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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北京，天蓝风清云白。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9月 4日落下
帷幕。习主席在峰会期间发表重要讲
话，总结中非合作共赢的深刻启示，宣
示中国解答时代命题的大国担当，绘就
新时代中非合作蓝图，为共筑更加紧密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奏响打造中非命运

共同体主旋律

回望历史，无论是中国还是非洲，
都把对方当成自己的好朋友、好兄弟、
好伙伴。想当年，60 多位中国员工为
修建坦赞铁路长眠非洲大地；想当年，
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

这份兄弟情谊，已融入中非关系发
展的整个进程。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
幻，中非始终是风雨同舟的好朋友、休
戚与共的好伙伴、肝胆相照的好兄弟。
正如习主席所指出：“中非已成为休戚
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的利益
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在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走在了
前列。”

历史在 21世纪的今天遭遇了这样
的尴尬——

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
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世
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
紧相连。另一方面，挑战层出不穷、风
险日益增多。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兵戎
相见时有发生，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
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
威胁持续蔓延。

面对时代命题，习主席在北京峰会
上提出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
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
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这一宏伟目标，顺应了国际形势演
变和中非合作大势，紧密对接中非发展
战略，让双方政治互信和经济互补的独
特优势充分发挥，让人文交流的源泉不
断涌流，赋予了中非命运共同体新的时
代内涵，为树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典范指明了实践方向。
“每一通电话、每一封邮件、每一次

握手都会多一分相知，人民友谊的涓涓
细流正汇成江河海洋。”在塞内加尔《太

阳报》总编辑易卜拉希马·姆博吉看来，
非洲梦与中国人民的中国梦是相通的，
“塞内加尔等非洲国家与中国是命运共
同体，我们的合作道路必然越走越开
阔”。

书写共建“一带一

路”新篇章

今年 6月，肯尼亚蒙内铁路通车 1
年整。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电气化铁路，
是肯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拉动肯国家GDP增长超过 1.5%。

肯尼亚总统肯雅塔感叹：蒙内铁路
“将书写未来100年肯尼亚的历史”。

蒙内铁路只是中非互利合作的一
个缩影——在中企参与下，工业园、电
气化铁路、高速公路、水电站等一批基
建项目在非洲国家竣工落成，工程建设
及后续运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
给数以万计的当地人带来工作机会。

此次峰会召开适逢“一带一路”提
出 5周年。站在新起点，此次峰会将推
动“一带一路”倡议紧密对接非洲国家
发展战略。

为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指明方
向——

习主席在峰会上指出，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是造福中非人民的共同繁
荣之路，是言必行、行必果的务实合作
之路，是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的开放包容
之路，是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自由
通畅之路。

为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开辟空
间——

本次峰会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
《2063年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对
接起来，为非洲发展振兴拓展了新空间。

支持非洲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中国立场鲜明：愿在平等互利基础
上，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同非
洲全方位对接，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
造符合国情、包容普惠、互利共赢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

刚果（布）总统萨苏说，2050 年非
洲的总人口将达到 20多亿，如此巨大
的市场和人口既是非洲的发展机遇，也

是中国与非洲扩大合作的机遇。非洲
将在“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遇中顺
利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释放人口
红利，对全球经济作出重要贡献。“一带
一路”将帮助非洲大陆实现整合，符合
非洲一体化的发展愿景。

勾画推进中非合作

路线图

今年世界杯期间，肯尼亚很多球迷
在自己家里惬意地享受了“足球盛宴”，
从此告别了“几十个人围看一台电视”
的状况。

这一变化得益于中非“万村通”项
目。“万村通”项目是 2015 年中非合作
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的中非人文
领域合作举措之一，“旨在为非洲 1万
个村庄接入卫星数字电视信号”。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40
年来，中非贸易额从1978年的 7.65亿美
元提升到 2017 年的 1700 亿美元，增长
200多倍，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非洲最
大贸易伙伴地位。开展对非合作，中国
始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

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
峰会上，习主席提出中非“十大合作计
划”。3年来，中非双方密切协作、全面
落实峰会成果，“十大合作计划”进展顺
利，各项承诺和安排均已落实，受到非
洲人民的高度评价。

此次北京峰会，着眼于打造新时代
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习主席提
出未来 3年和今后一段时间重点实施
“八大行动”，勾画出推进中非合作路线
图。从“十大合作计划”到“八大行动”，
助力非洲发展的中国担当一脉相承，合
作共赢的举措更加务实精准。

实施产业促进行动、设施联通行
动、贸易便利行动、绿色发展行动、能力
建设行动、健康卫生行动、人文交流行
动、和平安全行动，无不体现了“授人以
鱼，更要授人以渔”的合作智慧，为引领
中非合作向更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非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提供
了强劲推动力。
“13亿多中国人民始终同 12亿多

非洲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从北京眺望
未来，中非合作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携手前行，中非合作之路越走越宽广
■■本报记者 庞清杰

习主席在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开幕式上指出，我们要把增进民
生福祉作为发展中非关系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中非合作要给中非人民带来
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和实惠。长期以
来，中非一直互帮互助、同舟共济，中国
将为非洲减贫发展、就业创收、安居乐
业作出新的更大的努力。

“蒙内列车改变了我的生活”

9 月 1 日上午 7时半，肯尼亚首都
内罗毕南站的售票大厅如往常一样挤
满了人。家庭主妇莉莲·奥图玛从窗
口拿到去往蒙巴萨的车票后激动地
说，她即将第一次踏上前往蒙巴萨海
边度假的旅程。“方便快捷的蒙内列车
改变了我的生活，帮我实现了多年的
愿望。”

蒙内铁路全长约 480公里，东起肯
尼亚东部港口蒙巴萨，西至首都内罗
毕，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通车。这条肯
尼亚独立以来的首条新铁路由中国企
业承建，全线采用中国标准。

发车前，奥图玛站在橙白两色的列
车旁，高高举起手机，拍了一连串的自
拍照。“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现代化的列
车，感谢中国改变了我的生活！”她说。

从内罗毕到蒙巴萨乘坐长途汽车
通常需要 10小时以上，价格高、耗时长

的汽车旅途不仅让有意往来于两座城
市之间的肯尼亚居民望而却步，也让经
常往来于两地之间的居民身心俱疲。
如今，乘坐蒙内铁路直达列车只需约 4
个半小时就能穿梭于两座城市之间，便
捷与舒适感不言而喻。

“中国农技师带着我播种”

在南部非洲，有着“鳄河”之称的林
波波河在莫桑比克加扎省首府赛赛汇
入印度洋，浩荡的碧波经年累月冲刷着
非洲大地，在这里形成千里沃野。这里
的居民常挂在嘴边的一个中文词，就是
“万宝”。

“加入万宝后，我的生活变好了。
我现在建了新房，还能供得起 5个孩子
上学了。”农妇玛蒂尔达指着自家的稻
田高兴地说。

得益于当地的中国农业项目开发
安置计划，玛蒂尔达得到 1公顷土地，
参加合作种植并接受种粮技术培训。

玛蒂尔达口中的万宝，指的是万宝
莫桑农业园项目。该项目是目前中国
在非洲最大规模水稻项目，也是中莫两
国合作重点项目之一。项目集水稻种
植、仓储、加工、销售于一体，规划开发
2万公顷可耕种土地，通过培训当地农
户，带动周边 8万公顷水稻种植，以期
形成10万公顷的种植规模。

“万宝负责土地开垦、沟渠清理、围
堰修建，还教我们如何使用水稻预浸芽
种植技术，万宝平整土地后，中国农技
师带着我播种。万宝垫付除草剂、施
肥、收割、运输等费用。”她说。

“我长大要去中国学医”

7 岁的赞比亚小女孩塔昂嘎最喜
欢的游戏是扮演医生。穿着妈妈为她
缝制的白大褂，脖子上挂着玩具听诊
器，一脸稚气地用中文说“你好”。

塔昂嘎的母亲辛基韦·姆瓦莱说，
她最感谢的人是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
开办中医诊所的中国大夫冯轲红，“是
她把女儿带给了我”。

姆瓦莱婚后19年一直没有孩子，看
遍了赞比亚大小医院都没有办法。2009
年，经过冯轲红的针灸治疗，姆瓦莱身体
情况有了很大改善，后来顺利怀上了宝
宝。2011年，她生下了女儿塔昂嘎。
“我给这孩子起名塔昂嘎，这在我

娘家当地语言里是谢谢的意思。我真
心感谢冯大夫，同时也想让女儿以后有
一颗感恩的心。”姆瓦莱说。

或许是受到母亲的影响，塔昂嘎在
学校最喜欢和同学玩“医生与病人”的
游戏。“我以后想去中国学医，因为我想
治病救人。我还想学习针灸，然后回到
赞比亚当一名医生。”塔昂嘎说。

（本报记者庞清杰整理）

拉紧幸福共享的感情纽带

北京峰会将强化非洲国家和

中国特殊且具有战略意义的关系，

必将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达到新水平。

——中非合作论坛非方主席、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8年来，中

国始终以实际行动支持非洲发展

振兴和消除贫困的努力，中国对非

投资迅猛增长，推动非洲国家经济

实现飞跃式发展。非中合作以互

利共赢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给非洲

国家带来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

位以及技术培训机会。

——吉布提总统盖莱

“一带一路”倡议是非中投资

贸易合作升级的重要支柱，非中

工商界应抓住发展机遇，巩固北

非国家与中国互利合作的成果，

为推动地区国家发展作出应有

贡献。

——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兹

这是第一次西非国家经济共

同体全体成员国参加中非合作论

坛峰会，希望在签证便利化等方面

采取更多措施，在“一带一路”框架

下深化本地区同中国在人文等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

——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

我们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坚

定支持者。基础设施建设对非洲

国家发展至关重要，而目前非洲国

家在这一领域存在巨大的缺口。

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

要内容，必将给非洲基础设施建设

带来积极的影响。

——非洲开发银行行长阿德

西纳

中国与非洲有深厚的传统友

谊。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8年来，中

非合作关系取得了长远发展，此次

峰会将总结过去的成功经验，并为

深化未来合作指明方向。中非合

作论坛前景光明，大有希望。

——亚洲－非洲法律协商组

织秘书长肯尼迪·加斯顿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对于

推动博中关系发展是令人兴奋的

机遇。期待中国能够在基础设施

建设、经贸投资等领域给予包括博

茨瓦纳在内的非洲国家更多支持。

——博茨瓦纳开放大学校长

扬曼

数字鸿沟以及人力资源的缺

乏使欠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被排

除在全球化红利之外，“一带一

路”倡议的提出有利于全球化合

理发展，使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

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期待峰会进

一步关注非洲国家如何借助“一

带一路”倡议，实现与世界其他地

区共同发展。

——埃塞俄比亚外交关系战

略研究院学者梅拉库·穆鲁阿勒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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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上至下：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中企承建的乌干达坎帕拉至恩德培高速公路。
●在中企承建的肯尼亚蒙内铁路蒙巴萨西站，一名记者和

火车司机合影。

●中企承建的坦桑尼亚尼雷尔跨海大桥。
●埃塞俄比亚员工在中国师傅指导下学习缝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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