分 (分别为 ２２ 分

和 ２３ 分)ꎮ②

这样ꎬ 拜登总统的对非战略更大可能是在部分继承特朗普对非政策遗产

的基础上ꎬ 将 “推回” 战略进一步系统化并为其增添更大灵活性ꎮ 从进一步

系统化的角度看ꎬ 拜登政府将重点从以下方面着手: 延续民主党的意识形态

传统ꎬ 进一步强化对非洲的政治 “提醒” 策略ꎬ 重点利用美国国内的非洲裔

群体更加系统地 “提醒” 非洲 “警惕” 来自中国的各类风险ꎻ 加大对整个非

洲之角地区、 国别的政治、 经济转型的干预力度ꎬ 设法 “阻断” 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 的地理入口ꎻ 延续特朗普 “繁荣非洲” 战略ꎬ 加大对非洲大陆

自贸区的支持力度ꎬ 进一步 “抵消” 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影响力ꎻ 继续关注和

干预其在非洲援助的重点地区西部非洲ꎻ 尽可能避免特朗普总统 “四面出击”
的战略战术ꎬ 与包括欧盟国家、 日本、 印度等合作构建中非合作的 “包围圈”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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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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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防火墙”ꎬ 特别是通过加强与盟友关系建立对抗中国的联盟ꎮ① 从灵活性

的角度看ꎬ 拜登总统必然会尝试摆脱特朗普政策遗产的影响ꎬ 尤其是通过

“埋葬” 后者而重振美国在非洲的软实力ꎮ 例如ꎬ 在公共卫生领域ꎬ 拜登总统

就任当天致信联合国秘书长称美国将重返世界卫生组织ꎬ 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发布重振美国在全球公共卫生体系中领导地位的第一号国家安全指令②ꎬ 此

举表明美国将改善与非洲国家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合作ꎬ 同时也会对目前正在

推进的非洲疾控中心建设产生复杂影响ꎮ 此外ꎬ 拜登政府就任当天还宣布重

返 ２０１５ 年达成的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ꎬ 暗示着拜登政府更加重视全球治理

和多边外交ꎬ 这不仅符合非洲期待、 有利于改善其形象ꎬ 也意味着中、 美、
非三方合作空间可能部分得以恢复ꎮ

尽管拜登政府极可能延续在非洲 “推回” 中国的战略ꎬ 但有效 “抵消”
美国 “推回” 战略的经济因素依然重大: 其一ꎬ 拜登政府对非战略的更大灵

活性本身ꎬ 意味着中美在非洲开展战略合作的空间有所恢复ꎬ 尤其是在公共

卫生、 气候变化、 反恐反海盗等领域ꎻ 其二ꎬ 非洲国家对发展中非关系仍持

欢迎态度ꎬ 因此尽管抗拒美国战略的能力有限ꎬ 但仍是中非关系的重要基础ꎻ
其三ꎬ 拜登政府全面实施 “推回” 战略仍面临两方面结构性限制ꎬ 一是非洲

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相对较低ꎬ 二是美国可投入的资源有限ꎬ 美国无法

形成对中非合作的 “全面遏制” 格局ꎮ 因此ꎬ 要有效抵制美国的 “推回” 战

略ꎬ 中国仍需进一步大力推动中非关系ꎬ 夯实抵消美国战略的非洲基础ꎬ 同

时要做好重点布防以避免局部性重大倒退或损失ꎮ 此外ꎬ 还应着眼长远ꎬ 前

瞻性地预判美国新政府对非战略的潜在趋势ꎬ 并从超越非洲的更大国际规则、
国际机制建构的角度思考美国在非洲与中国竞争的潜在战略举措ꎬ 进而推动

中非关系在新的战略环境下的进取型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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