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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非洲民主化进程中的 “第三任期” 现象∗

沈晓雷∗

　 　 内容提要　 非洲的 “第三任期” 现象在近年来引起国际社会普遍

关注ꎬ 甚至被视为非洲民主政治发展中的所谓 “民主衰退”ꎮ 事实上ꎬ
“第三任期” 现象的盛行与非洲 “强人政治” 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民主政治发展条件不成熟、 领导人现实利益的考量和国际社会的矛盾立

场等因素密切相关ꎮ 客观而言ꎬ “第三任期” 现象凸显了非洲国家民主

化进程的复杂性与长期性ꎮ “第三任期” 现象是相关国家基于本国历史

文化和社会政治条件对西式民主或西式民主化进程的反应ꎬ 它体现出这

些国家为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巩固方式和民主发展道路而做出的尝

试ꎮ 如果 “第三任期” 国家能够在强政府或强人的领导下提高执政能

力ꎬ 实现长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ꎬ 并进而完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建

构ꎬ 则将会为它们巩固民主和建立符合它们自身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奠

定坚实的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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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开始的民主化浪潮席卷整个非洲大陆以来ꎬ 时间已

过去近 ３０ 年ꎮ 从当前来看ꎬ 除实行君主制的斯威士兰和实行一党制的厄立

特里亚外ꎬ 其他 ５２ 个非洲国家均已实行多党制ꎬ 并定期选举国家的最高领

导人ꎮ 就此而言ꎬ 这些国家均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民主化最为基本的目标ꎬ
即 “选举民主”ꎮ 然而ꎬ 纵观非洲各国近 ３０ 年来的民主化进程ꎬ 可谓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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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满坎坷与荆棘ꎬ 尤其是民主化初期ꎬ 一些国家曾发生严重的政治与社会

动荡ꎬ 如塞拉利昂内战和卢旺达种族大屠杀ꎮ 时至今日ꎬ 各种影响非洲民

主发展的因素仍然不断凸显ꎬ 其中包括推迟选举、 选举暴力等现象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ꎬ 津巴布韦发生的政治剧变就与大选问题密切相关ꎬ 即因该国穆

加贝总统长期执政而导致的派系斗争和权力更替危机问题ꎮ 非洲国家近年

来政治发展频繁出现的 “第三任期” 现象ꎬ 也已引起国际学界的广泛

关注ꎮ
所谓 “第三任期” 现象ꎬ 是指国家最高领导人 (主要为总统制国家中的

总统) 在宪法规定的任期结束后ꎬ 通过修改或取消宪法中的任期条款等方式

继续参加选举ꎬ 以求延长自己任期的现象ꎮ 本文之所以将 “第三任期” 现象

作为研究对象ꎬ 并将其与非洲民主政治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加以讨论ꎬ 主要基

于以下考虑: 首先ꎬ “第三任期” 现象虽然并非为非洲大陆所特有ꎬ 而是一个

世界性现象ꎬ 遍布拉丁美洲、 东欧、 亚洲和非洲等地的 “第三波” 民主化国

家ꎬ① 但该问题在非洲大陆更为突出ꎮ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６ 年ꎬ 非洲共有 １７ 个国家

的领导人尝试突破任期限制以继续参加总统选举ꎬ 其中 １１ 个成功ꎬ ６ 个失

败ꎻ 其次ꎬ 自 ２０１４ 年底始于布基纳法索的新一轮的 “第三任期” 现象呈集

中爆发之势ꎬ 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ꎬ 便波及刚果 (布)、 卢旺达、 布隆迪和

刚果 (金) 等国ꎻ 再次ꎬ 这一轮 “第三任期” 现象主要发生在民族问题突

出、 国家间关系复杂的大湖地区ꎬ 不但引起布隆迪、 刚果 (金) 等国局势

动荡ꎬ 而且给地区和平与安全带来一定的挑战ꎻ 最后ꎬ “第三任期” 现象是

在任领导人谋求修改宪法而延长自己任期的行为ꎬ 这与当前世界绝大多数

国家限制任职期限不同ꎬ 一些学者由此认为这是现象发生国 “民主衰退”
的体现ꎮ

那么ꎬ 如何看待非洲国家总统大选中的 “第三任期” 现象? 目前学界对

此存在较大争议ꎬ 其中持负面看法的学者居多ꎮ 他们认为ꎬ “第三任期” 容易

导致权力与政治的去制度化 (Ｄｅ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会产生违反人权、 腐

败和裙带关系等问题ꎬ 领导人因长期执政而易陷入专制与独裁ꎬ 不利于非洲

民主政治的发展ꎬ 以及对非盟的 “非宪制更迭” 议程和非洲的地区和平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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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带来了挑战ꎮ① 而在笔者看来ꎬ “第三任期” 现象在非洲国家如此广泛ꎬ 这

表明它不是偶然现象ꎬ 它究竟是 “民主衰退”ꎬ 还是在探寻更符合本国国情的

民主发展道路ꎬ 从而在民主化进程中做出的 “特殊政治安排”? 这需要我们透

过现象看本质ꎬ 即结合非洲国家具体国情ꎬ 考察西式民主在非洲国家的适应

性问题ꎻ 而不能机械地套用源于发达国家发展经历而提出的西式 “民主质量”
标准ꎬ 不能简单地贴上 “民主衰退” 的标签ꎮ 有鉴于此ꎬ 笔者拟对非洲 “第
三任期” 现象的出现与发展、 “第三任期” 现象产生的原因ꎬ 以及 “第三任

期” 现象与非洲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ꎮ

非洲 “第三任期” 现象的出现及其发展

非洲的 “第三任期” 现象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ꎬ 它是非洲多党民主化

浪潮开始之后的新生事物ꎬ 或者更确切地说ꎬ 它是非洲大多数国家在民主化

进程中建立任期制所导致的直接结果ꎮ
(一) 任期制在非洲的演变

所谓任期制或任期限制ꎬ 是指宪法对最高领导人 (主要为总统) 任职的

期限和年限进行限制ꎬ 其被认为可保证以民主的方式来规范权力和领导人更

替ꎬ 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ꎮ 学界一般认为ꎬ 任期制可追溯到公元

前 ４ 世纪的雅典与罗马ꎮ 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两任之后选择不再连

任为美国非正式确立了两任限制的原则ꎬ 而在现代政治体制中真正纳入任期

制的规定ꎬ 则要迟至 １９ 世纪中期的拉丁美洲ꎮ②

对于非洲大陆而言ꎬ 在独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ꎬ 只有少数几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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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娟: «非盟地区组织的新议程: 反 “非宪制更迭”»ꎬ 载 «亚非纵横»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６１ ~ ７３ 页ꎻ
殷悦、 孙红: «非洲国家领导人谋求 “第三任期” 问题剖析»ꎬ 载 «国际研究参考»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１１ ~ １６ 页ꎻ 黎文涛: «非洲民主政治转型与安全局势: 分析与展望»ꎬ 载张宏明: «非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１７６ ~ １８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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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总统任期进行了限制ꎮ 根据波尼菲斯杜拉尼 (Ｂｏｎｉｆａｃｅ Ｄｕｌａｎｉ) 的统计ꎬ
非洲大陆在 １９９０ 年之前颁布的 ９８ 部宪法中ꎬ 只有 ６ 部宪法曾对总统任期进行

了限制ꎬ 分别为南非的 １９６１ 年宪法、 科摩罗的 １９７８ 年宪法和 １９８９ 年宪法、
坦桑尼亚的 １９８４ 年宪法、 利比里亚的 １９８６ 年宪法、 突尼斯的 １９８８ 年宪法ꎮ①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ꎬ 其中包括大多数英国前殖民地

实行的都是议会制政体ꎬ 总统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ꎻ 非洲国家独立后的第

一代领导人ꎬ 如科特迪瓦的博瓦尼、 加纳的恩克鲁玛和坦桑尼亚的尼雷尔等ꎬ
因他们在独立运动中的威望和作用而建立了 “强人政治”ꎬ 对总统任期不设限

制ꎻ 那一时期ꎬ 非洲大陆军事政变频发ꎬ 许多领导人是因军事政变、 暗杀等

暴力手段下台ꎬ 而非经和平的民主方式下台ꎮ②

这种局面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的民主化之后有了彻底改变ꎮ 随着民主化

的推进和竞争性选举的实施ꎬ 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进行限制开始被视为

建立和巩固民主的必要条件ꎬ 任期制如雨后春笋般在非洲大陆建立起来ꎮ 据

统计ꎬ 在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年非洲国家出台的 ６４ 部宪法中ꎬ 有 ４９ 部规定了总统任

期的最长时限ꎻ 到 ２００４ 年的时候ꎬ 已有 ３８ 个国家确立了任期制制度ꎮ③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ꎬ 共有 ４４ 个国家正在实行或曾经实行过任期制ꎮ 从目前来看ꎬ 这些

任期制均为两任期限ꎬ④ 但单一任期的时间从 ４ 年到 ７ 年不等ꎬ 其中埃及、 加

纳和尼日利亚为 ４ 年ꎬ 利比里亚为 ６ 年ꎬ 赤道几内亚为 ７ 年ꎬ 其他均为

５ 年ꎮ⑤

任期制与多党政治、 竞争性选举等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确立曾一度让人

们对非洲的民主化进程充满乐观ꎮ 然而ꎬ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末起ꎬ 非洲各国陆续进入民主化后的第三次选举进程ꎬ 民主化后上台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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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舌尔最初为三任期限ꎬ 但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经议会投票决定缩减为两任期限ꎮ Ｓｅｅ Ｍｏｒｇ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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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ｒｉｃａ － ２３４８６９５ꎬ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１４

刚果 (布)、 利比里亚和塞内加尔每届任期曾为 ７ 年ꎬ 但刚果 (布) 在 ２０１５ 年、 利比里亚和

塞内加尔在 ２０１６ 年分别将总统任期改为 ５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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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总统开始面临是遵守两任期限下台ꎬ 还是违反任期制谋求 “第三任期” 的

问题ꎮ 在民主制度仍处于巩固过程中的情况下ꎬ 非洲国家的 “第三任期” 现

象开始凸显ꎮ
(二) 非洲 “第三任期” 现象的缘起与发展

非洲最早出现 “第三任期” 现象的国家是纳米比亚ꎮ 根据纳米比亚在

１９９０ 年出台的宪法ꎬ 总统任期为 ５ 年ꎬ 只能连任两届ꎮ １９９９ 年ꎬ 纳米比亚国

民议会以萨姆努乔马第一次当选总统并非直接选举为由ꎬ 在宪法中引入一

个条款ꎬ 即允许他第三次参加选举ꎬ 但此次修宪只适用于努乔马一人ꎮ 努乔

马在 ２００５ 年下台后ꎬ 纳米比亚未再出现违反两任限制的情况ꎮ①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第三任期” 现象真正拉开了大幕ꎮ ２００１ 年ꎬ 赞比亚总

统弗雷德里克奇卢巴试图取消任期限制但没有成功ꎻ ２００２ 年ꎬ 苏丹和多哥

成功取消任期限制ꎬ 规定总统可连选连任ꎬ 奥马尔巴希尔和纳辛贝埃亚

德马成功取得连任ꎮ 此后直到 ２０１２ 年ꎬ 又有 ５ 个国家ꎬ 即加蓬、 乌干达、 乍

得、 喀麦隆和吉布提先后取消任期限制ꎮ 除了这些成功谋求 “第三任期” 的

国家外ꎬ 马拉维、 尼日利亚、 尼日尔和塞内加尔也试图谋求 “第三任期”ꎬ 但

没有成功ꎮ
非洲国家这一时期谋求 “第三任期” 现象虽引起了学界的注意ꎬ 但并没

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ꎬ 直到 ２０１４ 年始于布基纳法索的新一轮 “第三任

期” 现象集中爆发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 布莱斯孔波雷欲推动议会表决修宪草案

以取消总统任期限制ꎬ 但最终引发军事政变而被迫下台ꎮ 在刚果 (金)ꎬ 该国

总统约瑟夫卡比拉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在国民议会力推选举法修正案ꎬ 拟在下届

总统选举前进行人口普查和重新划分省份ꎬ 此举被反对派认为是在为修宪连

任创造条件ꎬ 由此导致刚果 (金) 选举进程陷入僵局ꎬ 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

不断上演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 在刚果 (金) 天主教会的斡旋下ꎬ 各方达成 «全
国包容性政治解决方案»ꎬ 规定总统选举于 ２０１７ 年底举行ꎬ 卡比拉可留任至

新总统选出ꎬ 但不得修改宪法谋求 “第三任期”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ꎬ 刚果

(金) 再次将选举日期推迟到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ꎮ 在布隆迪ꎬ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

８２１

① Ｓｅｅ Ｐａｕｌ Ｎａｎｔｕｌｙａꎬ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ｃｉｐｅｓꎬ Ｏｎｅ Ｄｉｓｈ: Ｅｖａｄｉｎｇ Ｔｅｒｍ Ｌｉｍｉｔ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Ｓｐｏｔｌｉｇｈｔ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Ｊｕｌｙ ２８ꎬ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 / / ａｆｒｉｃａ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ｓｐｏｔｌｉｇｈｔ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 ｒｅｃｉｐｅｓ － ｏｎｅ －
ｄｉｓｈ － ｅｖａｄｉｎｇ － ｔｅｒｍ － ｌｉｍｉｔｓ －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１６ 鉴于在努乔马之后没有再出现违反任期限制的问

题ꎬ 笔者在下文关于任期问题的统计中ꎬ 将纳米比亚列为遵守两任期限的国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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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总统皮埃尔恩库伦齐扎以自己在 ２００５ 年当选总统是通过议会选举为由

要求第三次参加总统选举ꎬ 经宪法法院裁定可参选后ꎬ 他在当年 ７ 月以

６９ ４１％的得票率再次当选ꎮ 在卢旺达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卢旺达在全民公投中

以 ９８ ３％的比例通过宪法修正案: 设置一个为期 ７ 年的过渡期ꎬ 任何人均可

参选ꎬ 总统任期从 ７ 年改为 ５ 年ꎬ 可连任一次ꎮ 根据这一条款ꎬ 保罗卡加

梅可参加过渡期和此后两次总统选举ꎮ①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 卡加梅以绝对优势获

选过渡期总统ꎮ 在刚果 (布)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 政府经全民公投而成功修宪ꎬ
将总统任期延长至三届ꎬ 为德尼萨苏 “第三任期” 铺平道路ꎻ②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 萨苏以 ６０ ３９％ 的得票率第三次当选总统ꎮ 在乌干达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ꎬ 该国国民议会通过修改宪法ꎬ 取消总统候选人不得超过 ７５ 岁的年龄限

制ꎬ 此举意味着 １９４４ 年出生的穆塞维尼获得了参加 ２０２１ 年总统选举的资格ꎮ
经过这一轮 “第三任期” 现象的扩散ꎬ 非洲已有 １７ 个国家的领导人试图谋求

“第三任期”ꎬ 其中 １１ 个成功ꎬ ６ 个失败 (见表 １)ꎮ

表 １　 非洲领导人的任期问题现状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

宪法未规定
两任限制

宪法规定两任限制

尚未满
两任

两任期限已满谋求 “第三任期”

成功 失败

遵守两任
期限

埃塞俄比亚
阿尔及
利亚

苏丹 (巴希尔ꎬ
２００２)

赞比亚 (奇卢
巴ꎬ ２００１) 安哥拉

厄立特里亚 埃及
多哥 (埃亚德
马ꎬ ２００２)

马拉维 (穆卢
齐ꎬ ２００３) 贝宁

冈比亚
赤道几
内亚

加 蓬 ( 邦 戈ꎬ
２００３)

尼日利亚 (奥
巴桑乔ꎬ ２００６) 博茨瓦纳

几内亚比绍 科特迪瓦
乌干达 (穆塞
维ꎬ ２００５ 年) 佛得角

莱索托 几内亚
乍 得 ( 代 比ꎬ
２００５)

尼日尔 (坦贾ꎬ
２００９) 加纳

９２１

①

②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 ２０１５: ＮＥＣ Ｃｏｎｆｉｒｍｓ ９８ ３％ ｏｆ Ｖｏｔｅｒｓ Ｂａｃｋｅｄ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ｉｍｅｓ
(Ｋｉｇａｌｉ)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１ꎬ ２０１５

李志伟: «刚果 (布) 公投以绝对多数通过修宪法案»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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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 利比里亚
喀麦隆 (比亚ꎬ
２００８)

塞内加尔 (瓦
德ꎬ ２０１２) 科摩罗

摩洛哥 利比亚
吉布提 (盖莱ꎬ
２０１０)

布 基 纳 法 索
(孔波雷ꎬ ２０１４) 肯尼亚

南苏丹
马 达 加
斯加

卢旺达 (卡加
梅ꎬ ２０１５) 马里

斯威士兰
毛 里 塔
尼亚

布隆迪 (恩库
伦齐扎ꎬ ２０１５) 莫桑比克

索马里 突尼斯
刚果 (布) (萨
苏ꎬ ２０１６) 纳米比亚

中非共
和国

刚果 (金) (卡
比拉ꎬ ２０１６) 南非

塞舌尔 塞拉利昂

津巴布韦
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

坦桑尼亚

１０ 个国家 １３ 个国家 １１ 个国家 ６ 个国家 １４ 个国家

　 　 说明: (１) 埃塞俄比亚、 毛里求斯和索马里的国家行政机关由议会选举产生ꎬ 无任期限制ꎻ 几内亚

比绍实行半总统制ꎮ (２) 阿尔及利亚曾在 ２００８ 年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任期限制ꎬ 但在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又通

过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ꎻ (３) 赤道几内亚和津巴布韦分别在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修改宪法ꎬ

设置任期限制ꎬ 但没有追诉权ꎬ 不适用于此前的在位者ꎻ (４) 利比亚 ２０１６ 年的宪法草案规定为两任

期限ꎻ (５) 塞舌尔在 ２０１６ 年修改宪法ꎬ 将三任期限修改为两任期限ꎻ (６) 刚果 (金) 总统约瑟夫

卡比拉第二任期应在 ２０１６ 年结束ꎬ 但经协商延期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ꎮ

资料来源: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ｒｍ Ｌｉｍｉｔｓ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ꎬ Ａｐｒｉｌ

１３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ａｆｒｉｃａ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ｓｐｏｔｌｉｇｈｔ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 ｔｅｒｍ － ｌｉｍｉｔｓ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ｌｅａｄｅｒｓꎬ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１０ 笔者以此为基础结合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之前的最新情况整理而成ꎮ

纵观非洲自民主化以来任期制与 “第三任期” 现象发展的历程ꎬ 可总结

出以下 ４ 个特点: 其一ꎬ 在两任期限已满的情况下ꎬ 谋求 “第三任期” 的国

家要多于遵守任期限制的国家ꎬ 二者数量分别为 １７ 个和 １４ 个ꎬ 这种情况无

疑会为 １３ 个仍未到达任期限制乃至此前遵守任期限制的国家具有一定的示

范作用ꎻ 其二ꎬ 对于谋求 “第三任期” 的国家而言ꎬ 其成功的比例高达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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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７％ ꎬ 而且一旦突破任期限制参加第三次选举ꎬ 在任总统均可继续当选ꎻ
其三ꎬ 谋求 “第三任期” 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中部和西部非洲ꎬ 而法语非洲

国家谋求 “第三任期” 的比例则要远远高于其他非洲国家ꎻ 其四ꎬ 成功实

现 “第三任期” 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种: 一是采用 “硬” 的方式ꎬ 即彻底取

消任期限制ꎻ 二是采用 “软” 的方式ꎬ 即调整或修改宪法中的任期限制条

款ꎬ 准许在任总统参加第三次或第四次选举ꎮ① 其中ꎬ 前一类国家包括苏丹、
多哥、 加蓬、 乌干达、 乍得、 喀麦隆和吉布提ꎬ 后一类国家包括卢旺达和刚

果 (布)ꎮ②

非洲 “第三任期” 现象产生的原因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非洲晴雨表”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发布以 “非洲公众强烈

支持任期限制ꎬ 反对领导人延长任期的努力” 为题的报告ꎬ 宣称在接受调

查的 ２９ 个总统制或半总统制国家中ꎬ 平均有 ７５％的人支持将总统任期限制

为两任ꎬ 即便在那些从未实行过任期限制或已经在宪法中取消任期限制的

国家也是如此ꎬ 如乌干达和多哥支持任期限制的比例均超过平均水平ꎬ 达

到 ８０％以上ꎮ③ 既然有如此多的人支持任期限制和反对延长任期ꎬ 而且一些

国家在谋求 “第三任期” 的过程中引发了严重的政治与社会问题ꎬ 如布基

纳法索发生军事政变并导致孔波雷下台ꎬ 刚果 (金) 自 ２０１５ 年初以来已爆

发多次大规模游行示威并引发骚乱ꎬ 布隆迪因谋求 “第三任期” 而引发严

重危机ꎬ 共导致约 ５００ 人死亡和 ２８ 万 ~ ３５ 万人逃到国外ꎬ④ 那么ꎬ 为何还

有那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试图谋求 “第三任期”ꎬ 而且还大多取得了成

功呢?

１３１

①
②

③

④

Ｇｉｄｅｏｎ Ｍａｌｔｚꎬ ｏｐꎬ ｃｉｔ ꎬ ｐ １２８
丹尼斯图尔和克劳迪亚西蒙斯认为ꎬ 法语非洲国家 “第三任期” 现象突出的原因ꎬ 可能

与这些 国 家 从 法 国 继 承 而 来 的 总 统 制 有 关ꎮ Ｓｅｅ Ｄｅｎｉｓ Ｍ Ｔｕｌｌ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ｄｉａ Ｓｉｎｍ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Ｔｅｒｍ Ｌｉｍｉｔ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ꎬ Ｖｏｌ ５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８８

Ｂｏｎｉｆａｃｅ Ｄｕｌａｎｉ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ｓ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ｅｒｍ Ｌｉｍｉｔｓꎬ Ｒｅｓｉｓｔ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Ｅｘｔｅ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ｅｎｕｒｅ”ꎬ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ꎬ Ｍａｙ ２５ꎬ Ｎｏ ３０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２ － ３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ｉｅｇｌｅ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Ｂｕｒｕｎｄｉ”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０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ａｆｒｉｃａ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ｓｐｏｔｌｉｇｈｔ / ｔｈｅ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ａｎｄ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ｃｒｉｓｅｓ － ｉｎ － ｂｕｒｕｎｄｉꎬ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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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ꎬ 有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在谋求 “第三任期” 的过程中ꎬ 确实得到

了一定程度的拥护ꎬ① 但笔者认为ꎬ “第三任期” 现象的盛行与非洲 “强人政

治” 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西式民主政治发展条件不成熟、 领导人现实利

益的考量和国际社会的矛盾立场等因素密切相关ꎮ
(一) “强人政治” 与传统政治文化

如前所述ꎬ 有些非洲国家在独立后建立了 “强人政治”ꎬ 领导人长期担任

领导职务ꎬ 如担任肯尼亚总统 １５ 年的乔莫肯雅塔、 担任坦桑尼亚总统 ２３
年的朱利叶斯尼雷尔ꎬ 以及担任扎伊尔②总统 ３２ 年的蒙博托等ꎮ 这些领导

人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ꎬ 固然大多与他们在国家独立和建设进程中发挥的作

用和树立的威望有关ꎬ 还与非洲国家的立国基础有关ꎬ 即大多非洲国家独

立之初是松散之邦ꎬ 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实现国家维稳的首要任务ꎮ 直到

现在ꎬ 非洲国家仍秉持稳定为先的理念ꎮ 此外ꎬ 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是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ꎮ 张宏明认为ꎬ 非洲传统政治文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的内容: “意见一致” 或 “一致同意的精神”ꎻ 权力的神圣化与个人化ꎮ 这

种传统的政治文化 “是建立在群体本位价值观念基础上的集权型政治文

化”ꎬ 与 “非洲各国独立后随之而实行的中央集权、 军人统治、 个人崇拜”
等有着密切的关系ꎮ③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以来的民主化浪潮虽然使非洲国家纷纷开始了选举民主

之路ꎬ 但一方面ꎬ 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使民主政治文化短期内难以在非洲落

地生根ꎬ 领导人谋求延长任期和建立威权政治及民众习惯于遵从权威的思想

在短期内也仍然很难根除ꎻ 另一方面ꎬ 非洲的民主转型是西方强推而非自身

政治、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ꎬ “强人政治” 的观念只是暂时遭到压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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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丹尼尔波斯纳 (Ｄａｎｉｅｌ Ｎ Ｐｏｓｎｅｒ) 和丹尼尔扬 (Ｄａｎｉｅｌ Ｊ Ｙｏｕｎｇ) 在 ２００７ 年指出ꎬ 所有

１８ 个经选举而上台的总统在任期快要结束时ꎬ 他们的支持者都强烈要求他们设法继续执政ꎮ 然而这种

观点遭到了绍拉欧莫多拉 (Ｊ Ｓｈｏｌａ Ｏｍｏｔｏｌａ) 的反对ꎬ 他认为这种支持只是一种政治安排ꎬ 是花钱

购买的ꎮ 然而正如 «非洲华侨周报» 微信公众平台编译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ꎬ 卡加梅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爱国阵线的党代会上以 ９５％的支持率成为该党的下任总统候选人ꎬ 尽管可能存在各种暗箱操作ꎬ 但

这么高的支持率十分说明问题ꎮ Ｓｅｅ Ｄａｎｉｅｌ Ｎ Ｐｏｓｎ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Ｊ Ｙｏｕｎｇꎬ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７ꎬ Ｖｏｌ １８ꎬ Ｎｏ ３ꎬ ｐ １２４ꎻ Ｊ Ｓｈｏｌａ Ｏｍｏｔｏｌａꎬ
“Ｕｎｃｏｎｓ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ｈａｔ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７０ꎬ Ｕｐｐｓａｌａ: Ｎｏｒｄｉｓｋａ Ａｆｒｉｋ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ｔ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２５ － ２７ꎻ 沈铖贤: «卢旺达总统选举:
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ꎬ 载 «非洲华侨周报»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２ 日ꎮ

即现在的刚果 (金)ꎮ
张宏明: «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版ꎬ 第 ８４ ~ １３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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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存在机会ꎬ 必然就会出现谋求 “第三任期”、 寻求长期执政和建立 “强人

政治” 的努力ꎬ 一些年轻领导人更是如此ꎮ① 也正是因为如此ꎬ 即便经历了多

党民主化浪潮及任期限制成为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制度选择ꎬ 但仍然有 １０ 个国

家的领导人已经担任总统 １５ 年以上ꎬ ６ 个甚至长达 ３０ 年以上ꎬ 平均为 ２９ ５
年 (见表 ２)ꎮ

表 ２　 在位时间超过 １５ 年的非洲国家总统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

国家 总统 担任总统时段 总任职时间

安哥拉 若泽多斯桑托斯 １９７９ 年至今 ３８ 年

赤道几内亚 奥比昂恩圭马 １９７９ 年至今 ３８ 年

刚果 (布) 德尼萨苏
１９７９ ~ １９９２ 年ꎬ
１９９７ 年至今

３３ 年

喀麦隆 保罗比亚 １９８２ 年至今 ３５ 年

乌干达 约韦里穆塞维尼 １９８６ 年至今 ３１ 年

津巴布韦 罗伯特穆加贝 １９８７ 年至 ２０１７ ３０ 年

苏丹 奥马尔巴希尔 １９８９ 年至今 ２８ 年

乍得 伊德里斯代比 １９９０ 年至今 ２７ 年

吉布提 伊斯梅尔盖莱 １９９９ 年至今 １８ 年

卢旺达 保罗卡加梅 ２０００ 年至今 １７ 年

平均年限 ２９ ５ 年

　 　 　 说明: 若泽多斯桑托斯在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卸任总统ꎻ 罗伯特穆加贝在 １９８０ 年独立后出任总理ꎬ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担任总统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辞去总统职务ꎮ

资料来源: 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ꎬ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０５ꎮ

(二) 西式民主政治发展条件不成熟

虽然非洲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已经开展了 ２０ 多年的时间ꎬ 但毕竟他们所接

受的是一种 “外科手术式” 移植的西式民主模式ꎬ 其不但受到在观念层面发

３３１

① Ｄａｎｉｅｌ Ｎ Ｐｏｓｎ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Ｊ Ｙｏｕｎｇ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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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作用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ꎬ 更重要的是ꎬ 作为更为直接和更为深层的决

定因素: 非洲的社会经济结构不但在民主化之初ꎬ 甚至直到目前都仍然还不

能适应非洲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ꎬ 欠发达的商品经济与部族主义 (地方民族

主义) 的影响仍然对非洲民主政治的发展起着严重的制约作用ꎮ① 这就决定了

西式民主制度在非洲的推进与巩固需要克服传统政治文化与部族主义的不利

影响ꎬ 需要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非政府组织的逐步成熟ꎬ 需要在此基础之

上经过时间的磨合ꎬ 经历由表及里的从排斥反应到逐渐适应ꎬ 再到融合与重

生的过程ꎮ
当下ꎬ 非洲大多数国家虽然都已具有西方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一些关键

要素ꎬ 如多党制、 行政、 立法与司法 “三权分立” 等ꎬ 但这些要素在许多国

家仍然难言成熟ꎬ 一些国家在民主政治发展中甚至出现以下三方面的情况:
其一ꎬ 虽然非洲国家都开放了党禁和建立了多党选举制度ꎬ 但执政党大多一

党独大ꎬ 其他政党或政治反对派均比较弱小和分散ꎬ 难以在大选中对执政党

带来真正的挑战ꎻ② 其二ꎬ 虽然非洲国家都建立了 “三权分立” 制度ꎬ 但由

于执政党大多在议会中占据绝对多数席位ꎬ 因而行政机构通常都会凌驾于立

法与司法机构之上ꎬ 并因此而集中了过多的国家权力ꎻ 其三ꎬ 虽然非洲国家

一直在致力于实现权力的制度化和从广大民众那里谋取政治合法性ꎬ 但新恩

庇主义 (Ｎｅｏ － 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之下的政治庇护关系与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导致

权力系统集中于最高统治者ꎮ③

如此一来ꎬ 某些在任领导人很容易利用或支配其得以动用的各类资源ꎬ
从而获得尽可能多的政治支持并以此在大选中获得连任ꎮ

(三) 领导人现实利益的考量

毫无疑问ꎬ 权力相对集中有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ꎬ 但如果权力过度集中ꎬ
且得不到有效监督或缺乏制衡力量ꎬ 则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ꎮ 在一些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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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宏明曾对非洲国家经济状况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和部族主义与非洲国家政治发展之间的

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ꎮ 参见张宏明: 前引书ꎬ 第 ３ ~ ７０ 页ꎮ
钟伟云将目前非洲国家的政党格局分为 ３ 种类型ꎬ 分别为一党独大型、 朝野势均力敌型和碎

片化型ꎬ 其中成功谋求 “第三任期” 的国家ꎬ 如乌干达、 布隆迪、 卢旺达、 加蓬、 喀麦隆和乍得等均

为一党独大型ꎮ 参见钟伟云: «非洲的政党政治: 回顾与反思»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９６ ~ ９９ 页ꎮ

关于新恩庇主义及其在非洲研究中的应用ꎬ 可参见李鹏涛、 黄金宽: «非洲研究中的 “新恩

庇主义”»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４８ ~ １６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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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国家ꎬ 总统所具有的这种不可制约的绝对权力容易导致两方面的结果: 一

是滥用手中的权力ꎬ 从而出现大量压制政治反对派和非政府组织等违反人权

的事件ꎻ① 二是视国家财产为私人财产ꎬ 尤其在自然资源丰富或能够获得大量

援助的国家ꎬ② 往往能够攫取大量财富ꎮ
为了获取政治支持ꎬ 某些当权者还会通过新恩庇主义、 权力寻租和政治

分赃等手段ꎬ 将手中的权力、 资源和财富提供给被庇护者以获取他们的忠诚

与支持ꎮ 在这一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ꎬ 将对国家的忠诚与对个人的忠诚相

混淆的过程中ꎬ 许多国家都形成了以总统为首的精英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ꎮ
为了长期保持这些既得利益ꎬ 在任领导人肯定希望谋求 “第三任期”ꎬ 既得利

益集团必然也会极力支持其延长任期的企图ꎮ
除此之外ꎬ 非洲很少有国家会对卸任领导人的退休生活ꎬ 尤其是安全问

题提供保障ꎮ③ 对于有些国家的领导人而言ꎬ 一旦下台ꎬ 不仅意味着他们失去

权力、 特权与资源ꎬ 还可能会因为国内政治斗争或任期内的腐败问题等而被

下一任政府所追责ꎬ 不但因此失去他们此前所获得的既得利益ꎬ 甚至可能面

临被审判ꎬ 乃至被迫害的命运ꎮ 而他们所庇护的利益集团ꎬ 必然也会受到相

应的冲击ꎮ 在这种情况之下ꎬ 谋求 “第三任期” 继续执政无疑是他们最好的

选择ꎮ
(四) 国际社会的矛盾立场

布瑞特卡特 (Ｂｒｅｔｔｔ Ｌ Ｃａｒｔｅｒ) 认为ꎬ 来自国际社会尤其是来自西方的

压力可以阻遏非洲的 “第三任期” 现象的蔓延ꎮ④ 然而ꎬ 从当前来看ꎬ 无论

西方国家ꎬ 还是非盟及非洲次区域组织ꎬ 都在 “第三任期” 现象上持有比较

矛盾的立场ꎮ
从西方国家方面来看ꎬ 美国和欧洲国家一度对非洲的 “第三任期” 现象

５３１

①

②

③

④

可参见人权观察组织 ２０１７ 年对非洲相关国家人权状况的报告ꎬ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ꎬ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 Ｅｖｅｎｔ ｏｆ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ｒｗ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ｗｒ２０１７ －
ｗｅｂ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１５ꎮ

丹比萨莫约在 «援助的死亡» 一书中认为援助导致了腐败ꎬ 大量援助资金被国家领导人所

窃取ꎬ 参见 [赞比亚] 丹比萨莫约: «援助的死亡»ꎬ 王涛、 杨惠等译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

版ꎬ 第 ３６ ~ ３８ 页ꎮ
Ｃｏｎｏｒ Ｃａｆｆｅｙꎬ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Ｔｈｉｒｄ － Ｔｅｒｍ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ｈｙ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Ｋｅｅｐ Ｃｌｉｎｇｉｎｇ ｔｏ Ｐｏｗｅｒ”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５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ｗｅｅｋ ｃｏｍ / ａｆｒｉｃａ － ｔｈｉｒｄ － ｔｅｒｍ － ｐｒｏｂｌｅｍ － ｃｌｉｎｇ － ｐｏｗｅｒ － ４０３４４０ꎬ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０１
Ｂｒｅｔｔ Ｌ Ｃａｒ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Ｏｖｅｒ Ｔｅｒｍ Ｌｉｍｉｔ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ｏ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ａｎ Ｈｅｌｐ”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Ｖｏｌ ２７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３６ －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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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强烈ꎬ 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曾明确反对非洲国家领导人谋求 “第
三任期”ꎬ 表示任何人都不能成为终身总统ꎮ① 美国还与欧盟携手制裁布隆迪ꎬ
大肆抨击刚果 (金)、 刚果 (布) 和布隆迪等国谋求 “第三任期” 的行为ꎮ
但正如国内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ꎬ 美国和欧盟在对待不同国家的态度上因

利用价值的大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ꎬ 例如因需要借助乍得和喀麦隆打击西非

宗教极端组织 “博科圣地”ꎬ 在吉布提设有军事基地ꎬ 因此就对这 ３ 个国家

“睁只眼ꎬ 闭只眼”ꎮ 法国则更是因为 “第三任期” 大多发生在法语非洲ꎬ 担

心过度干预引发局势动荡而不主张采用强硬方案ꎮ② 而从当前来看ꎬ 唐纳德
特朗普自上任以来虽尚未出台明确的对非政策ꎬ 但其更关注反恐与安全问题ꎬ
而非像奥巴马那样关注政治意识形态和推广民主制度ꎬ 而且美国在大湖地区

的军事行动需要该地区国家的配合ꎬ 因此美国肯定会降低对 “第三任期” 问

题的干涉力度ꎮ 对于欧洲国家而言ꎬ 一方面它们已经因经济问题、 难民问题

以及民粹主义的冲击等而自顾不暇ꎬ 很难再以援助和减债等为手段向相关国

家施压ꎻ 另一方面ꎬ 在非洲各国经济迅速发展且新兴国家的崛起为它们的对

外合作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情况下ꎬ 为了不失去非洲这个庞大的市场ꎬ 欧洲国

家也会 “三思而后行”ꎮ
从非盟及非洲次区域组织来看ꎬ 虽然非盟在 ２００７ 年通过 «非洲民主、 选

举和治理宪章»ꎬ 呼吁成员国要在 “规律、 自由、 公正和透明选举的基础上巩

固非洲大陆权力更替的政治文化”ꎬ 反对 “以非法方式获取或维持权力”ꎬ 其

中包括军事政变和 “违反政府民主更替原则修订宪法或法律工具” 等ꎬ③ 但

相对于在军事政变问题上采取制裁和暂时中断成员国资格等措施ꎬ 非盟在

“第三任期” 问题上态度比较 “温和”ꎬ 既没有进行干预ꎬ 也没有采取制裁措

施ꎮ④ 非洲的次区域组织ꎬ 如东非共同体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简称 “西
共体”) 虽也有禁止成员国违宪更换政府的条款ꎬ 但它们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

用ꎮ 在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谋求 “第三任期” 的问题上ꎬ 东非共同体虽多

６３１

①

②
③
④

Ｓｅｅ “Ｔｅｘｔ ｏｆ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ｂａｍａ’ ｓ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ａｔ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ꎬ ＶＯＡ Ｎｅｗｓꎬ Ｊｕｌｙ ２８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ｏ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ａ / ｔｅｘｔ － ｏｆ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ｏｂａｍａｓ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ａｔ － ｔｈｅ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ｕｎｉｏｎ /
２８８１２３６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１９

黎文涛: 前引文ꎬ 第 １７９ ~ １８０ 页ꎮ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８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３ꎬ ｐｐ １ꎬ ９ － １０
聂文娟: 前引文ꎬ 第 ６４ ~ ６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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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召开峰会意图进行干预ꎬ 但最终与非盟一样没有采取行动ꎮ①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ꎬ 西共体在尼日利亚首都召开了第 ４７ 届首脑峰会ꎬ 会议讨论了将成员国

总统任期限定为两任的动议ꎬ 但因遭到多哥和冈比亚的强烈反对而最终没有

通过ꎮ②

综上所述ꎬ 非洲的 “第三任期” 现象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ꎮ 而如

果我们再对这些因素作进一步分析ꎬ 似可得出如下两个方面的结论: 其一ꎬ
尽管这些因素均是诱发非洲 “第三任期” 现象的原因ꎬ 但商品经济等民主政

治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尚不具备及由此而导致的西式民主政治条件不成熟ꎬ
应是其中主要原因ꎬ 其他方面的因素则需借此而发挥作用ꎻ 其二ꎬ 无论 “强
人政治” 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ꎬ 还是新恩庇主义和权力寻租等问题ꎬ 乃至

国际社会的矛盾立场ꎬ 均凸显出西方国家强推的西式民主仍然还不适应非洲

国家的社会经济现实ꎬ 因而也就难以在非洲大陆真正落地生根ꎮ 至于 “第三

任期” 现象为何近几年来会在大湖地区集中爆发ꎬ 除上述因素相互叠加与累

积外ꎬ 还与该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及由此而导致的民族与政治之间的互

动ꎬ 政治领导人因治国理政成效显著而享有较高声望并在短期内难以找到合

格的继任者ꎬ 以及当前不少非洲国家所奉行的发展优先、 维稳至上的执政理

念有关ꎮ 因本文的重点为从 “第三任期” 现象出发论及非洲的民主巩固问题ꎬ
笔者在此不再详细展开论述ꎮ

“第三任期” 现象与非洲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

近年来ꎬ 随着民粹主义在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盛行ꎬ 以及亚洲、 非

洲、 拉丁美洲和东欧大量新兴民主国家在民主政治建设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

题ꎬ “民主衰退” 论在研究民主问题的学者中间似乎成为最时髦的话题之一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具有广泛影响的美国 «民主杂志» 在第一期以 “民主衰退了吗” 为

题ꎬ 邀集马克普拉特纳 (Ｍａｒｃ Ｆ Ｐｌａｔｔｎｅｒ)、 菲利普施密特 (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７３１

①

②

Ｇｅｏｒｇｅ Ｏｍｏｎｄｉ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ｓｓａｕｌｔ ｏ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Ｔｅｒｍ Ｌｉｍｉｔ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Ｂｕｒｕｎｄｉ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ｆｒｉｃａｎ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ｃｅｎｔｒｅ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２２ － １５ － ４４ － ０６ / ａｌｃ －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ｓ / ｓｅｐｔ －
２０１５ － ｉｓｓｕｅ / ３８５ － ｔｈｅ － ｎｅｗ － ａｓｓａｕｌｔ － ｏｎ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 ｔｅｒｍ － ｌｉｍｉｔｓ － ｉｎ － ａｆｒｉｃａ － ｆｏｃｕｓ － ｏｎ － ｂｕｒｕｎｄｉꎬ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２９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Ｓｈｅｌｖｅｓ Ｔｈｉｒｄ － ｔｅｒｍ Ｂａｎ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ꎬ Ｍａｙ ２０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３２８０８６８５ꎬ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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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 斯蒂芬列维斯基 (Ｓｔｅｖｅｎ Ｌｅｖｉｔｓｋｙ) 和拉里戴蒙德 (Ｌａｒｒｙ
Ｄｉａｍｏｎｄ) 等十多位研究民主问题的学者ꎬ 发表了一系列有关 “民主衰退” 的

专栏文章ꎮ 就非洲而言ꎬ 拉里戴蒙德宣称 “非洲大陆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巩

固了民主”ꎬ 斯蒂芬列维斯基表示 “撒哈拉以南非洲仍然是世界上非民主国

家聚集的地区之一”ꎬ 吉马博阿迪 (Ｅ Ｇｙｉｍａｈ － Ｂｏａｄｉ) 则认为非洲大陆的

民主化进程在近十年来已经减缓甚至出现反转ꎬ “第三任期” 现象是其中的一

个重要原因ꎮ① 那么ꎬ “第三任期” 现象是否标志着相关国家的民主出现了衰

退甚或逆转?
(一) “第三任期” 现象与所谓 “民主衰退”
菲利普瑞恩特简斯 (Ｆｉｌｉｐ Ｒｅｙｎｔｊｅｎｓ) 认为ꎬ 有效的任期限制与 “民主

质量” 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ꎮ 他以自由之家的政治权力得分、 贝塔斯曼转

型指数和经济学人民主指数等的数据为基础ꎬ 编制了所谓的综合民主指数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ｄｅｘ)ꎮ 根据这一指数ꎬ 非洲实行任期限制国家的综合

民主指数至少要比没有任期限制的国家高出 １ / ３ꎬ 如二者在 ２０１５ 年的指数分

别为 ６ ２ 和 ３ ９ (满分为 １０)ꎬ 而那些曾在宪法中设定任期条款但后来取消的

国家ꎬ 也就是那些谋求 “第三任期” 的国家ꎬ 平均指数甚至更低ꎬ 仅

为 ３ ６ꎮ②

在奇马  安 亚 兹 ( Ｃｈｉｍａ Ａｎｙａｅｚｅ )、 菲 利 普  瑞 恩 特 简 斯 ( Ｆｉｌｉｐ
Ｒｅｙｎｔｊｅｎｓ) 和帕西菲克马尼拉吉扎 ( Ｐａｃｉｆｉｑｕｅ Ｍａｎｉｒａｋｉｚａ) 等学者看来ꎬ
“第三任期” 现象主要从 “选举质量” 与 “民主质量” 两方面导致了 “民主

衰退”: 就 “选举质量” 而言ꎬ 虽然成功实现 “第三任期” 的国家并没有取

消选举制度ꎬ 但在任领导人经常会为创造有利于自己的竞选环境和保证自己

当选而任意选定或推迟选举时间ꎬ 而一旦取消或延长任期限制ꎬ 在任总统均

可成功赢得 “第三任期”ꎬ 且还会导致投票率下降ꎻ 就 “民主质量” 而言ꎬ
选举竞争性的降低会阻碍政党体系与多党民主制的良性发展ꎬ 从本质上违反

了非洲各国目前致力于实现的宪政所提倡的民主精神ꎬ 导致政治权力无法通

８３１

①

②

Ｌａｒｒｙ Ｄｉａｍｏｎｄꎬ “Ｆａｃｉｎｇ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Ｖｏｌ ２６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４８ꎻ Ｓｔｅｖｅｎ Ｌｅｖｉｔｓｋｙꎬ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Ｖｏｌ ２６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５５ꎻ Ｅ Ｇｙｉｍａｈ － Ｂｏａｄｉꎬ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Ｗａｎ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Ｖｏｌ ２６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１０１ꎬ １０８

Ｆｉｌｉｐ Ｒｅｙｎｔｊｅｎｓꎬ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Ｏｖｅｒ Ｔｅｒｍ Ｌｉｍｉｔ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Ｎｅｗ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Ｖｏｌꎬ ２７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６４ －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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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透明、 公平与公正的竞争性选举而实现更替ꎬ 政治领导人可能会因此而滥

用职权乃至陷入专制与独裁的泥淖ꎮ①

事实果真如此吗? 不可否认ꎬ 近年来非洲国家在民主政治发展中确实存

在一些问题和不稳定因素ꎬ 但西方学者或学术机构对 “第三任期” 现象持有

如此悲观的论调ꎬ 存在以西式民主的标准来测度非洲的民主化进程之嫌ꎬ 而

这正如王林聪在论及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时所言ꎬ “势必会贬低或忽视这些国

家处于民主化初始状态下的种种努力”ꎮ② 领导人任期与 “民主衰退” 之间没

有简单的因果关系ꎬ 独裁、 专政是民主的对立面ꎮ 如果 “第三任期” 没有直

接导致政治专制和终身制ꎬ 就不能够贴上 “民主质量” 下降或 “民主衰退”
的标签ꎮ 而且ꎬ “第三任期” 并没有触及竞争性选举这一民主的根本要件ꎬ 并

不能作为 “民主衰退” 的标志ꎮ
(二) “第三任期” 现象的性质

“第三任期” 现象是非洲国家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基于政权稳定考虑的特

殊政治安排ꎬ 非洲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并未因 “第三任期” 现象而逆转ꎮ
首先ꎬ 谋求 “第三任期” 的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为了获取继续执政的合法

性ꎬ 均是通过修改宪法的方式 (或是经议会表决ꎬ 或是经全民公投) 进行ꎬ
没有一个国家会采取超宪法的手段ꎮ 更重要的是ꎬ 他们所修改的只是任期限

制方面的条款ꎬ 并没有触及多党制和竞争性选举等对民主而言更为根本的程

序性问题ꎬ 就此而言ꎬ “第三任期” 现象对民主的冲击要大大低于传统的军事

政变或军事独裁ꎮ 因此ꎬ 虽然 “第三任期” 现象被有些学者称之为 “宪法政

变”ꎬ 但或许可将其归为弗朗西斯伊克莫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ＮｇｕｅｎｄｉＩｋｏｍｅ) 所谓的

“好的政变” (Ｇｏｏｄ Ｃｏｕｐ) 的范畴ꎮ③ 它所产生的是一种混合政体ꎬ 该政体虽

因权力过度集中而呈现某种集权的特性ꎬ 但同时也因选举等方式的存在而具

备一定的民主特征ꎬ 因此或许可将其称之为选举式威权主义 (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９３１

①

②
③

Ｃｈｉｍａ Ａｎｙａｅｚｅꎬ ｏｐ ｃｉｔꎻ Ｆｉｌｉｐ Ｒｅｙｎｔｊｅｎｓꎬ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Ｏｖｅｒ Ｔｅｒｍ Ｌｉｍｉｔ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Ｎｅｗ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Ｖｏｌꎬ ２７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６４ －６６ꎻ Ｐａｃｉｆｉｑｕｅ Ｍａｎｉｒａｋｉｚａꎬ “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ｒｏｍ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ｐ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Ｉｓｓｕｅ ２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８６ － １０６

王林聪: «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版ꎬ 第 １１ 页ꎮ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ＮｇｕｅｎｄｉＩｋｏｍｅꎬ “Ｇｏｏｄ Ｃ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Ｂａｄ Ｃ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ｓ ｉ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ｕ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ꎬ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 ５５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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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或竞争性威权主义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ꎮ①

其次ꎬ 就成功实现 “第三任期” 的国家而言ꎬ 虽然苏丹、 多哥、 加蓬、
乌干达、 乍得、 喀麦隆和吉布提等 ７ 个国家完全取消了任期限制ꎬ 但卢旺达

和刚果 (布) 只是修改了宪法中的任期条款ꎬ 其中卢旺达将在 ７ 年的过渡期

后实行两任限制ꎬ 且任期由 ７ 年改为 ５ 年ꎬ 刚果 (布) 则是将两任期限延长

为三任期限ꎮ 布隆迪并没有修改宪法的任期条款ꎬ 而是宪法法院以恩库伦齐

扎第一次当选总统是由议会选出为由ꎬ 允许其参加第三次总统选举ꎮ 从法律

层面而言ꎬ 这 ３ 个国家仍属于实行任期限制的国家ꎮ 更重要的是ꎬ 如果从时

间上来看ꎬ 所有取消任期限制的行为都发生在 ２０１０ 年之前ꎬ ２０１０ 年之后谋求

“第三任期” 的国家均是通过 “软” 的方式进行ꎬ 这也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ꎬ 已没有国家会通过完全取消任期的方式来实现 “第三

任期”ꎬ 这也凸显了相关国家将 “第三任期” 作为一种 “特殊政治安排” 的

可能性ꎮ 另外ꎬ 还需要指出的是ꎬ 尽管 “第三任期” 在近年来此起彼伏ꎬ 但

仍然有一些非洲国家在这股浪潮中确立了任期限制制度ꎬ 这其中包括阿尔及

利亚、 安哥拉、 赤道几内亚、 津巴布韦和利比亚等 (见表 １)ꎮ 安哥拉在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举行大选ꎬ 若泽多斯桑托斯主动宣布不再参加大选ꎬ 前国防部长若

昂洛伦索当选并在同年 ９ 月宣誓就职ꎬ 安哥拉由此实现权力和平交接ꎮ
再次ꎬ 即便在这些成功谋取 “第三任期” 的国家ꎬ 民主观念也已经深入

人心ꎮ 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方面ꎬ 从 “非洲晴雨表”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发布

的关于任期限制与 “第三任期” 的报告来看ꎬ ５ 个接受调查的 “第三任期” 国

家———乌干达、 多哥、 喀麦隆、 苏丹和布隆迪ꎬ 在 ２０１２ 年支持总统任期限制的

比例均超过 ５０％ꎬ 其中乌干达和多哥甚至高达 ８５％和 ８３％ꎬ 而且它们的平均值

为 ７１ ６％ꎬ 与整体平均值 ７５％ 相差无几ꎻ② 另一方面ꎬ 根据 “非洲晴雨表”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名为 “非洲的民主: 需求与供给” 的报告ꎬ 在 ６ 个成功谋取

０４１

①

②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ꎬ «民主杂志» 以 “没有民主的选举” 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ꎬ 专门讨论所谓 “混
合政体” 的问题ꎬ 其中安德烈斯谢德列提出了 “选举性威权主义” 的概念ꎬ 斯蒂芬列维斯基和卢

肯Ａ 维 ( Ｌｕｃａｎ Ａ Ｗａｙ) 提出了 “竞争性威权主义” 的概念ꎮ Ｓｅｅ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Ｓｃｈｅｄｌｅｒꎬ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Ｍｅｎｕ ｏｆ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Ｖｏｌ １３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３６ －
５０ꎻ Ｓｔｅｖｅｎ Ｌｅｖｉｔｓｋｙ ａｎｄ Ｌｕｃａｎ Ａ Ｗａｙꎬ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Ｖｏｌ １３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５１ － ６５ꎻ Ｓｔｅｖｅｎ Ｌｅｖｉｔｓｋｙ ａｎｄ Ｌｕｃａｎ Ａ Ｗａｙꎬ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Ｈｙｂｒｉｄ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３

布隆迪支持总统任期限制的比例在 ２０１４ 年上升为 ６２％ꎮ Ｓｅｅ Ｂｏｎｉｆａｃｅ Ｄｕｌａｎｉ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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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任期” 的国家中ꎬ 只有苏丹民众支持民主的比例为 ４４％ ꎬ 其他 ５ 个国家

均超过 ６０％ ꎬ 其中布隆迪高达 ８６％ ꎬ 位居所有 ３６ 个受调查国家的首位ꎮ①

(三) “第三任期” 现象与非洲国家的民主巩固

如何在新兴民主国家巩固民主ꎬ 一直是研究民主问题的学者重点关注的一

个问题ꎮ 对于民主转型之后的新兴民主国家而言ꎬ 民主巩固往往会成为它们所

要面临的一大挑战ꎬ 这也是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所谓 “民主回潮”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ｒｅｔｒｅａｔ) 概念的原因ꎮ② 在论及非洲国家民主巩固问题的时候ꎬ 许多学者都提

出了相应的影响因素ꎬ 如尼克奇斯曼 (Ｎｉｃ Ｃｈｅｅｓｅｍａｎ) 认为应包括单一的国

家认同、 强大且自主的政治体制、 发达且充满生机的市民社会和繁荣且运转良

好的经济ꎬ 安东尼巴特勒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Ｂｕｔｌｅｒ) 和布鲁斯巴克 (Ｂｒｕｃｅ Ｂａｋｅｒ)
则从政权的合法性与国家能否整合民族和宗教分歧等方面进行了探讨ꎮ③

如果对上述影响因素做进一步归纳与分析ꎬ 其实它们大多都指向了同一个

问题ꎬ 即民族国家建构或国家能力的建设问题ꎬ 因为无论政治的稳定与政治权

力的制度化ꎬ 还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民社会的成熟ꎬ 以及民族与宗教问题的

妥善解决ꎬ 从根本上都取决于国家的治理能力ꎮ 就此而言ꎬ 西方国家是在非洲

“完全不具备西方社会的文化背景、 物质基础、 公民理性以及社会整合等条件”
的情况下强推民主化进程ꎬ④ 而且忽视了非洲本土文化的独特性ꎮ 也正是因为

如此ꎬ 迈克尔布拉顿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ｒａｔｔｏｎ) 和埃里克常 (Ｅｒｉｃ Ｃ Ｃ Ｃｈａｎｇ)
明确指出ꎬ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国中ꎬ 新民主制度的确立要依赖于先建设

国家能力”ꎬ 而许多非洲国家的现实是缺乏 “强有力的国家”ꎻ⑤ 曾在 ２０ 多年

前提出 “历史终结论” 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ꎬ 也在新著中由强调自由

民主转而强调国家建构与国家能力的建设ꎬ 并指出真正的政治发展在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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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这 ６ 个国家分别为布隆迪、 多哥、 加蓬、 喀麦隆、 乌干达和苏丹ꎮ Ｓｅ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ｔ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ｒａｔｔｏｎꎬ “Ｄ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Ｓｔｉｌｌ Ｗａｎ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 ３６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 ｐ ５

[美国] 塞缪尔亨廷顿: «第三波———２０ 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ꎬ 欧阳景根译ꎬ 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１１ 页ꎮ
Ｓｅｅ Ｎｉｃ Ｃｈｅｅｓｅｍａｎ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ｓꎬ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３ － ４ꎻ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Ｂｕｔｌｅｒ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Ａｐａｒｔｈｅｉ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１９９８ꎬ ｐ ９８ꎻ Ｂｒｕｃｅꎬ “Ｃ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ｂ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ꎬ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１２ － １３ꎮ

张国军: «选举民主普世化的逻辑困境»ꎬ 载 «求是»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ꎬ 第 ７３ 页ꎮ
[美国] 迈克尔布雷顿、 埃里克张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ｒａｔｔｏｎ ＆ Ｅｒｉｃ Ｃ Ｃ Ｃｈａｎｇ): «撒哈拉以南非

洲的国家建设与民主化: 谁先谁后ꎬ 还是同步进行?»ꎬ 载 «开放时代» 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０６ 页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建设、 法制和负责制政府 (民主) 之间的平衡ꎬ 而对于非洲而言ꎬ 其发展的

关键阻碍是缺乏有效的国家ꎮ① 历史不能假设ꎬ 当下非洲国家已无法回到像西

方国家那样先完成民族国家构建再推进民主制度建立、 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

的时代ꎬ 它们需要正视的是在进行统一民族国家建构的同时ꎬ 推进民主转型

与民主巩固ꎮ 一方面ꎬ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政治发展史决定了非洲国家推进民

主化进程更为艰难ꎻ 另一方面ꎬ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民

主政治模式ꎬ 无论是民主转型ꎬ 还是民主巩固ꎬ 都不能脱离一国特定的社会

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评判ꎬ 非洲国家需要探索本土化的民主政治模式ꎮ
“第三任期” 现象虽会偏离西方为非洲国家所设计的西式民主发展的轨

道ꎬ 但因任期延长而导致权力集中于总统、 执政党和行政机构ꎬ 反映的却是

当前一些非洲国家发展优先、 维稳至上的执政理念ꎬ 即通过强政府、 强政党ꎬ
乃至 “强人政治” 来维持和促进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ꎬ 从而解决 “逢选易

乱” 等民主选举乱象、 解决民生、 实现民族国家建构ꎬ 并最终实现 “非洲式”
民主政治发展的理念ꎮ 塞缪尔亨廷顿早就认为 “进行现代化的政治体系的

稳定程度ꎬ 决定于其政党的力量强弱”ꎬ 强有力的政党有利于政治稳定ꎬ② 阿

瑟刘易斯 (Ａｒｔｈｕｒ Ｌｅｗｉｓ) 也指出 “羸弱的政府无力维持国内经济秩序”ꎮ③

在国家尚未完成建构与国家能力严重不足ꎬ 尤其是在政府无法掌控全局、 难

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存在严重的民族 (地方民族) 或宗教矛盾的情况下急于推

行民主化ꎬ 很容易会放大民主的阴暗面ꎬ 进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ꎬ 卢旺达在

１９９４ 年的种族大屠杀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ꎮ④

在论 及 非 洲 的 任 期 限 制 问 题 时ꎬ 凯 瑟 琳  纳 马 库 拉 (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Ｓ Ｎａｍａｋｕｌａ) 曾指出ꎬ 任期限制可能会导致不稳定并中断政府的规划ꎮ⑤ 而对

于出现 “第三任期” 现象的非洲国家而言ꎬ 虽然有些国家因领导人谋求连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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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美国] 弗朗西斯福山: «政治秩序的起源: 从前人类世代到法国大革命»ꎬ 毛俊杰译ꎬ 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ꎻ [美国] 弗朗西斯福山: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从工业革命到民主

全球化»ꎬ 毛俊杰译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２５９ ~ ２７３ 页ꎮ
[美国] 塞缪尔亨廷顿: «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ꎬ 张岱云等译ꎬ 上海译文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

年版ꎬ 第 ３４０ 页ꎮ
[英国] 阿瑟刘易斯: «经济增长理论»ꎬ 郭金兴等译ꎬ 机械工业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３２２ 页ꎮ
[英国] 迈克尔曼: «民主的阴暗面: 解释种族清洗»ꎬ 严春松译ꎬ 中央编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５３６ ~ ５９４ 页ꎮ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Ｓ Ｎａｍａｋｕｌａꎬ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Ｔｅｒｍ Ｌｉｍｉｔ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ꎬ Ｍａｎｄｅ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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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短暂的混乱局面ꎬ 但大多数还是因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的存在而实现了

较为长期的稳定和保持了较为连续的发展政策ꎮ 也正是因为如此ꎬ 它们当中的

大多数国家近年来在经济发展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ꎮ 以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为例ꎬ 乍得、 刚果 (金)、 吉布提、 卢旺达和多哥均取得了 ５％以上的经济增

长率ꎬ 乌干达在 ２０１５ 年的增长率也为 ５ １％ꎬ 而且喀麦隆和刚果 (布) 也曾达

到 ４％以上ꎻ 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较ꎬ “第三任期” 国家经济增长率达到 ５％以

上的比例为 ５４％ꎬ 超过非 “第三任期” 国家 (４５％)ꎮ①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ꎬ
卢旺达在保罗卡加梅的领导下大力奉行民族和解政策ꎬ 不仅在最近 １０ 多年

实现了 ５％ ~１０％的经济增长率ꎬ 更成为非洲最为廉洁的国家之一ꎮ②

经济发展不仅有助于改善民生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ꎬ 更重要的是ꎬ 它

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合法性和增加政府可资利用的资源ꎬ 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民

族与宗教矛盾的解决ꎬ 有助于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培育乃至成熟ꎬ 而

这些因素相结合ꎬ 无疑有助于国家建构和塑造民主巩固和民主政治发展所需的

基础条件ꎮ 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ꎬ 且契合了

一些学者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存续紧密相关的论点ꎬ 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

高ꎬ 民主得以存续与巩固的可能性会随之增大ꎬ 而民主政体在经济衰退期间比

在经济增长期间更有可能衰退回专制政体ꎮ③ 亚当普沃斯基 ( Ａｄａｍ
Ｐｒｚｅｗｏｒｓｋｉ) 等人在 １９９６ 年发表于 «民主杂志» 上的文章甚至直接将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与民主政体的存续时间相挂钩ꎬ 指出人均收入低于 １ ０００ 美元的民主

政体平均约存续 ８ ５ 年ꎬ １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美元为 １６ 年ꎬ ２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美元为 ３３ 年ꎬ
４ ０００ ~６ ０００ 美元为 １００ 年ꎬ 超过 ６ ０００ 美元则几乎可永远存在下去ꎮ④

尽管民主的实际发展并非完全支持这种关联性ꎬ 但经济的发展及由此而

带来的一系列积极因素ꎬ 无疑还是为建立并巩固民主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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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安春英: «２０１５ 年非洲国家主要经济指标»ꎬ 载张宏明: «非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３６９ ~ ３７１ 页ꎻ 安春英: «２０１６ 年非洲国家主要经济指

标»ꎬ 载张宏明: «非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３６４ ~ ３６５ 页ꎮ
关于卢旺达民族和解政策ꎬ 可参见舒展: «卢旺达民族和解探究与思考»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１４ ~ １３２ 页ꎮ
Ｓｅｅ Ｄａｖｉｄ Ｂｅｅｔｈａｍꎬ ｏｐꎬ ｃｉｔ ꎬ ｐｐ １６４ － １６７ꎻ Ｅ Ｇｙｉｍａｈ － Ｂｏａｄｉ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０６ꎻ Ｍｉｌａｎ Ｓｖｏｌｉｋꎬ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１０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１６１ － １６２

Ａｄａｍ Ｐｒｚｅｗｏｒｓｋｉꎬ ｅｔ ａｌ ꎬ “Ｗｈａｔ Ｍａｋ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Ｅｎｄｕｒ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Ｖｏｌ ７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６ꎬ ｐ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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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ꎬ 如果 “第三任期” 国家能够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维持国内的

稳定与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ꎬ 那么它们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当前困扰非

洲大多数国家的贫困与发展问题ꎬ 更会因经济发展而使中产阶级和非政府组

织等逐步壮大ꎬ 因政府合法性与可利用资源的增加而增强其治理能力ꎬ 尤其

是治理当前困扰许多非洲国家的民族与宗教矛盾的能力ꎬ 从而为它们巩固民

主和建立符合它们自身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ꎮ
综合以上因素ꎬ “第三任期” 现象所凸显的是非洲民主化进程的复杂性与长

期性ꎮ 尽管 “第三任期” 现象可能致使权力向总统、 执政党和行政机构集中ꎬ
但已经很难再会形成绝对专制或个人独裁ꎮ 在非洲各国日益谋求自主性发展的大

背景下ꎬ 我们或许可将 “第三任期” 现象视为相关国家基于本国历史文化和社会

政治条件对西式民主或西式民主化进程所主动做出的反应ꎬ 而这种反应所凸显的

则是这些国家为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巩固方式和民主发展道路而做出的尝试ꎮ

余　 论

通过以上分析ꎬ 笔者认为在如何看待非洲的 “第三任期” 现象这一问题上ꎬ
应采取辩证的态度ꎮ “第三任期” 现象虽然凸显了非洲民主化进程的复杂性与长

期性ꎬ 但我们也要看到这是一个历史的产物ꎬ 与非洲目前仍处于政治、 经济与

社会转型期ꎬ 民族国家建构尚未完成ꎬ 国家能力严重不足等有着密切的关系ꎮ
首先ꎬ 我们应结合非洲国家的历史、 政治文化、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国情ꎬ

以及外部国际环境等来审视非洲的民主化进程ꎬ 并在此过程中充分尊重非洲国

家对于本国政治与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与主导ꎮ 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在多元

主义、 代议制、 个人主义等因素的基础之上发展与演进而来的ꎬ 具有一定历史

特殊性ꎮ 而在非洲ꎬ 自殖民时代以来ꎬ 各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不仅被西方国家所

割裂ꎬ 更是被强行嵌入了一系列政治、 经济思想与制度设计ꎬ 这其中就包括政

治民主化进程ꎮ 人为割裂的历史和外部强行嵌入的制度给非洲国家带来了深重

的灾难ꎬ 并一直对它们当前的发展产生着消极的影响ꎮ 近年来ꎬ 非洲国家随着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合作选择性的增多而日渐强调对本国事务的主导权ꎬ “第
三任期” 现象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趋势ꎮ 就此而言ꎬ 如果非洲国家

领导人在谋求 “第三任期” 时取得了民众的支持并有利于促进所在国的政治稳

定与经济发展ꎬ 我们就不应该如一些西方国家和西方媒体那样对其横加指责ꎮ

４４１



透视非洲民主化进程中的 “第三任期” 现象　

其次ꎬ 在当前许多非洲国家仍然面临贫困、 发展与社会不稳定等问题的

情况下ꎬ 判断一国政府的好坏ꎬ 不能仅仅以是否民主或民主质量高低作为唯

一的衡量标准 (更不用说这种 “民主” 或者 “民主质量” 完全是西方概念)ꎮ
早有学者在 ２００９ 年探讨国际社会对非援助的时候ꎬ 就提出意识形态先行还是

民主改善优先的问题ꎬ 并指出对非援助不能仅着眼于推进民主ꎬ 而要更加关

注改善民生ꎮ① 笔者认为ꎬ 这一标准在当前也适用于判断非洲绝大多数国家政

府的好坏ꎮ 对于那些民生凋敝和民众普遍贫困的国家而言ꎬ 如果其政府能够

有足够的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ꎬ 那么它就是一个好的政府ꎬ 就能够

从民众那里获得合法性ꎮ 就此而言ꎬ 从民生而非民主的角度考虑ꎬ 我们也许

会对 “第三任期” 国家持有完全不同的态度ꎮ
再次ꎬ 要从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待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ꎮ 纵观西方民主国

家的政治发展史ꎬ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选举政治均以现代国家为根基ꎬ 也

就是说ꎬ 西方国家在实行选举政治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国家建构的任务ꎮ 以此为

基础ꎬ 它们又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ꎬ 通过渐进地推进民主化进程ꎬ 才最终实现

民主巩固ꎮ 同样ꎬ 在 “第三波” 民主化进程中ꎬ 非洲国家民主政治的建立与巩

固也绝非一日之功ꎬ 尤其是在这一过程中ꎬ 它们还要同时推进国家构建进程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经过近 ３０ 年的民主化进程ꎬ 非洲大陆在民主发展方面相较于民

主化之前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其一ꎬ 就出现 “第三任期” 的国家而言ꎬ
仍然存在一系列有利于民主政治发展的因素ꎻ 其二ꎬ 就整个非洲大陆而言ꎬ 总

统换届已做到以选举为主ꎬ 遵守任期限制下台的总统在不断增多ꎬ 军事政变发

生的频率和可能性在逐步降低ꎻ② 其三ꎬ 民主理念在非洲已经深入人心ꎬ 根据

“非洲晴雨表” 对 ３６ 个非洲国家的调查ꎬ 平均有高达 ６７％的民众将民主政体

作为第一选择ꎻ 其四ꎬ 非洲的 “多党选举” 制度正在逐步成熟ꎬ 经过两轮以

上的选举之后ꎬ 大多数国家的选举已可平稳进行ꎬ 即便出现选举纷争ꎬ 也多

能找到和平的解决方式ꎬ ２０１６ 年的加蓬和冈比亚就是很好的例子ꎮ
最后ꎬ 我们还应透过非洲的 “第三任期” 现象以及其所凸显的非洲民主

政治发展问题来认识民主的模式问题ꎮ 世界上并没有单一的民主模式ꎬ 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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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胡美、 刘鸿武: «意识形态先行还是民主改善优先? ———冷战后西方 “民主援非” 与中国

“民生援非” 政治之比较»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０ 期ꎬ 第 １７ ~ ２４ 页ꎮ
参见黎文涛: «非洲安全形势评析和中非安全合作»ꎬ 载张宏明: «非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１８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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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ꎬ 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

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ꎬ 不能定于一尊ꎬ 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

式”ꎬ 协商民主是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ꎮ① 就此

而言ꎬ 非洲国家也有权利和有能力基于本国的历史、 文化和社会经济条件ꎬ
结合传统与现代ꎬ 探索出一条具有非洲特色的民主发展之路ꎮ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ｉｒｄ － Ｔｅｒｍ”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ｈｅｎ Ｘｉａｏｌ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ꎬ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 Ｔｅｒｍ”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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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ｒｄ － Ｔｅｒｍ”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ｏｎｇｍ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ｔｈｅ
ｉｍ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ｐ ｌｅａｄｅｒ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 Ｔｅｒｍ”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ｉｌｌ ｂｅ ａ ｌｏｎｇ －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 Ｔｅｒｍ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ｏｓ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ｓｅｅｋ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ｗａｙ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 ｓｔｙｌ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ｏ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 ｓｔｙｌ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ｇａｉｎ Ｉｆ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ꎬ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ｓｔｒｏ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ｒ ｓｔｒｏｎｇｍａｎꎬ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ｇｒｅａｔ ｃｈａｎｃｅ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Ａｆｒｉｃａꎻ “Ｔｈｉｒｄ － Ｔｅｒｍ”ꎻ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ꎻ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６４１

①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３６ 页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