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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中非人文交流

杨宝荣

　 　 内容提要　 “人文交流行动” 是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上宣布的中非合作的 “八大行动” 之一ꎬ 其目的是通过加强人文交流寻

求更加广泛的发展共识ꎬ 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ꎮ 就此而言ꎬ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对非合作的努力方向ꎬ 而 “一
带一路” 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ꎮ 民心相通为推进 “一带一路”
固本强基ꎬ 需通过人文交流等多元渠道加以推动ꎮ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

际环境下ꎬ 扩大人文交流要体现中非合作倡导的价值观ꎬ 为解决非洲发展问

题、 深化中非关系提供更有力的智力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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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９ 日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之际ꎬ 习近平主席致贺信ꎮ 作为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人文交流举措之一ꎬ 成立中国非洲研究院是

新时代中国加强与非洲国家合作的重要举措ꎮ 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格

局演变的环境下ꎬ 深刻理解习近平主席贺信精神ꎬ 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时代发

展潮流ꎬ 深化 “一带一路” 中的人文交流ꎬ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ꎮ

以人文交流深化中非 “一带一路” 合作

民心相通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社会根基ꎬ 需要通过中非双方人员、 文

化的交流与融合得以实现ꎮ 由此ꎬ 加强人文交流有助于中国和非洲国家深化

发展共识ꎬ 并提升 “一带一路” 的合作水平ꎮ
第一ꎬ 人文交流旨在深化合作共识ꎮ 中国和广大非洲国家都有着各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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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特性ꎬ 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基于文化的民族性和不自觉性ꎬ 中非

民众常常会以各自群体的信仰、 价值观、 风俗习惯、 思维方式等研判对方的行

为ꎬ 从而干扰跨文化沟通ꎮ 因此ꎬ 扩大人文交流ꎬ 不仅有助于深化中非合作ꎬ
也将提升中非在双方合作乃至全球发展问题上的一致性认识ꎬ 推动双方的共同

发展ꎮ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２０１９ 年５ 月召开的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上所讲ꎬ 文明

因多样而交流ꎬ 因交流而互鉴ꎬ 因互鉴而发展ꎮ 要实现世界的和平安宁、 共同繁

荣和开放融通ꎬ 就需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ꎮ①

第二ꎬ 人文交流重在传承中非友好ꎮ 习近平主席关于 “真实亲诚” 的演

讲中明确指出: “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ꎮ” 中非知心 “很重

要的一点就是要通过深入对话和实际行动获得心与心的共鸣ꎮ” 由此ꎬ “我们

要更加重视中非人文交流ꎬ 增进中非人民的相互了解和认知ꎬ 厚植中非友好

事业的社会基础ꎮ 中非关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ꎬ 需要一代又一代中非有志青

年共同接续奋斗ꎮ 双方应该积极推动青年交流ꎬ 使中非友好事业后继有人ꎬ
永葆青春和活力ꎮ”② 中非天然亲近感的形成ꎬ 既因相似的历史遭遇ꎬ 更是共

同应对发展挑战中形成的合作共识ꎮ 只有着眼于彼此的核心关切和发展需求ꎬ
不断深化合作ꎬ 中非友谊的基石才会更加牢固ꎮ 长期以来ꎬ 中国注重同非洲

国家开展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的合作ꎬ 中国政府设立的 “非洲人力资源开发

基金” “中非智库论坛” “中非创新合作中心”ꎬ 以及实施的 “中非智库 １０ ＋
１０ 合作伙伴计划” “非洲人才计划” “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 “头雁计划”
等等ꎬ 均有力推动了中非关系与互利合作不断升级发展ꎮ

第三ꎬ 人文交流立足发展经验的分享和互鉴ꎮ 新中国成立后及非洲国家

独立以来均进行了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的探索ꎮ 但多年后ꎬ 中国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发展成绩ꎬ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 １ 万美元ꎮ 而绝大多数非洲国

家仍徘徊在前工业化或工业化初级阶段ꎮ 究其原因ꎬ 既有经济制度选择的差

异ꎬ 也有改革方向的差异ꎮ 究其实质ꎬ 则是发展理念的不同ꎮ 就制度而言ꎬ
很多非洲国家和中国一样ꎬ 在独立后选择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ꎬ 但又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民主化改革过程中转而实施以完全市场化和私有化为基础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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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

演讲»ꎬ ｈｔｔｐ: / / ｃｐ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９ / ０５１６ / ｃ６４０９４ － ３１０８７２５２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１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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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ｔｔｐ: / /

ｃｐ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３ / ０３２６ / ｃ６４０９４ － ２０９１１８４１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１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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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与转型ꎮ 由此ꎬ 非洲国家独立后所倡导的通过一体化推动工业化的发展路

径被中断ꎮ 就改革方向而言ꎬ 非洲国家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接受西方的 «结构

调整方案»ꎬ 到 ９０ 年代中后期结构调整改革失败ꎬ 重新回到严重依赖西方资

本的方向上 (集中表现是开始逐步接受西方主导的 “减贫战略” 和 “减债方

案” 以换取发展支持)ꎬ 彰显非洲国家在经济发展道路的外部依赖性ꎮ 直至

２１ 世纪ꎬ 非洲国家自主发展的速度加快ꎮ 这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始终坚持自

主决定本国事务、 自主解决本国问题的发展道路存在很大差异ꎮ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 中关于基础设施建设、 工业化路径、 统一大市场建设、 政府和

市场作用等发展理念和举措对于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有一定参考意义ꎮ

以人文交流体现中非合作倡导的价值观

长期以来ꎬ 中非双方在凝聚发展合作共识ꎬ 促进各自发展和维护世界公

正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站在中非合作的新时代ꎬ 中非人文交流继续彰

显中非合作倡导的价值观ꎮ
(一) 中非人文交流体现了真诚友好、 平等相待的合作理念

中国长期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ꎬ 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

以及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ꎮ 当下ꎬ 中国 “一带一

路” 倡议中提出的 “共商” 等合作理念ꎬ 体现了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的平等伙伴关系ꎮ 中国倡导的 “共商”ꎬ 即在中非人文交流时ꎬ 双方人员均

是平等参与者ꎬ 中方要充分尊重非洲国家对相关合作事项的发言权、 话语权ꎬ
不能对非洲的合作伙伴国所选择的发展路径指手画脚ꎬ 通过双边沟通和磋商ꎬ
实现发展战略的对接ꎮ 例如ꎬ 中国与非洲国家在进行国家治理与发展经验交

流时ꎬ 中国既不把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强推给非洲国家ꎬ 也不主张非洲国家

照搬中国发展经验ꎮ 早在 １９６０ 年毛泽东会见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代表时就明

确提出ꎬ “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条件ꎬ 你们有你们的历史条件ꎬ 中国的经验只能

作你们的参考ꎮ”① 近年来ꎬ 习近平主席也多次公开强调ꎬ 中国乐于分享自己

的发展经验ꎬ 但不主张别国照抄中国经验ꎮ 在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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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 «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 ７ 日)ꎬ 载 «毛泽东外交文选»ꎬ 中央文献出版

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１９９４ 年版ꎬ 第 ４１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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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幕致辞中ꎬ 习近平主席更是明确提出了中国对非合作中的 “五不” 理念ꎬ
即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ꎬ 不干涉非洲内政ꎬ 不把自己的

意志强加于人ꎬ 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ꎬ 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

取政治私利ꎮ① 这是中非关系不惧风雨、 历久弥坚的根本原因ꎬ 也是包括人文

交流在内的中非合作长盛不衰的 “独家秘籍”ꎮ 的确ꎬ 独立自主是非洲国家独

立以来所追求的发展目标ꎮ 受多种因素影响ꎬ 广大非洲国家独立后在发展道

路上的探索充满艰辛ꎬ 众多积极的发展规划因为自身能力不足而束之高阁或

以失败告终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非洲大陆先后通过了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

划» 和 «２０６３ 年议程»ꎬ 积极寻求与国际社会建立平等伙伴关系促进发展ꎮ
“一带一路” 建设与上述非洲大陆自主性发展战略的深入对接ꎬ 将极大促进中

非合作更好、 更快发展ꎬ 更多惠及非洲人民ꎮ
(二) 人文交流聚焦解决非洲发展问题

无论是中国还是非洲国家ꎬ 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

方方面面的问题ꎮ 对此ꎬ 中国领导人秉持辩证且科学的发展观ꎬ 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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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这一发展观

也体现在中非合作中ꎬ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５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

会开幕式致辞中所言: “中非关系最大的 ‘义’ꎬ 就是用中国发展助力非洲的

发展ꎬ 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全面深化中非各领域合作ꎬ 让中非

人民共享双方合作发展成果ꎮ”② 具体到中非关系中ꎬ 一方面ꎬ 当前中非发展

合作正面临着新的国际形势ꎮ 习近平主席多次讲话中将其描述为 “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ꎮ 这既体现在新技术革命带动下的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 文化

多样化空前发展态势ꎬ 也体现在发展不平衡和差异性带来的严峻挑战ꎮ 在非

洲ꎬ 由于发展严重滞后ꎬ 绝大多数国家仍面临着贫穷、 饥饿、 疾病、 文盲、
环境恶化等众多发展问题ꎮ 在全球化不断加强的今天ꎬ 非洲的发展滞后已经

不仅仅关系到非洲自身ꎬ 也关系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ꎮ 中国政府努力推进的

中非人文交流ꎬ 所体现的正是中国希望通过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开展广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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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 «携手共命运同心促发展———在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 日)ꎬ 载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ｙｊｈ＿ ６７４９０６ /
ｔ１５９１２７１ ｓｈｔｍｌ 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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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ꎬ 约翰内斯堡)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
４ / ｃ＿ １１１７３６３１９７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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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经验ꎬ 以期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发展挑战ꎮ 正如 «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 所指ꎬ 在当今世界所处的大变革大调整时期ꎬ
要有效应对诸如冲突、 恐怖主义、 贫富差距、 重大传染性疾病、 气候变化、
土地退化、 粮食安全、 保护主义等众多全球性挑战ꎬ 携手合作是唯一的出路ꎮ
也正因如此ꎬ 习近平主席 “希望中国非洲研究院汇聚中非学术智库资源ꎬ 增

进中非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ꎬ 为中非和中非同其他各方的合作集思广益、 建

言献策ꎬ 为促进中非关系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①

(三) 人文交流注重提升非洲自主发展能力

“一带一路” 合作理念中的 “共建”ꎬ 即中国在与非洲国家开展 “一带一

路” 框架下的合作时ꎬ 需要中非双方实质性参与ꎬ 具有责任共担的特征ꎬ 且

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和运行的实践要求ꎮ 由于中非经济社会发展程度

存在较大的差距ꎬ 如何提高非洲国家参与 “一带一路” 共建能力ꎬ 遂成为中

非人文交流的重要着力点ꎮ
针对目前非洲国家面临的 “发展赤字”ꎬ 中国在与非洲国家进行人文交流

时ꎬ 注重提升非洲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ꎮ ２０１１ 年 «中国的对外援助» 白皮书

明确指出ꎬ 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基本内容首先就是 “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

展能力ꎬ 丰富和改善人民生活ꎬ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ꎮ” 而 “技术合作是

中国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的重要合作方式ꎮ” ２０１４ 年 «中国的对外

援助» 白皮书在 “加强能力建设” 栏目中介绍了中国 “授人以渔” 的援助理

念ꎬ 强调 “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合作、 技术合作、 志愿者服务等方式ꎬ 与其他

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和实用技术ꎬ 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ꎬ 增强自主

发展的造血功能”ꎬ 突出了中国对受援国的技术人才培养的重视ꎮ «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中强调 “在粮食种植、 储存、 加工和流通

领域ꎬ 帮助非洲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ꎬ 并提供技术支持”ꎻ ２０１５ 年 «中国

对非洲政策文件» 提出 “帮助非洲国家减少贫困、 改善民生、 增强自主发展

能力”ꎻ 在 ２０１８ 年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中ꎬ 将提升

非洲自主发展能力进一步扩大到产业对接与产能合作及金融合作ꎬ 强调中方

将加大对非洲加工制造业、 经济特区、 产业园区等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ꎬ

７３

① «中国非洲研究院: 习近平向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致贺信»ꎬ ｈｔｔｐ: / / ｃａｉ ｃｓｓｎ ｃｎ / ｇｏｎｇｇａｏ /
２０１９０４ / ｔ２０１９０４１６＿ ４８６５１８９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１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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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国民营企业开展包括建设工业园区、 技术转让等方面的合作ꎬ 提升非

洲国家经济多元化程度和自主发展能力ꎬ 通过对非医疗卫生合作帮助非洲建

设有应变能力的公共卫生体系ꎬ 提升非洲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自主发展能力ꎮ
广义的人文交流涵盖面较广ꎬ 其所涉及的内容不仅仅是传统文化艺术等领域ꎬ
也包括教育、 培训、 研究、 管理经验等众多社会科学领域ꎮ 由此ꎬ 随着中非

合作的不断深入ꎬ 技术援助升级为产业合作时ꎬ 企业管理和政策制定等领域

的人文交流将不断加强ꎬ 在此过程中ꎬ 注重提高非洲国家在相关领域的自主

发展能力也将成为中非人文交流的新热点ꎮ

以 “一带一路” 促进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

“一带一路” 作为中国的国际合作倡议ꎬ 其目标是要通过产业等方面的合

作实现与相关国家的共同发展ꎬ 从而体现命运共同体价值ꎮ 中非的历史友好

与合作成就印证了 “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 论断ꎬ 以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的理念和成功实践为世界更好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范例ꎮ
第一ꎬ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对非合作的努力方

向ꎮ 在国际对非合作中ꎬ 中非之间的合作方式既是独特的ꎬ 也是卓有成效的ꎮ
从绝对数量上看ꎬ 中国并不是最大的非洲援助方ꎬ 但在长期的对非合作中逐

渐成为国际对非合作的引领者ꎬ 这既在于中非双方一如既往的平等伙伴与兄

弟关系ꎬ 更在于中国能够从自身发展经验出发ꎬ 立足于提升非洲自主发展能

力ꎬ 真正关切非洲的发展需要ꎮ 正如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习近平主席在坦桑尼亚演讲

中提出ꎬ 中非间不仅在过去长期关注彼此发展需求和核心利益ꎬ 而且视对方

的发展为自己的机遇ꎬ 面对发展挑战积极寻求和培育新的契合点和增长点ꎬ
开拓性推动中非间的共同发展ꎬ 所以 “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ꎮ 设施联通

是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 的优先领域ꎬ 中国在投资规模大、 回报周期长、 回

报率相对不高的基础设施等领域关注非洲发展需要ꎬ 并加强相关领域的合作ꎬ
充分体现了中国以务实行动回应了非洲国家期待快速发展的热望ꎮ

第二ꎬ 中非合作为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经验ꎮ “一带一路”
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友好合作的重要国际倡议ꎬ 其目标是通过 “五通” (政策沟

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 实现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包

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ꎮ 从国际合作经验特别是中非经济合作经验看ꎬ “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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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 所倡导的合作理念和阶段合作重点反映了中非合作所积累的成功经验ꎮ
始于 ２０００ 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为中非逐步开展多领域全方位合作奠定了基础ꎬ
也收获了经验ꎮ 一方面ꎬ 中非合作论坛下的中非合作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

大范围参与全球性合作并收获成功的重要范例ꎮ 中国广泛地参与非洲发展事

务ꎬ 为不同制度、 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的合作积累了经验ꎮ 另一方面ꎬ 中非

间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属性都为中国探索符合新时代国际合

作机制奠定了基础ꎬ 并由此共同塑造了 “一带一路” 的 “共商、 共建、 共享

原则” “框架思路” “合作重点” “合作机制” 等内容ꎮ
第三ꎬ “一带一路” 建设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ꎮ “一带一

路” 倡议下的中非合作ꎬ 同中非构建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

的命运共同体相契合ꎮ 相比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ꎬ 非洲仍面临基础设施发

展严重滞后、 工业化水平低以及人才、 资金短缺等问题ꎮ 鉴此ꎬ 中方把产能

合作作为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要内容ꎬ 符合 “非洲工业加速发展计划”
(ＡＩＤＡ) 和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ꎮ 在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下ꎬ 近年中国对非洲

工业化合作力度空前加大ꎬ 体现于 ２０１５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的 “十
大合作计划” 和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 “八大行动”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８ 年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通过的 «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

言» 明确指出: “中方愿继续秉持互利共赢原则ꎬ 以支持非洲培育不依赖原材料

出口的内生增长能力为切入点ꎬ 增强非洲第二、 三产业生产能力ꎬ 推动中非经

贸合作转型升级ꎬ 为非洲发展提供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各类帮助和支持ꎮ 非方重

申坚持走可持续、 多元化、 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之路ꎬ 确保实现共赢结果ꎮ”①

“一带一路” 合作对接非洲工业化发展路径ꎬ 将有效整合非洲次区域资源禀赋ꎬ
将非洲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增长力ꎬ 并逐步解决非洲的基础设施瓶颈ꎬ 促进

非洲的地区一体化发展ꎬ 带动非洲的经济多元化和工业化发展ꎬ 提高非洲的自

主发展能力ꎬ 同时也有利于解决中非经贸合作的结构性问题ꎮ
“志合者ꎬ 不以山海为远ꎮ” 目前ꎬ 中国已同 ４４ 个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委

员会签署了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ꎮ 而 “一带一路” 的稳步推进ꎬ 需要更密

切的人文交流作支撑ꎮ 近年来ꎬ 部分非洲国家政治、 经济、 社会矛盾多发ꎬ

９３

① «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０５ / ｃ＿ １１２３３７９９５２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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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政治社会转型期和经济发展换档期 “两期叠加”ꎬ 给中非双边合作带来不

确定因素ꎮ 与此同时ꎬ 西方国家倚仗国际舆论霸权干扰中非关系与中非合作ꎬ
恶化中非合作外部环境ꎮ 对此ꎬ 一方面ꎬ 中非学者在进行人文交流时ꎬ 可通

过中国人和非洲人的视角阐释中非合作、 中非关系ꎬ 携手发声ꎬ 成为中非人

民全面、 客观认识中非合作的桥梁与纽带ꎬ 为中非关系 “正名”ꎮ 另一方面ꎬ
中国的非洲研究内容要基于新时代中非关系发展的大势ꎬ 研究视点需关切非

洲发展、 中非关系中的重大问题ꎬ 加强同非洲智库、 学者的交流合作ꎬ 为解

决非洲发展问题、 深化中非关系提供更有力的智力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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