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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中国与几内亚建交历程述略

孟    瑾

［摘  要］1959 年 10 月 4 日，中国与几内亚正式建交。独立后的几内亚为了打破法国的

压制政策，奉行“积极的中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积极与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

立联系，并广泛开展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外交活动。中几建交一方面帮助几内亚度过了法国

对其全面封锁的困难时期，另一方面也为迫切需要打开外交局面的中国提供了突破口，并为

此后的中非合作奠定了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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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内亚共和国（以下简称几内亚）位于非洲西部的大西洋边，因拥有丰富的水资

源和矿产资源被誉为“西非水塔”和“铝土之国”。几内亚人民富有顽强的斗争精神，

19 世纪末，在民族英雄萨摩里·杜尔的领导下，几内亚人民英勇顽强地抵抗法国侵略

者的入侵。1958 年 10 月 2 日，“非洲又诞生了一个新的国家。在 9 月 28 日的‘公民

投票’中拒绝了戴高乐宪法的西非几内亚人民已经宣布独立”，结束了殖民地历史。A 

1959 年 10 月 4 日，中国和几内亚“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几内亚共和国决定正式

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大使级外交代表的联合公报”，中国和几内亚建交，是中国

人民和非洲人民团结合作的一个新的里程碑。B 2016 年，中几两国元首决定将两国关

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C 2019 年是中几建交 60 周年，中国—几内亚建交

60 周年庆祝招待会在京举行。D 60 年来，中几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

题上一贯相互理解和支持，全面深化拓展两国各领域的友好互利合作。对中几建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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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分析有助于理解新时代中非关系深厚的历史积淀，更深刻地认识“中非命运共

同体”A 这一重要理念的丰富内涵。

中非关系史，既是国际关系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又是认识中非战略合作意

义的重要切入点。随着中非关系的深入发展，对非关系研究日益细化。作为“新中国

对非乃至对外关系发展的一座重要里程碑”，B 中几建交的历程和意义是重要的研究对

象，但现存有关中几建交的文献较少且分散，国内学界暂未对中几建交的背景及意义

进行纵深分析，C 国外学者则通常受意识形态因素影响而有失客观 D 。本文通过相关史

料和访谈资料 E 对中几建交的背景和过程进行梳理，试图在当今外交格局下深入理解

和认识中几建交的意义，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国与几内亚建交的背景

在彻底摆脱殖民统治后，几内亚秉持“积极的中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自主开

展外交活动。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个冲破法国殖民体系的国家，几内亚遭到极力

维护其殖民势力范围的宗主国的打压。深受剥削和压迫的几内亚，将视角转向包括苏

联、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并开始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几内亚也

积极同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建立联系，以应对法国的压制政策。

（一）几内亚独立与法国对新生政权的扼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的深

刻变化，法国对殖民制度进行了多次调整。1958 年 6 月，为进一步缓和与海外殖民

地的关系，戴高乐推出了宪法草案，“关于法国同它的海外属地的关系，宪法草案提

A 2013 年 3 月 25 日，习近平在访问坦桑尼亚时指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

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参见习近平：《中非永远做

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26 日。

B 陈晓东：《弘扬传统友谊 续写时代华章》，《人民日报》2019 年 10 月 8 日。

C 原新华社记者王殊在《五洲风云纪》（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7 年

版）一书中从中几建交亲历者的角度回忆和讲述了几内亚独立后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几建交前中方

代表与几方领导人接触时的细节。但由于是一线记者的观察，该书并未对中几建交的历史背景进

行纵深分析。吴清和的《列国志·几内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对中几建交

的背景及意义略有提及，但由于篇幅限制，作者并未对此做深入探讨。

D K.Madhu Panikkar, Revolution in Africa, Bombay: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1. Pieter Lessing, 
Africa’s Red Harvest, an Account of Communism in Africa,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62. 
E 本文参考了朱应鹿大使（1959 年 11 月至 1963 年 8 月在中国驻几内亚使馆工作）、吴清和参

赞（1990—1994 年在中国驻几内亚使馆工作）以及现任几内亚驻华大使馆参赞蒂耶诺·马卓·巴

的访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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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要这些海外属地同法国成立所谓‘联合邦’。宪法草案第六十八条指出参加‘联合

邦’的海外属地享有‘自治’，可是第六十九条就剥夺了海外属地的‘外交政策、防

御、货币、经济和财政政策、战略原料的开采、司法和高等教育的管理’这些基本权

利。按照这个草案，总统成了法国本土与海外属地人民之间唯一的联系”。A 富有斗争

精神的几内亚人民在塞古·杜尔 B 的引领下选择了自由和独立。“几内亚人民是在对戴

高乐‘宪法’投反对票以后获得独立的。在几内亚的二百五十余万人口中，对戴高乐

‘宪法’投反对票的占投票总数的 95.4%，这就清楚地说明，绝大部分的几内亚人民

都反对戴高乐‘宪法’所规定的海外属地的地位”。几内亚的独立，不仅是几内亚人

民的重大胜利，同时也是殖民地和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C 10 月 2 日，

几内亚共和国宣告独立，并由塞古·杜尔组织新政府。D

几内亚的独立沉重打击了法国的殖民政策，加速了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崩溃。法

国利用一切经济和政治手段试图扼杀刚刚独立的几内亚，以警示其他非洲国家选择继

续留在“法兰西共同体”内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在几内亚“‘公民投票’以后，法

国政府马上决定停止贷款给几内亚，取消在几内亚境内进行各种工程的义务，并且指

示法国的技术专家在两个月内解除同几内亚当局签订的合同”。E 之后，法国政府立即

断绝了对几内亚的经济与技术援助，取消对几内亚商品的免关税政策，撤走了除法兰

西航空公司职工以及教师以外的全部行政和技术人员，清空了在几内亚的所有法国商

场和超市。3 个月后，教师也全部撤离。F 

在政治上，法国也对新生的几内亚政权充满敌意。在几内亚国内通过帮助反对

派成立工会组织，利用宗教人士和退伍士兵扰乱新政权、破坏社会稳定；在国际上试

图使用外交手段孤立几内亚。1958 年 12 月 9 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向联

合国大会推荐几内亚共和国为联合国成员国。法国在表决时弃权。法国代表表示，法

国不能在目前赞成几内亚加入联合国。尽管几内亚已经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但是他仍

然说，有关‘几内亚将来地位’的许多问题还有待解决。他认为，这些问题包括几内

A 《这就是戴高乐的宪法草案》，《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14 日。

B 艾哈迈德·塞古·杜尔（1922—1984），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他毕生为非洲进步事业

和几内亚民族独立而斗争，对非洲和第三世界的团结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8 年 10 月几内

亚独立，任总理。同年底起任总统，1982 年 5 月再次当选总统。参见《艾哈迈德·塞古·杜尔》，

《人民日报》1984 年 3 月 28 日。

C 《祝贺几内亚共和国的诞生》，《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9 日。

D 《几内亚共和国新政府成立》，《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4 日。

E 《几内亚共和国新政府成立》，《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4 日。

F “几内亚人民依靠老佛爷和巴黎春天这两家超市来支撑生活，独立后，这些超市都剩空架子

了，最简单的针线都没有。”据 2017 年 10 月 16 日舒展、刘萍于北京对朱应鹿、童心礼夫妇的访

谈记录。童心礼，曾在中国驻几内亚、埃及、突尼斯、挪威等使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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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和法国、‘法非共同体’以及其它非洲国家的关系问题”。A 然而，法国最终无力扼

杀新生的几内亚政权，也无法阻止其走上国际舞台，几内亚于 1958 年 12 月 12 日正

式成为联合国会员国。B

（二）几内亚“积极的中立主义”的外交政策

为了尽快打破法国的封锁，塞古·杜尔在几内亚独立后立即奔走于各国之间，以

期打开几内亚的外交局面。几内亚灵活地践行“积极的中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致力

于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展开合作。特别是几内亚优先发展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的关系，以彰显其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的决心和信心。从 1958—1962 年几内亚与各国

签署的双边协定数量可以看出，几内亚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交往比与资本主义阵营

国家的交往更为密切（详见下表）。

1958—1962 年几内亚与各国签署合作协定的数量统计                单位：项

1958 年 1959 年 1960 年 1961 年 1962 年 合  计
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8 14 26 27 19 94
资本主义阵营国家 -   8   5   3 11 27

非洲国家 1   1   5   9 17 33
其他国家 - -   2 -   5   7

资料来源：Bernard Charles,«La Guinée», dans Albert Mabileau et Jean Meyriat(dir.), Décolonisation 
et régimes politiques en Afrique noire, Paris: Armand Colin, 1967, pp. 159-204.

1958 年 10 月 4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打电报给几内亚共

和国总理塞古·杜尔，宣布苏联政府正式承认几内亚共和国，愿意同它建立外交关系

并互派外交代表。伏罗希洛夫在电报中代表苏联人民祝几内亚人民在建设自己的自主

的民主国家的事业中获得成功”。C

苏联在几内亚独立后不久，便同几内亚签署了贸易协定，商定两国在平等互利

的基础上发展和加强贸易关系，双方都给予对方贸易上的最惠国待遇。苏联向几内亚

输出各种设备、拖拉机、耕作机器、汽车、黑色金属压延材料、石油制品、木材和其

他物品。苏联提供的贸易、经济和技术援助帮助几内亚走出了生存困境，并为几内亚

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和人才支撑。D

几内亚与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接触、交往也很频繁。在几内亚独立后的 6

个月内，几内亚与东欧多个国家签署了购买农产品的贸易协定。E 1959 年初，捷克斯

A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 推荐几内亚加入联合国》，《人民日报》1958 年 12 月 11 日。

B 《联合国大会决定接纳几内亚为会员国》，《人民日报》1958 年 12 月 14 日。

C 《苏联承认几内亚共和国》，《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6 日。

D 《苏联同几内亚签贸易协定》，《人民日报》1959 年 2 月 17 日；《苏联帮助亚非国家发展经济》，

《人民日报》1959 年 8 月 26 日。

E Harold D. Nelson et al.(eds.), Area Handbook for Guinea,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p. 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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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伐克、民主德国、波兰等国代表团访问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A 11 月，塞古·杜尔

访问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签订了联合公报与一项文化合作协定。B 几内亚与社会主义

阵营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符合几内亚的民族利益，壮大了推动世界和平事

业的力量。与此同时，中国也展开了对非工作，积极支持以几内亚为代表的非洲民族

主义力量，扩大国际反帝统一战线。C 

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为了争夺、维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

体系中的主宰地位，试图与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联系。几内亚则希望通过接受西方

国家的援助来填补脱离法国控制造成的资金缺口。1959 年 7 月 23 日，第一任美国大

使抵达几内亚。D 

1959 年 10 月 27 日，美国国务卿赫脱会见赴美国访问的塞古·杜尔并发表公告，

明确表示美国愿与几内亚开展经济合作，并为非洲人民争取政治独立提供帮助。11

月，塞古·杜尔访问英国，并与英国女王代表、首相和外交大臣进行了会晤。E 此外，

英国还援助几内亚修建了纺织工厂等。还有一些西方国家也对几内亚提供了援助，如

意大利援建了果汁加工厂和榨油工厂，联邦德国援建了屠宰场、制革厂及制鞋厂，等

等。F

几内亚政府与两大阵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不仅是出于现实需要的战略选择，

而且还有着更深层的思考。 关于几内亚的外交政策，塞古·杜尔说：“我们的外交政策

是以积极的中立主义为基础的。我们认为，我们的中立主义绝不是一种孤立原则，一

种消极态度”，而是“一种为和平、为人民之间的合作服务的中立主义，是一种拥护

人民自决权的中立主义”。G 塞古·杜尔曾在访问美国时表示：“不应是非洲在两个阵营

中做出选择，而是两大阵营要思考什么样的道路在非洲才是可行的，他们是否选择支

持非洲人民做出的决定”。H

在外交实践中，几内亚以“积极的中立主义”为原则，力求维护政权独立性和自

身发展利益。尽管苏联在第一时间承认了几内亚，几内亚亦将苏联看作“第一的可靠

A K. Madhu Panikkar, Revolution in Africa, Bombay: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1，pp. 177-178.
B 《 捷几两国决定发展友好关系》，《人民日报》1959 年 12 月 2 日。

C 蒋华杰：《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察（1956—

1965）》，《外交评论》2016 年第 5 期。

D 梁根成：《美国同苏联争夺加纳和几内亚（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中期）》，《国际政治研究》

1989 年第 3 期。

E K. Madhu Panikkar, Revolution in Africa, Bombay: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1，pp.180-181.
F Claude Rivière, Guinea, the Mobilization of a Peopl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51.
G 王殊：《几内亚总统谈国家内外政策》，《人民日报》1959 年 6 月 19 日。

H K. Madhu Panikkar, Revolution in Africa, Bombay: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1，pp.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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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伙伴，但是几内亚政府限制苏联通过教育合作对几内亚进行影响。A 虽然几

内亚与美国在意识形态和主要国际事务上持对立态度，但为了实现共同利益（如共同

开发几内亚的矿产资源等）并平衡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其施加的影响，几内亚与美国

也维持着相对良好的关系。

“积极的中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几内亚度过独立之初的经济

困难时期，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在国际上谋求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支持，有助于增强其

国际影响力。然而，在冷战背景下，一些大国积极发展与几内亚关系的主要目的是扩

大在非洲的影响，遏制其他国家的势力，争夺更多的战略资源。因此，几内亚虽然在

与大国关系中能达到一时的力量均衡，巩固了刚刚独立的民族政权，但在两大阵营对

立的背景下，新生政权很难保持中立，其外交政策难免被大国博弈所左右，进而增加

了对外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使其长远利益受损。

二、中国与几内亚建交的过程

由于几内亚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遭到法国的孤立，因此急需打开外交局面。中国

向几内亚伸出了援助之手。西方国家为了阻止中国的国际影响扩展到撒哈拉以南非

洲，企图干扰中几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中几双方在反帝反殖斗争中相互支持，共同

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了两国的友谊和合作关系。B

（一）中几建交与合作关系的确立

1958 年 10 月 2 日，几内亚宣布独立。10 月 7 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分别致电

塞古·杜尔，祝贺几内亚共和国诞生。同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致电塞

古·杜尔，“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决定承认几内亚共和国”。C 11 月，塞古·杜尔致电毛

泽东，表示希望几中两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D

1959 年 2 月，几内亚经济事务和计划部部长贝阿沃吉 E 率政府代表团出访匈牙利

A Vladimir Bartenev, «L’URSS et l’Afrique noire sous Khrouchtchev : la mise à jour des mythes de la 
coopération» , Outre-Mers, 2007, No. 354-355, pp. 63-82. 
B 塞古·杜尔认为非洲国家可以在以集体生活、社会团结为特征的村社制度基础上，不经历资

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建成社会主义。参见唐大盾等：《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01 页。

C 《我国承认几内亚共和国》，《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9 日。

D 《塞古·杜尔总理致电毛主席 感谢我国承认几内亚共和国》，《人民日报》1958 年 11 月 16 日。

E 几内亚独立后，贝阿沃吉任经济事务和计划部部长。1961 年任外交部部长，1972 年 6 月至

1984 年 4 月任几内亚总理。1960 年、1968 年和 1972 年曾 3 次访问中国。参见杨元恪等：《世界

政治家大辞典》，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85—886 页。



· 119 ·

1959 年中国与几内亚建交历程述略

时，向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表示几内亚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希望访华商谈建交事

宜。A

在几内亚独立初期，中国向几内亚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为中几建交打下了基础。

几内亚独立后的第一年稻谷歉收，法国切断了对几内亚的粮食供应，且因几内亚外

汇短缺，无法进口大米，而粮食供应问题直接关系到新生政权的存亡。1959 年 2 月，

贝阿沃吉率团访问中国期间，请求中国政府无偿提供 1.5 万吨大米，并提出最好在 6

月前先供给 5000 吨应急。5 月上旬，中国政府紧急运往科纳克里 5000 吨大米。B 中国

的及时援助缓解了几内亚的燃眉之急，赢得了几内亚政府和人民的信任。

虽然中国政府在几内亚宣布独立后几天就承认了几内亚共和国，塞古·杜尔在致

电毛泽东时也表示了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但在几内亚独立整整一年之后，两

国才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使。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还没有外

交代表机构，联络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和

禁运政策，竭力阻止中国的影响扩展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阻挠几内亚同中国建立

外交关系。C 另外，这一时期，恰逢几内亚正努力发展与美国的关系，D 且正积极筹备

塞古·杜尔访问美国事宜。E

1959 年 6 月，中国政府特使、中国驻摩洛哥大使白认赴几内亚探询两国建交的

可能性。白认到科纳克里的第二天就拜会了几内亚经济部部长和外交国务秘书并一

起赴科纳克里港口移交了中国援助的 5000 吨大米。几方人员表示，白认在会见塞

古·杜尔时可直接同他商谈此事。F

塞古·杜尔接见白认时，白认提出了两国建交事宜，塞古·杜尔同意两国立即

建交。但在磋商签署建交联合公报时，塞古·杜尔被其国务秘书叫出房间交谈。塞

古·杜尔返回后态度发生转变，表示暂时搁置两国建交事宜。事后得知，美驻几大使

正在与几方商谈塞古·杜尔访美之行，并对几内亚欲同中国建交施加了压力。G

尽管几内亚对美国抱有幻想，但由于美国迟迟不兑现对几内亚的援助承诺，而

中国则对几内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这使几内亚政府认识到与中国建交符合几内

A 赵永和等：《中几双边关系史》，外交部非洲司未刊稿，1999 年。

B 李红喜：《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对非援助述论——以几内亚为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个人课题成果集（2013 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79 页。

C 吴清和：《列国志·几内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8 页。

D 据 2019 年 5 月 17 日笔者于北京对吴清和的访谈记录。

E 1959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8 日，塞古·杜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Visits By Foreign 
Leaders of Guinea”,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https://history.state.gov/departmenthistory/visits/guinea，30 
June，2019.
F 王殊：《五洲风云纪》，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19 页。

G 王殊：《五洲风云纪》，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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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A

1959 年 10 月 1 日，几内亚政府代表、几内亚教育部部长巴里·迪亚万杜访问中

国，应邀出席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庆祝典礼。B 10 月 4 日，陈毅和巴里·迪亚万杜“就

发展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发表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和几内亚共和国政府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大使级的外交代表”。C 

几内亚正式与中国建交，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此时正值

“中国人民欢度自己的第十个国庆佳节和几内亚人民庆祝几内亚共和国独立一周年之

际，中几两国正式建交的喜讯，无疑地将使中几两国人民感到莫大的欢欣，而且也将

使亚洲和非洲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感到高兴”。D 在几内亚代表团访华期间，中

几双方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这个协定是两国建交后的第一个外交行动”，开创了非

洲人民与中国人民合作的新纪元。E 12 月 24 日，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馆临时代办赵源

和使馆人员到达科纳克里并于 31 日向塞古·杜尔呈递了代办介绍信。F 1960 年 3 月 4

日，柯华被任命为中国驻几内亚特命全权大使，并于 4 月 11 日向塞古·杜尔递交了

国书。G

1960 年 9 月 10—16 日，塞古·杜尔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

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国家元首，塞古·杜尔受到了十分隆重的接待，与国家主席刘少奇

进行了会谈。H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并设宴欢迎塞古·杜尔。I 首都各界

人民举行盛大隆重的集会，热烈欢迎塞古·杜尔，向英雄的几内亚人民表示兄弟般的

崇高的敬意。J 在塞古·杜尔访华期间，“中国几内亚发表联合公报和缔结友好条约”，

“中几友好条约的签订，不仅是中几两国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中国和非洲

的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是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签订的第一个友好条约”。“两国经

A 1959 年 10 月 26—28 日，塞古·杜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但“几乎一无所得，空着手回

来”。参见王殊：《撒哈拉以南最早建交的三个国家——中国与几内亚、加纳和马里建交历程》，

刘新生：《新中国建交谈判实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9 页。

B 《几内亚共和国政府代表到京》，《人民日报》1959 年 10 月 1 日。

C 《我国和几内亚建立外交关系》，《人民日报》1959 年 10 月 5 日。

D 《祝贺中国和几内亚建交》，《人民日报》1959 年 10 月 5 日。

E 《中几在京签订文化协定》，《人民日报》1959 年 10 月 8 日。

F 《我国驻几内亚临时代办到达科纳克里》，《人民日报》1959 年 12 月 26 日；《我驻几内亚临

时代办向几内亚总统呈递介绍信》，《人民日报》1960 年 1 月 2 日。

G 《刘主席任命柯华为我国驻几内亚大使》，《人民日报》1960 年 3 月 5 日；《我驻几内亚首任

特命全权大使柯华向杜尔总统递交国书》，《人民日报》1960 年 4 月 14 日。

H 《刘少奇主席和杜尔总统会谈 周总理设便宴招待几内亚政府代表团》，《人民日报》1960 年

9 月 12 日；《刘主席和杜尔总统继续会谈》，《人民日报》1960 年 9 月 13 日。

I 《毛主席接见并设宴欢迎塞古·杜尔总统》，《人民日报》1960 年 9 月 13 日。

J 《首都十万人盛会热烈欢迎塞古·杜尔总统》，《人民日报》1960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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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技术合作协定、贸易和支付协定同时签订”，“上述联合公报、友好条约和协定的签

订和发表，标志着中国和几内亚两国友好关系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揭

开了中国和非洲国家关系史上新的一页。A

（二）在台湾问题上的摇摆

在中几建交初期，由于美国的庇护，台湾当局占据着联合国席位，这使刚刚走

上国际舞台的几内亚一时弄不清两岸的关系，再加上台湾当局中的一些人窜访几内亚

大肆活动，中几关系曾经出现一些曲折。但几内亚政府很快就认清了真相。B 中几建

交 60 多年以来，几内亚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动摇。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台湾当局为了扩大其活动空间，在亚非拉地区积极开

展“金元外交”。在中国首批外交人员抵达科纳克里后，发现台湾当局人员也在科纳

克里，几内亚国家元首还接见了台湾当局人员。几方的做法显然有悖于中几两国建交

公报精神。周恩来指示要审慎对待。陈毅也做出了重要批示：“在反对‘两个中国’

的问题上，对美国和对几内亚这样的非洲新独立国家还是应当区别对待。同前者要针

锋相对；对后者立场要明确，道理要讲清。只要几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

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样的事件，交涉可以考虑适可而止”。经中

方向几方进一步做工作，阐明中国在原则问题上的鲜明立场，同时对几方的具体困难

予以大力帮助之后，几方表示：“同中国政府友好合作是他们的既定方针，今后不再

发生此类事件，并明确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C

1960 年 4 月 11 日，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柯华向塞古·杜尔递交国书。此后，塞

古·杜尔多次到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馆做客，中几关系迅速发展，他在 1960 年 9 月访

问中国时说：“帝国主义诽谤中国，企图使非洲人民同中国人民在政治上隔绝开来，

但是非洲人民是知道真理所在的”。D 几内亚最终克服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力和阻挠，

坚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刚刚独立的几内亚面临着巩固政权、发展经济的迫切需求，与世界各国广泛建

立联系是其必然选择。几内亚在明确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也与西方国家积极建

立合作关系，争取经济援助。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对几内亚的援助更多的是出于维护

A 《中国几内亚发表联合公报和缔结友好条约》，《人民日报》1960 年 9 月 14 日；《中几两国友

好合作关系的新阶段》，《人民日报》1960 年 9 月 14 日。

B “由于中几两国刚刚建交，对彼此的情况并不了解，在台湾问题才出现了波折，并不是几方

有意破坏两国关系，因此对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没有产生重大影响。”据 2019 年 5 月 17 日笔者

于北京对吴清和的访谈记录。

C 陆苗耕：《元帅外交家陈毅的非洲情结》，《雪化青松真高洁：陈毅同志诞辰 110 周年纪念文

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15—216 页。

D 姚木：《非洲国家积极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陆苗耕等：《同心若金——中非友好关系的辉

煌历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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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经济政治影响力，以谋求地区甚至世界霸权的目的。A 而中国对几内亚的援助是无

私的，中几关系也因为争取人民独立的共同政治诉求而更加牢固。

三、中几建交的时代意义

虽然几内亚在同中国建交谈判过程中略有迟疑，但中几建交开创了中国同撒哈

拉以南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新纪元，使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得以扩大。此

外，中国与几内亚开展合作为中非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调，对中几建交与合作的分析

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非关系深厚的历史基础。

（一）中几建交为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开展外交活动打开了局面

中几建交后，几内亚成为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开展外交活动的重要突破口。

中几建交冲破了西方国家在非洲设立的防线，打破了中国外交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僵

局。事实证明，几内亚作为对非外交的桥头堡，有力地支撑了中非关系的发展。中国

与马里共和国的建交便是在中几建交的基础上实现的，几内亚在中国与马里共和国的

建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B 

1959 年 4 月，“法兰西共同体”的成员国塞内加尔和苏丹联合组成马里联邦。面

对马里联邦人民坚决要求独立的斗争，法国政府被迫同意它独立。“根据法国同马里

联邦签订的所谓‘合作协定’，法国仍在独立后的马里联邦保持若干特权”。C 6 月 19

日，周恩来和陈毅分别致电马里联邦总理莫迪博·凯塔，祝贺马里联邦独立并表示中

国政府承认马里联邦。D

在马里联邦独立后不久，内部就出现分裂。8 月 20 日，塞内加尔宣布退出马里

联邦。E“苏丹立法议会在 9 月 22 日一致通过决议，宣布（由苏丹共和国改名的）马

A “美国与几内亚合作更多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美国在几内亚落地的唯一大型项目是 1963
年美国铝业公司（ALCOA）与几内亚政府成立的合资公司 CBG（Compagnie des Bauxites de 
Guinée），用来开发几内亚博凯地区的铝矾土矿”。据 2019 年 4 月 19 日笔者于北京对几内亚驻华

使馆参赞蒂耶诺·马卓·巴的访谈记录。

B “几内亚相当于一个基地，与加纳、马里等国建立外交关系都以几内亚为出发点。”据 2017
年 10 月 16 日舒展、刘萍对朱应鹿、童心礼夫妇的访谈记录。

C 《马里联邦宣告独立 法国仍在独立后的马里联邦保持若干特权》，《人民日报》1960 年 6 月

21 日。

D 《周总理陈毅外长电贺马里联邦独立 我国决定承认马里联邦》，《人民日报》1960 年 6 月 20
日。

E 《塞内加尔退出马里联邦 塞军控制了达喀尔并软禁联邦总理》，《人民日报》1960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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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共和国为一个独立和主权的国家”。A 马里共和国宣布独立后，中国委派驻几内亚大

使柯华到马里共和国商谈建交之事。10 月 22 日，柯华乘机抵达马里共和国首都巴马

科。B 在马里共和国访问期间，柯华同马里共和国外交部秘书长就两国建交问题进行

商谈，很快达成了协议，柯华还与马里共和国总统莫迪博·凯塔进行了友好谈话。C 10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里共和国共同发表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并且

决定互派大使级的外交代表”，两国间外交关系的正式建立，标志着中国和非洲新独

立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正在进一步发展。D

中国和马里共和国建交的过程说明中几建交为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发展

友好关系做了良好铺垫，几内亚坚定的反对帝国主义立场为中国争取非洲其他国家提

供了重要支撑，进而为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开展外交活动打开了局面。

（二）中几合作为中国制定对外援助原则提供了实践基础

1964 年 1 月 15 日，周恩来在访问加纳期间，在回答加纳通讯社记者的提问时，

正式提出了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时需严格遵守的八项原则：第一，中国

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

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

的主权，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

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第四，中国政府

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

更生的道路。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

国的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

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

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为止。第八，中国政府派

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

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E 这八项原则是中国在对外援助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

的，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援助实践的总结。几内亚是第一个接受中国援助的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对几内亚的援助是中国对外援助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

制定对外援助的相关原则提供了实践基础。

A 《马里共和国》，《人民日报》1960 年 10 月 18 日。

B 《我国驻几内亚大使柯华到达马里共和国首都》，《人民日报》1960 年 10 月 24 日。

C 王殊：《见证中国同几内亚、加纳、马里等国建交》，陆苗耕等：《同心若金——中非友好关

系的辉煌历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21 页；《马里总统接见柯华大使》，《人

民日报》1960 年 10 月 25 日。

D 《祝贺中国马里建交》，《人民日报》1960 年 10 月 28 日。

E 《周恩来总理答加纳通讯社记者问 独立富强新非洲必将出现在世界上 中国严格遵守八项

原则帮助新兴国家发展民族独立经济》，《人民日报》1964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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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内亚独立初期，中国在遭受自然灾害、自身粮食极其短缺的情况下向几内亚

分两次共提供了 1.5 万吨大米。A 就赠送大米问题，刘少奇在 1959 年 5 月 20 日接见几

内亚工会联合会总书记卡巴·玛玛迪时表示，中几人民在与帝国主义斗争问题上是相

互帮助的。B 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平等互利原则，另一方面也充分表明中

国与非洲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国际主义精神。

此外，几内亚希望中国帮助其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一些大的工业项目，

但由于中国自身力量有限，仅选择援建了卷烟火柴联合工厂等投资少、收效快的小型

项目。C 这符合中国在对外援助时既考虑对方实际需求，又要根据自身条件量力而行

的原则。中国还帮助几内亚建设了人民宫、电影院等文化项目，派出了医疗队，D 这

对改善几内亚人民的生活条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根据中几两国政府 1960 年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向几内亚派遣技术专

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以提供技术援助；提供成套设备、器材以及其他物资；帮

助几内亚培养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E 这有助于提高几内亚经济发展的内生能力，帮

助其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同时，中国给予几内亚不附带任何条件和特权

的无息贷款以及中国专家、工人的生活标准不得超过几内亚同等人员的生活水平等做

法都被纳入中国在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时需要遵守的八项原则之中。

中几合作为八项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实践基础，具有开创性意义。“中几两国这种

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平等相待的精神，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作出了范

例”。F 事实证明，基于实践建立的八项原则符合双方的国情和共同利益，保障了其合

理性和可持续性发展。

（三）中几建交的历史证明非洲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战略地位的历史一致性

中国历来重视与非洲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一方面出于巩固反帝反殖斗争

成果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两大阵营对立的严峻形势

下，联合非洲国家是团结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着力点。当今，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更加

A 1960 年初，几内亚再度出现米荒。1960 年 5 月 3 日，柯华在拜会塞古·杜尔时以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向几内亚政府赠送 1 万吨大米，以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几内亚政府和人民的

友谊。参见《我国赠送几内亚万吨大米》，《人民日报》1960 年 5 月 6 日。

B 刘少奇接见几内亚工会联合会总书记卡巴·玛玛迪时的谈话记录，1959 年 5 月 20 日。转引

自李红喜：《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对非援助述论——以几内亚为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

课题成果集（2013 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78—390 页。

C 《几内亚政府决定增产大米 卷烟火柴联合工厂开始试生产》，《人民日报》1964 年 9 月 15 日。

D 中国医疗队在 1968 年 6 月赴几内亚。参见《为几内亚人民服务——记在几内亚的中国医疗

队》，《人民日报》1969 年 10 月 28 日。

E 《中国几内亚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人民日报》1960 年 9 月 14 日。

F 《中国几内亚友好合作关系的新阶段》，《人民日报》1964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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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发展、巩固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

非洲国家始终是中国重要的外交伙伴，他们在支持中国统一大业、坚定奉行一

个中国原则等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几内亚曾在中国争取恢复联合国

合法席位过程中发挥过突出作用。A 事实证明，在一些核心和重大利益问题上，我们

需要非洲国家的发声和支持，延续并发扬与非洲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是中国外交工作

的宝贵经验。

由于非洲国家与中国拥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和共同的战略利益，

因此，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非洲国家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

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曾得到非洲国家的支持与拥护，这为中国开展外交事业打下了良

好基础。当今，非洲国家又积极支持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

议等理念，这表明非洲国家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战略作用的增强，重视对非工作已成

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特征。

综上所述，当今快速发展的中非关系既是面向未来的，又是根植于历史的。中

几建交一方面帮助几内亚度过了法国对其全面封锁的困难时期，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

度上帮助中国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孤立和封锁，为中国在非洲、在国际上开展外交工作

打开了新局面。中几患难时刻结交的兄弟情谊，为中几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从中几建交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几老一辈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从大局出发认识和处

理中几关系。中几建交 60 多年来，双方友好合作全面稳定发展，通过对中几建交过

程的回顾，我们认识到反帝反殖的历史经历和共同发展诉求使“中非命运共同体”成

为中非人民高度认同的愿景。

［责任编辑：叶张瑜］

A 2019 年 4 月 19 日，几内亚驻华使馆参赞蒂耶诺·马卓·巴在与笔者的访谈中指出，几内亚

政府曾积极动员和说服其他非洲国家支持有关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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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justment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elfare System of Employees in State-run 
Enterprises in the 1950s …………………………………………………… Huang Cenyue（ 90 ）

Abstract: In the early of New China, while improving the living standard of employees, the state-run 
enterprises also produced problems such as overspending and waste of welfare funds. In order to better 
combine the improvement of welfar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explored and tried the ways of standardizing welfare expenditure and encouraging employees to run their 
own welfare and etc. in the 1950s, and constantly pushed the welfare modes of employees from being 
“guaranteed” by the state to the rational sharing by the state, enterprises and employees. In the course of 
exploration,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had always adhered to the policy of gradually improving the 
lives of employees on the basis of developing production, guided the state-run enterprises to correct errors 
and deviations that might occur in a timely manner, and ensured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he adjustme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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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rly of New China
……………………………………………………………………………………… Su Zelong（103）

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 Chinese people have tried to transform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by 
introducing improved seeds, improving planting technology, carrying out rural improvement movement 
and so on in order to change the rural society, but that has been pursued with little success. In the early of 
New China, 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 help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shortage of individual labor’s 
animal power, farm tools, funds and so on existed commonly in the vast countryside after the Land 
Reform, which was conducive to the spread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mproved farmers’ ability to resist 
natural disasters and unexpected risks, eradicated some malpractices and conservative ideas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and improved farmers’ enthusiasm for production and labor efficiency.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 and extens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s 
an effective way to transform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fter Land Reform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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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ccount of the Course of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uinea in 1959 ……………………………………………………………… Meng Jin（113）

Abstract: On October 4, 1959, China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Guinea. In order to break 
the French policy of suppressing Guinea, Guinea pursued the foreign policy of “positive neutralism” after 
independence, actively established relations with the socialist camp countries such as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and extensively developed diplomatic activiti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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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s. On one h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uinea had helped 
Guinea tide over the difficult period of total blockade by France; on the other hand, it had provided a 
breakthrough for China’s diplomacy and laid a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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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 of the Central Patriotic Health Campaign Committee ——Zhou Enlai
………………………………………………………………………………… Cao Yingwang（126）

Abstract: At the end of 1952, Premier Zhou Enlai, concurrently served as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Patriotic Health Campaign Committee, led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work. 
H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carrying forward the medical heritage of the motherland and serving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he regarded the people’s physical health as the greatest wealth,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the treatment of common disease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of the vast number of farmers and advocated late marriage and family planning. 
He stressed that health work should focus on prevention and advocate to mobilize the masses and rely on 
the masses; require good management of water and excrement sanitation; and carry out sports to enhance 
people’s physique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disease prevention. He also raised the issue of the unity and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s. The review of Zhou Enlai’s thought and practice 
on epidemic preven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anti-epidemic work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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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mmigrants Resettlement of the Meishan Reservoir in Jinzhai County, 
Anhui Province in the Early of New China …………………………………… Zhang Liang（137）

Abstract: The Meishan Reservoir was one of the large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built in the early of New China involving the resettlement of more than 30,000 immigrants. During 
the immigrants resettlement process, the Meishan Reservoir Resettlement Committee had earnestly 
implemented the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and taken the people’s interes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paid attention to the pilot and publicity and mobiliz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and 
pushed forward to the policy at all levels, and balanced the current and long-term interests of the masses. 
The resettlement experience of Meishan Reservoir has certain demonstration and reference function to 
the resettlement of other reservoir area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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