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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发展报道 

 

南非网约车成致富捷径   银行“金领”、大学生争相入行捞金 

 

21 世纪经济报道 郑青亭 

 

在公交系统匮乏的南非，打车算是困扰游客出行的一大难题。当地人口中的“出租

车”一般指招手即停的“黑巴”，往返于市中心及居民区，途中定点停靠，是大部分黑人

平民惯用的出行方式。而真正意义上的出租车则基本不在马路上流动载客，需提前通

过电话预定，且价格并不“亲民”。 

被巨大的市场需求所吸引，多款在全球掀起热潮的打车软件也早早盯上了南非。

自 2013 年登陆南非以来，国际打车巨头优步在南非已有超过 96.9 万活跃乘客和 1.2 万

司机。与优步相比，2013 年才在爱沙尼亚成立的 Taxify 只能算是后起之秀。不过，在

2016 年进入南非市场后，Taxify 以连续多月百分之百的增势与优步在南非形成分庭抗

礼之势。 

为了迅速抢占南非市场，Taxify 实施了更低的佣金政策。与优步每单 25%的抽成

相比，Taxify 最开始只有 5%，现在才增加到 15%，这意味着可以让司机每单多赚

10%。如今，南非已成为 Taxify 的第四大市场，仅次于尼日利亚、肯尼亚和法国。为

了继续深耕南非市场，Taxify2017 年宣布，要把这里的员工人数从 70 人增加到 150

人。 

值得一提的是，Taxify 是欧洲和非洲地区成长最快的移动出行企业，其最大股东

是滴滴出行。为帮助 Taxify 扩大市场份额并向目前由优步主导的新市场进军，滴滴

2017 年 8 月购入了这家公司 12%的股权。目前，Taxify 已在 20 个国家开展业务。 



 3 

在南非，不论是优步，还是 Taxify，都面临来自出租车行业的威胁，焚车和伤人

事件时有发生。南非出租车协会称，网约车被袭事件是因为其“不公平竞争”所致，政

府不应向优步司机颁发经营许可。而网约车司机则向南非交通部和警察部门发起过请

愿书，呼吁两个部门采取积极行动，维护和保护他们的利益和安全。 

银行“金领”辞职开网约车 

到南非的第一天，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就被民宿老板娘告知，南非的公共交通不

太发达，出门最好用网约车，比出租车方便，而且价格优惠得多。她说，除了大名鼎

鼎的优步，南非还有 Taxify，价格更加低廉。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南非采访期间先

后打了几十次 Taxify，与这个新兴产业的就业群体有了不少沟通。 

与中国国内的情况差不多，南非如火如荼的网约车产业也正在吸引不少人从传统

产业转行。一名 34 岁的黑人司机告诉记者，他拥有土木工程大专学历，但毕业后一直

很难找到对口的工作。直到开始开网约车，他才获得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我每天早上 6 点出门，晚上 9 点收工，星期天也不休息，一周就可以赚到 9000

兰特。我老婆是护士，每月工资 13000 兰特。我家在南非可以算是中产家庭。”他说。

这对夫妇有三个女儿，分别是 3 岁、9 岁和 14 岁。 

网约车的高收入甚至吸引到了银行“金领”。“我现在一周的收入相当于过去一个月

那么多！”来自南非林波波省的黑人司机告诉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之前在约翰内

斯堡的标准银行坐柜台，每天工作 8 小时，现在全职开网约车，每天工作 10 小时，也

是每周工作五天。标准银行是非洲资产和收益规模最大的银行，在 2007 年被中国工商

银行以 55 亿美元收购了 20%股权。 

大学生开夜车赚生活费 

网约车在南非的普及程度与中国国内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就算是在夜深人静的时

刻，约车系统的后台也依然繁忙。凌晨四点，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仅仅花了五分钟就

等到了一辆 Taxify。正在约翰内斯堡大学念书的司机说，完全不用担心深夜打不到

车，有不少人专门在晚上 9 点出车，因为晚上没有交通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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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伙子来自南非著名的黑人城镇索韦陀，正在读大学二年级，专业是会计

学。由于白天要上课，他一般晚上 7 点出车，车是跟家里借的。南非大学学费较高，

每年高达几万兰特。为此，他申请了国家的教育贷款，每个月可以拿到 500 兰特，最

多可以借 7.4 万兰特。 

他说，教育贷款可以在工作后慢慢还，到时候每月还 500 兰特就行，但他担心，

在失业率高企的南非，没有实践经验的大学毕业生可能很难找到工作。他问记者到中

国的机票要多少钱，他说他从来没有去过约翰内斯堡之外的地方，很希望能去外面的

世界看看。“我在中国必须说中文吗？”“我在中国能找到工作吗？” 

在南非期间，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中

国人在南非投资兴业，当地人对千里之外的中国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为了鼓励

中南文化交流，南非政府在 2015 年 3 月将汉语作为第二外语纳入国民教育大纲。目

前，南非已有 11 所中小学试点开展汉语教学。 

津巴布韦难民的谋生手段 

在南非，开网约车的可不只本国人，还有不少外来移民。在南非严峻的就业压力

下，在当地没有根基的难民就更难找到就业机会。据说，优步和 Taxify 都有外籍司机

注册，但前者的审核程序要比后者严格，因此，很多津巴布韦难民在开 Taxify。 

自 2000 年起，津巴布韦前总统穆加贝开始推行激进的土地改革政策，强行收回了

4000 名白人农场主的土地，并将之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黑人。然而，此举却大大破坏

了津巴布韦原有的经济体系。土改后，接管土地的黑人由于并不熟悉现代化的耕作方

式及销售手段，农业生产开始出现大规模退步。这引发了严重的粮食危机。 

一名 40 岁左右的津巴布韦黑人司机告诉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十多年前就来

到了南非，这两年开起了 Taxify，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一周工作七天。他这么辛苦的

工作都是为了仍在津巴布韦的老婆和孩子。不过，他宁可忍受两地分居的寂寞，也不

愿意让家人搬到南非团聚。 

他给出的理由是，南非治安不好，这里对孩子来说并不是良好的生活环境。除此

之外，他没说出来的原因可能还有高昂的生活成本。近年来，南非食品价格、电费、

油价均不断飙涨。“一旦津巴布韦的情况好转，我还想回国，那才是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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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津巴布韦军方 2017 年 11 月 15 日采取军事行动后的一天，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在南非陆续遇到过三四位津巴布韦网约车司机。他们说，听到消息后马上就跟国内的

亲朋通了电话，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网约车司机是个高危职业 

与在很多国家一样，网约车产业正在挑战传统的出租车行业，引起了后者的不

满。但与很多国家不一样的是，南非新旧产业的市场之争很容易引起暴力事件，给司

机和乘客的安全造成威胁。 

在约翰内斯堡长期生活的人都知道，网约车司机一般都不在轻轨（Gautrain）的公

园站（Park Station）接送乘客，在不得以的情况下会选择在拐角处停车，因为公园站

是出租车司机帮派的据点之一。一旦看到有人貌似在用手机叫车，出租车司机就会来

找麻烦。 

“这些人甚至可能抢你的东西，强行拉你上车，一旦你上车了就会漫天叫价。”一

名 Taxify 司机告诉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当记者在公园站等 Taxify 时，一名出租车

司机就在不停地叫嚷。类似的事情也在轻轨比勒陀利亚站发生过。 

与乘客相比，网约车司机面临的危险可能更大。一名黑人司机告诉 21 世纪经济报

道记者，他曾经在等乘客的时候把车窗降了下来，结果一伙人冲过来把点燃的烟头直

接按到他脸上。另一名黑人司机告诉记者，他亲眼看到过前面的车被出租车司机打

砸、焚烧。 

“我每天在路上都觉得挺害怕的，要时刻警惕周围的动静。”一名黑人司机对 21 世

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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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产业链助力苏丹棉农增收 

Contract farming benefits cotton growers in Sudan 

                     

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孟庆生 

 

 

(视频截图) 

苏丹曾经是非洲产棉大国，但由于当地棉花品种不抗虫，产量和收益都特别低，

加之苏丹石油开采能够换来大量的外汇收入，很多农民就不种棉花了，2010 年棉花种

植面积不足 10 万亩。而自新棉花品种在苏丹推广种植以来，因种植收益明显，苏丹全

国棉花种植面积得以迅速恢复，2016 年已经扩大到 250 万亩。 

在《“白色”产业链助力苏丹棉农增收》报道中，记者深入苏丹南部拉哈德灌区。

重点关注中国企业通过租用土地繁育良种和兴建棉花加工基地的方式，为苏丹农民提

供棉花种植一体化解决方案。记者采访到当地棉农，深入讨论种植新棉花品种给家庭

收入带来的变化；同时采访中国公司负责人，讲述棉花产业链布局对当地经济、生态

等方面的影响。此外，该报道还客观呈现了当地人居环境，指出水资源缺乏是限制未

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674e32596a4e79457a6333566d54/share.html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674e32596a4e79457a6333566d54/sha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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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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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爱回家：我在南非保春运 

 

新华社 田弘毅 

 

(视频截图)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运营的北京约翰内斯堡航线是沟通中国与非洲的重要空中桥

梁，更是中非友谊历久弥新的重要象征。报道精心选择了中国的传统节日新春佳节这

个时间节点，也是中国春运高峰，海外华人归乡团员的重要时刻，通过跟踪拍摄采访

国航约翰内斯堡工作组的日常工作，以点带面，展示了驻外机构工作人员生活工作的

真实面貌，同时也表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华人华侨的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 

在报道中聚焦了国航工作人员工作中的各个细节，通过国航工作人员对自己亲人

的告白，表现出了他们在这个传统节日里的淡淡乡愁的同时更衬托了他们无私奉献的

可贵。 

此报道被北京卫视，厦门卫视等 20 余家电视媒体采用，同时被央视网，新华网，

搜狐网等多家网络媒体转载。 

 

http://news.cctv.com/2018/02/03/VIDEl5Os8bPs3QK5QLSTGH3X180203.shtml 

  

http://news.cctv.com/2018/02/03/VIDEl5Os8bPs3QK5QLSTGH3X1802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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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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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稻”非洲，授人以渔 

 

第一财经 刘浪（刘泽南） 

 

“中国专家组带来的不仅是新技术，也有新理念。生产、收割、储存、加工、销

售，价值链越完整，效益就越大，这样的理念对于塞内加尔来说是全新的，我们需要

这样的新理念来摆脱贫困。”塞内加尔大学生马穆都（Mamoudou）在接受隆平高科

（000998.SZ）的培训后如此评价。 

作为一家以杂交水稻种子培育、销售为主业的企业，隆平高科近年来在非洲大力

推进技术传授，以图让这项技术真正在非洲大地“生根”。这背后实际上是整个中国援

助非洲战略的一种转变，即由直接“输血”向“造血”转变，这种转变不只限于农业。 

在 6 月 27 日举行的中非农业合作发展研讨会上，农业农村部总畜牧师马有祥介

绍，中国农业农村部将积极加强与国内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继续向非洲国家派遣高

水平农业专家和职教教师，进一步扩大对非培训规模，为非洲培养更多农业人才。 

 

总统将私家花园改成了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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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援助利比里亚第一期农业技术合作项目启动，中国政府派遣 5 名隆平高

科专家赴利比里亚，推广种植杂交水稻——在非洲，这种水稻被称为来自中国湖南的

“魔稻”。 

彼时，非洲整体农业体系和农业资源相对匮乏，很多地方生产基础设施落后，种

业科研水平较低，水稻全是常规稻，农户一般自己留种，但自留种退化和混杂情况复

杂；同时，农户也不懂得用精细管理来提高作物产量，种子撒下去就不管的情况很普

遍，粮食单位产量远低于全球平均产量。 

援外专家们把中国农业发展经验和先进生产技术带到了当地，一遍遍地教农户们

翻地、整厢、播种、移苗、打枝、施肥等操作。 

在项目开展的第二年，所播种杂交水稻的产量比当地品种高出了三倍。出席杂交

水稻收割仪式的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将杂交水稻称为来自中国湖南的“魔稻”，并当即

决定，将自己官邸前的 5 亩花园改种杂交水稻。 

据隆平高科项目办援外项目负责人冯霞辉介绍，作为商务部授予的首个“中国杂交

水稻技术援外培训基地企业”，隆平高科自成立之初就设立了国际培训中心，也就是现

在的国际培训学院，每年都会迎来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大批外国农技人员交流学习。 

“我非常感谢尊敬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和他的工作人员，你们组织的杂交

水稻技术培训帮助全世界人解决温饱问题，非常了不起。”2009 年，利比里亚农业局农

业技术推广员约瑟夫·门内加尔在参加完培训班后，满怀感激地说道。 

2010 年 7 月 22 日，中国援助利比里亚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移交仪式在利比里亚邦

州苏瓦可可市的利比里亚中央农业研究院举行。该中心是 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上中国对非洲国家承诺援建的 14 个农技中心之一，总投资近 600 万美元，占地 32.6

公顷，具有试验研究、技术培训推广应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三大功能。 

移交仪式的举行意味着农技中心正式投入使用，这里成为中国进一步帮助利比里

亚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改善农村地区人民生活状况的重要基地。 

“把技术留在非洲，才是真正帮助其解决粮食安全的根本之道。”隆平高科方面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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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人以渔 

同样的故事还在塞内加尔、津巴布韦等国发生，并且延续至今。 

隆平高科提供的资料显示，其在非洲的发展以技术援助项目和援外技术培训为

主，同时也积极开拓非洲市场。公司先后在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塞拉利昂、赞比

亚、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等国开展技术援助项目与人力资源开发等援外培训。目

前，已培训非洲官员和农业技术人员约 3600 人，涉及近 50 个国家。 

这并非隆平高科一家的个体行为。事实上，近年来我国明确提出，支持非洲解决

粮食安全问题，而中方将为此提供强大的“造血”推动力。 

为了更好地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农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自 2012 年

起，由商务部主办、隆平高科承办的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研讨班成为中国与各发展中

国家农业领域一年一度交流合作的平台。研讨班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农业、农机

发展规划，扩大农业合作领域，推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粮食安全、

农业科技交流及农业资源分享事业。 

 

粮食进口国到出口国 

在非洲大地耕耘传“稻”的不只是隆平高科。 

日前，袁氏种业高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袁氏种业”）首次在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

实现杂交水稻规模化制种成功，这批种子将于今年 7 月在马达加斯加播种。早在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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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这家公司便开始在非洲进行杂交水稻的试验示范和品种选育，并于 2012 年成立了

非洲第一家由企业运营的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马达加斯加是西南印度洋中的非洲岛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80%以上，自然条

件优越，气候非常适合发展杂交水稻，且具有种植和食用稻米的传统。在袁氏种业进

入时，由于种种原因，马达加斯加当地农民水稻种植积极性不高，产量无法满足需

求，每年需进口大米约 30 万吨。 

袁氏种业的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本土化项目选址马达加斯加第二大粮食产区安巴

通达扎卡，示范全程机械化农技农艺技术，通过建设配套的水源引水工程、排洪排涝

工程、田间工程，配套建设生产管理用房、农资农机具仓库，严格执行袁氏制定的

《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种植技术规程》，确保两季种植、高产稳产，带动粮食生产的

良种化、规模化、机械化。 

据袁氏种业介绍，通过项目的实施，解决了部分农民的就业，培训了本国的农业

技术人才，培育了该国的杂交水稻种子市场，能实现该国农业本土可持续发展。项目

建成后，粮食单产将提高两倍多，年增产稻谷约 116 万吨，折合年增产稻米 75 万吨，

能有效解决马达加斯加的粮食问题，使该国由粮食进口国变成出口国。 

帮助非洲解决粮食安全，正是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主要任务。 

去年 9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召开，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宣布了对非合作

“八大行动”，确定了新时期中非合作的路线图。农业是“八大行动”的重要内容，中方明

确提出，支持非洲在 2030 年前基本实现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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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rice? Mozambique rice? It's both! 

人民日报 赵丹彤 何洁琼 

 

 

（视频截图）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青年发展研究中心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支持

下推进“全球健康与发展”创新报道项目。人民日报社记者赵丹彤、何洁琼此行赴莫桑

比克实地考察，围绕中非农业合作项目进展及成果开展主题报道。在此次报道行程

中，我们参访了万宝农场、中莫农业示范中心等地，采访了莫桑比克农业部部长、加

扎省农业厅厅长、当地农业专业技术人员等，对中莫农业合作现阶段进展、成果及困

境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在此基础上，精心制作此创意段视频，展现中莫农业合作的

具体执行方式，以及中莫农业合作成果在提升莫粮食产量、维和莫粮食安全、提高百

姓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巨大益处。短视频形式新颖，内容丰富，极具感染力，让人眼前

一亮。 

 

https://peoplesdaily.pdnews.cn/2019/12/31/trending/chinese-rice-mozambique-rice-it-s-both-

113405.html 

  

https://peoplesdaily.pdnews.cn/2019/12/31/trending/chinese-rice-mozambique-rice-it-s-both-113405.html
https://peoplesdaily.pdnews.cn/2019/12/31/trending/chinese-rice-mozambique-rice-it-s-both-1134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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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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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刚果（金）去淘钴 

 

财新传媒 罗国平 

 

非洲中部国家刚果（金）（全称刚果民主共和国）加丹加省一块 3 万平方公里的区

域，是中国矿业公司竞相追逐的热土。 

2016 年下半年，中国一家民营资源企业的投资部总经理张凡（化名）第一次踏上加

丹加省的土地。此后一年半间，他又去了三次。他和他的团队只为一个目的——拿下钴

矿。 

加丹加省富集了全球近半数的钴资源。钴的原子序数为 27，与铁和镍同族，是一种

稀有金属，现阶段年使用量虽然仅有 10 万吨的规模，却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产品电池、

动力电池和合金材料等领域，尤其以镍、钴、锂作为主要正极材料的三元动力电池的大

量使用，拉升了钴的市场消耗量。 

国内金属研究机构安泰科的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电池行业用钴 4.8 万吨，动力电

池用钴量占 16%。从全球来看，整个电池行业用钴量约 7.1 万吨，3C（计算机、通信和

消费类电子产品）电池占 77%，动力电池占 23%。动力电池用钴量年化增速超过 40%，

消费电子产品电池约 3.9%。 

随着中国市场对新能源汽车的热捧，钴作为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的“稳定剂”，价格

随着锂价水涨船高。2016 年初至今，MB 99.3%电解钴每吨均价从 2.4 万美元涨至 9 万

美元左右，涨了 3 倍多。 

不过，钴价飙涨与需求端的增量不成比例，更多来自市场预期。此间两年，全球对

钴的总需求增速仅在 20%左右（按 9%-10%年增速计算），其中新能源汽车电池对钴的需

求量增速约 90%，给市场制造了超出实际的需求假象。 

“新能源汽车的故事很‘性感’，未来可能还有几倍、几十倍的增长，于是钴就变成了

一个‘信仰’，即使短暂被套，但只要拿着，以后或许能赚大钱，这就有了一直拿下去的

信念。”一位有色行业分析师感叹。 

这一“信仰”支撑钴概念上市公司业绩大好：2017 年，洛阳钼业（ 603993.SH / 

03993.HK）净利润 27.28 亿元，同比增 173%；华友钴业（ 603799.SH ）净利润 18.9 亿

元，同比增长 2648%；寒锐钴业（ 300618.SZ ）2017 年净利润 4.5 亿元，同比增长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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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国际（02362.HK）净利润 5343.5 万美元，同比增 746%。 

钴矿的分布十分特殊，形成天然垄断的局面，仅刚果（金）一国就拥有全球一半左

右的钴资源量。刚果（金）的钴矿，又集中分布在加丹加省铜钴矿矿带，这条拥有全球

近 80%铜钴矿的世界级矿带，长仅约 300 公里、宽约 100 公里-150 公里。钴矿多数伴生

于铜、镍等矿产中，蕴藏在铜钴矿中的钴含量更高、更易提取。在其他国家收缩钴矿出

口的背景下，刚果（金）这个人均 GDP 不足 450 美元的国家，贡献了全球 60%以上的

产量。 

上游资源早已被瓜分完毕，且高度集中于少数公司手中。历经周期更迭、几番分合

之后，钴矿产能目前集中于总部设在瑞士的嘉能可（Glencore）、中国的洛阳钼业、哈萨

克斯坦的欧亚资源集团三家。这三家提供了全球 40%-50%的钴矿产量，其中嘉能可一家

独占 23%左右。 

尽管如此，在刚果（金）独特政治经济环境中孕育出来的生产方式——手抓矿，为

想在暴利市场分羹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入场机会。“手抓矿”意指当地居民直接或借助简单

工具，在地表或地下 30 米以内的指定手采区域采选出来的矿产品。通过这一低成本方

式生产的钴矿，比大型矿山便宜 30%左右。 

在垄断的大型矿山和原始的手抓矿之间，张凡更希望控制住部分上游钴矿，以稳定

未来上游供应。他坦承，钴价居高不下，买卖双方收购价格预期差距颇大，“现在不太容

易谈”。他们的竞争对手名单也越来越长，除了已扎根的华友钴业、洛阳钼业等，银禧科

技（ 300221.SZ ）、盛屯矿业（ 600711.SH ）、道氏技术（ 300409.SZ ）、鹏欣资源

（ 600490.SH ）、腾远钴业等多家中国民企，都在近几年赶赴刚果（金）寻找钴矿、扩

张产能。 

张凡一边出海淘矿，一边也隐隐担忧钴的未来需求：在补贴退坡、查处骗补行为等

多种因素影响下，新能源汽车中短期增速仍然未知，市场容量比较有限、不可能出现爆

发式增长；最大的风险来自技术路线选择的不确定性，目前高镍低钴化的电池正在推进

量产，氢燃料电池等不需要钴的电池也在研发之中，这些新技术动向在可预见的未来获

得成功，也是大概率事件。 

但张凡现在仍偏乐观，认为未来五年钴行业发展“可以期待”。同他一样，业内普遍

认为危险还在远方，高镍低钴等钴替代技术也许还需五到十年，钴价既不应疯狂暴涨，

也不会持续断崖下跌。当然，钴企业仍要及早在成本、产业链等多方面进行前瞻性调整。 

相比十年前争抢铁矿石的资源焦虑，中国企业押注钴矿，增添了一份“且行且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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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这片热土最终挖出的是黄金还是砂砾，还需时间检验。 

 

冶炼大扩张 

 

近两年，华友钴业、盛屯钴业、腾远钴业、寒锐钴业、鹏欣资源等民营企业大举扩

产。 

华友钴业是较早一批去刚果（金）建冶炼厂的中国民企。2003 年，华友钴业总裁陈

雪华率队去刚果（金）看矿，拟在非洲实施“资源保障战略”，但因刚果内战、企业缺乏

上游经验等原因暂时搁置了买矿计划。后于 2007 年在刚果（金）加丹加省建成第一座

冶炼厂，到 2017 年下半年，华友钴业在刚果（金）已拥有约 1.2 万吨粗制氢氧化钴冶炼

产能。 

钴产业链主要由上游钴矿石的开采、选矿，中游冶炼加工以及下游动力锂电池、3C

电池等终端应用组成。在上游资源难以进入的情况下，进入粗加工环节是间接拿资源的

“B 计划”。刚果（金）人工便宜，湿法冶炼技术门槛不高，加上原矿石出口政策限制，

中国企业多在当地将钴矿粗加工成钴含量 30%左右的中间品氢氧化钴，再运回国内精加

工成电钴或硫酸钴、四氧化三钴等钴盐产品。 

随着钴市大好，2017 年 8 月和 2018 年 3 月，短短半年之内，华友钴业先后宣布建

设 4000 吨、9000 吨氢氧化钴产能，一年半之内将氢氧化钴冶炼产能翻番。两个项目总

投资在 1.5 亿美元左右。以目前相关企业公布的扩产计划，2018 年至 2020 年，刚果（金）

年均新增的氢氧化钴产能在 2 万吨左右（对应的金属钴产量 6000 吨左右）。 

紧随华友钴业，寒锐钴业、盛屯矿业、银禧科技、鹏欣资源也在 2017 年公布了大

批量扩产计划，新增氢氧化钴产能合计 2.65 万吨，集中在未来一两年投产。 

一名钴业公司投资部负责人对此解释称，新进入市场者希望尽快分利；有先发优势

的企业则想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降成本，再通过投资矿山、锁定矿供应等多种方式保障原

料，以此为基础往上下游延伸，提高产业链竞争力。 

民营企业大举扩产，也有资本市场的助推。华友钴业股价自 2016 年起波动飙升，

从当年年初每股最低 14 元，至 2018 年 3 月最高点达 135.8 元，目前在 92 元上下。2016

年，华友钴业向八名投资者定向发行 5749 万股股票，募资 18.32 亿元，主要用于矿权收

购及开发、扩建氢氧化钴项目等。2017 年 3 月，寒锐钴业在创业板上市，募资 3.26 亿

元，主要用于氢氧化钴生产线建设及钴粉生产线技改和扩建等。寒锐钴业股价同样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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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涨，2018 年 3 月最高点至每股 213.9 元，目前在 120 元上下震荡。 

尽管如此，新进入者仍面临一定门槛。上述钴业公司负责人认为，单纯从商业角度

看，取决于企业的采购、供应渠道的成熟及稳定程度与供应能力，在既有供应商供货量

既定的前提下，要把握切入时机和技巧；从政商关系角度看，刚果（金）政治利益盘根

错节，腐败无处不在，想在刚果（金）做大生意，需触及“接近拿钥匙的人”，但这类代

理人并不好找。 

此外，中国冶炼企业在当地还需要解决基础设施的迫切难题。刚果（金）电力设施

较为落后，电力供应不足且极不稳定，仅能满足不到一半企业的用电需求。当地企业要

获得电力供应，需拿到当地电力企业提供的配额，否则只能使用成本更高的进口电或者

自配柴油发电机组。 

金川国际在刚果（金）的 Ruashi 项目就曾因电力供应中断而影响产量，并长期用柴

油发电机发电。Ruashi 项目 2017 年出产 4638 吨金属钴，2018 年计划出产 5500 吨金属

钴。 

 

4 月 21 日，刚果（金）简易搭建的手抓矿矿坑。行政管制和国际舆论是影响手抓矿产量的主要因

素。图/受访者提供 

 

另据财新记者了解，华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刚矿业）二期项目也因电力不

足迟迟无法开展，需等华刚矿业控股投资的布桑加水电站建成投产后，该项目或才能进

入实施阶段，布桑加水电站于 2018 年 5 月正式开工。二期项目预计每年生产 25 万吨金

属铜、6000 吨氢氧化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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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北京的先丰服务集团（00500.HK）在非洲和亚洲多国开展安保、物流和保

险业务，该公司的刚果（金）公司负责人吴建文向财新记者表示，从长期看，单纯投建

钴冶炼项目风险较大，因钴的产业方向单一，当前价位下，很多从业者都在看空钴，“他

们自己都觉得虚高”。他进一步解释称，实体经营企业最怕暴涨，矿产品投资周期长，企

业也担心在上涨周期入局，“不能成了跟风者”。 

据他介绍，市场热炒之下，土地、人工、税收、转让费等费用都在增加，当前在刚

果（金）建设钴冶炼的成本已远高于 2017 年。不过乐观者认为，相较未来需求，目前冶

炼能力尚有不足，且中国相较西方国家企业在刚果（金）的冶炼成本更低，仍有利可图。 

国有企业的产量释放，集中在 2020 年及之后。今年 3 月和 4 月，中国有色集团先

后宣布启动卢阿拉巴 40 万吨铜精矿粗铜项目以及开采迪兹瓦（Deziwa）铜钴矿，分别

预计在 2020 年实现 2000 吨金属钴（对应约 6700 吨氢氧化钴）、8000 吨金属钴（对应约

2.7 万吨氢氧化钴）的产能。 

 

突围上游 

 

“冶炼能力起来后，怎样保证供应，是下一步的重点。”上述钴业公司投资部负责人

指出。 

刚果（金）自 1908 年初成为比利时殖民地，同年殖民者在当地设厂炼铜，开启了

西方人的开矿之路，后因政局动荡、腐败严重，西方矿业企业在刚果（金）进进出出。

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之后，不少矿企陷入债务危机，为中国企业在当地布局提供了

机会。 

嘉能可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钴矿贸易商和生产商，在钴领域拥有垄断地位，其在 1974

年以贸易商身份起家，发展至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贸易商和生产商之一。 

嘉能可手握全球储量最大的两个钴矿山：Katanga 铜钴矿和 Mutanda 铜钴矿，合计

钴金属储量 180 万吨左右，约占全球总储量的 25%；2017 年，嘉能可钴产量为 2.74 万

吨，占全球总产量 23%。 

大型矿山也有中国人的身影。2016 年 5 月，洛阳钼业从全球最大的铜业上市企业美

国自由港集团（Freeport-McMoRan）手中获得 TFM（Tenke Fungurume Mining）铜钴矿

56%权益，交易对价 26.5 亿美元，2017 年洛阳钼业再获 TFM 24%股权独家购买权，实

际享有 TFM 80%权益，由此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钴供应商。TFM 铜钴矿拥有已探明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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钴经济储量分别为 376 万吨和 51 万吨。2017 年，洛阳钼业钴产量为 1.64 万吨，占到全

球总产量的 12%。不过洛阳钼业的钴矿需优先供应自由港集团的冶炼厂。 

早年与刚果（金）交集较多的中国国有企业也在此间拿到部分矿权。如在 2007 年

12 月的政府基建换资源项目中，华刚矿业获得一个世界级铜钴矿的采矿权，拥有铜金属

储量 855 万吨、钴金属储量 51 万吨的华钢矿业由中铁资源控股。此外，金川国际、中

色集团、万宝矿业等国有集团也在金融危机后不断购入矿山，拥有钴金属储量至少在 35

万吨、40 万吨、60 万吨、45 万吨。 

对民营企业而言，进军上游并不算明智之举。前述钴业公司投资部负责人介绍，上

游资源资金投入比较大，周期比较长，见效比较慢，民企上游投资风险很大。进军上游

需有很好的技术、资金和经验储备。 

在刚果（金）布局较早的华友钴业投资节奏把握较好，在 2007 年建完第一个冶炼

项目之后，2008 年又入手刚果（金）KAMBOVE 尾矿。七年后的 2015 年，华友钴业通

过定增融资，以 5200 万美元入手 PE527 矿区，两个项目钴金属储量合计在 7 万吨左右。

2015 年，华友钴业亏损 2.46 亿元，2016-2017 年转亏为盈，分别实现 0.69 亿元和 18.96

亿元的净利润。 

近两年进入刚果（金）的企业已难有这样的机会，一名了解华友钴业的人士认为，

大矿山依然掌握在大公司手里，剩下的矿山小又分散，在当前高价位下，觊觎矿山资源

的企业越来越多，买卖双方很难在价位上达成共识，效益好的矿山也没有卖的意愿，真

正有交易机会、出售意愿的好项目很少。 

对像洛阳钼业、华友钴业这样较早进入市场的企业，未经勘探、储量未知的项目不

在考虑范围内，主要争取主流矿山，中游矿山也是主要关注对象。 

对于收购刚果（金）自由港钴铜矿资产，洛阳钼业一名负责人向财新记者表示，公

司目标是收购成熟的在产矿山，不考虑“绿地项目”和“棕地项目”，因为风险大、成本不

可控，还会耗用大量的现金流。 

至于洛阳钼业为何选择收购钴矿而非锂矿？上述负责人称，虽然也看好电动车未来

的发展，但是锂容易放量，在国内资源回收市场没有起来之前，资源还是集中在刚果（金），

因此考虑进入钴矿上游。适逢 2016 年各类大宗商品和金属价格处于低周期，收购标的

的母公司为缓解现金压力剥离资产，公司才得以在低位抄底。但他也坦承，这样的机会

可遇不可求，“中国企业能买到的好东西还是少，要从国际大公司手里收购矿产，堪比虎

口拔牙。只有对方揭不开锅的时候才能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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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谈不下矿的张凡团队，开始尝试改变交易结构、创新投资模式，通过租赁、合

营、包销、EPC（工程总承包）等其他形式介入矿山。中色集团即通过为刚果（金）RTR

项目提供 EPC 服务，有望获得项目 15%左右股权。 

 

 

2015 年 5 月 31日，刚果（金）钴矿矿井，矿工从泥浆和岩石中分离钴矿。 

 

了解刚果（金）的一名钴企负责人介绍， 在刚果（金）当地，中国的民营企业“圈

地运动”火热，很多企业通过向拥有开采权的个人或企业租借开采权，或者获得经营权、

独家采买权，以此获得稳定的上游供应。2018 年上半年，鹏欣资源即与刚果（金）国家

矿业公司（Gecamines）就 PE1078 铜钴矿签署了 25 年的租赁开发协议。 

2017 年开始，不少企业通过收购公司股权参与矿山开发。如 2017 年 12 月，华友钴

业以 6630 万美元收购 Lucky Resources 51%股权，该公司通过租赁方式持有刚果（金）

第 13235 号采矿证，华友钴业可获得 Lucky Resources 的经营管理权。盛屯矿业、鹏欣

资源、合纵科技等企业也先后入股英国、澳大利亚、赞比亚等国家的矿业企业以介入钴

矿产资源。 

也有企业勇于去吃“绿地项目”的螃蟹。“绿地项目”又称“创建投资”，需要外国投资

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本创建企业，并完全承担经营风险。 

2018 年 5 月，主营高分子材料制造的银禧科技宣布以 420 万美元获得刚果（金）

12337 钴矿采矿权，据其披露，目前，该矿权尚在勘探阶段，储量不明晰，开发还需一

定时间，该公司作为行业新入者，仍面临管理能力较弱、经验不足等经营风险。 

中企进军刚果（金）淘钴，还要经受法律变动带来的考验。今年 3 月，刚果（金）

新矿业法颁布，从 6 月开始实施，取代了 2002 年颁发的矿业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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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矿业法，矿业权使用费将全面提高：金、铜等普通金属由 2%提高到 3.5%，

若一种金属被指定为“战略性资产”，费用则上涨到 10%；对矿企超额利润征收 50%的税；

采矿权有效期从 30 年降为 25 年等。据英国金融时报、彭博等外媒报道，钴将被指定为

刚果（金）的战略资产。钴的矿业权使用费将由原先的 2%上升到 10%。税收提升意味

着许多矿企未来开采成本将被提高。 

一名洛阳钼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目前尚无具体的财务计算方法，以及不太

清楚超额利润征收 50%税的征收方式。故当前无法测算公司矿产的开采成本大概会增加

多少。 

瑞银在 6 月 14 日发布的一份评级报告，将洛阳钼业列为“沽售”，原因是刚果（金）

矿业法已签署落实，或会令铜及钴的特许权使用费分别由 2%提升至 3.5%，甚至高至

10%，刚果（金）还计划将超额利润税提升至 50%，而目前税率为 30%。在此情况下，

将洛阳钼业 2018、2019 年的盈利预测分别下调 8%和 14%。 

 

手抓矿难题 

 

钴矿扩产的动力，来自丰厚利润的诱惑。在嘉能可推行加工费模式的背景下，缺少

矿山资源的民营企业主要仰赖手抓矿获取利润空间。 

刚果（金）的钴矿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大型矿山，适宜机械采掘，这类矿山产量

大概占总产量 50%；第二类是永久性小规模矿山，一般要求先用机械剥露矿床，再由人

工开采；第三类即手抓矿，部分小型矿床和不规则矿体较适合纯手工开采，产量占比约

20%。 

因产品价格较低，后两类正是中国民营企业近年进入刚果（金）建设冶炼项目的主

要钴矿石来源，又以手抓矿占大头。安信证券有色金属研究团队的数据称，过去几年，

手抓矿年产量约 1.5 万至 2.5 万吨。 

业内人士介绍，手抓矿一般根据 MB 低级钴报价，折价系数介于 0.4-0.6，而常规大

型矿山一般是 0.85-0.9，因此手抓矿总体便宜近 30%。MB 钴报价由独立报价机构英国

金属导报（Metal Bulletin，MB）提供，在询问贸易商、供应商的基础上给出金属钴价格

基准，是全球钴产品价格的参考标准之一。 

矿石来源对冶炼企业利润影响较大。寒锐钴业于 2018 年 3 月回复深交所年报问询

时介绍，2016 年，公司钴产品毛利率 21.88%，略高于华友钴业 4.2 个百分点，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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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矿石源头有所差异，寒锐钴业原材料主要来自在刚果（金）租赁开采、收购的铜钴矿

石，华友钴业除向当地矿业公司、贸易商采购外，还会向嘉能可等国际矿业公司或大宗

商品贸易商采购。一位在华友钴业工作的人士介绍，嘉能可采取加工费模式，给冶炼企

业的利润空间十分有限。 

除了价格，品位是影响企业选择的因素之一。寒锐钴业曾披露，其生产工艺只能接

受 4%以上的钴矿石，暂不具备处理 3%以下低品位矿石的能力，故无法直接使用矿山

供应的原矿石，但市面上加工过的精矿成本较高。个人开采的矿石选择性地按照矿脉走

向定向开采，开采后进行现场人工分选，出产矿石品位较高，钴矿石品位一般在 3%-12%

不等，较为经济，是当地众多中小矿企的主要来源。 

刚果（金）的手抓矿存在已久。持续数十年的战争冲突以及政治内乱，刚果（金）

经济落后，在矿业体系成熟的加丹加省，手抓矿是当地人的生计之一。老百姓将手抓矿

卖给中小贸易商和合作社等渠道，再转卖至更大的企业。 

手抓矿是被刚果（金）法律允许的，采矿工须是获得手工开采证和批发商执照资格

的刚果籍成年人。即便刚果（金）在 2018 年颁布了新矿业法，财新记者对比新旧两版

矿业法发现，手抓矿都被法律许可。 

资源国行政管制和国际舆论对社会责任的关注，是影响手抓矿产量的主要因素。长

期关注钴领域的上海隽朴投资管理公司董事合伙人张锦华介绍，手抓矿是公共矿源，由

矿业部长指定手工开采区后再由民众开采，手工开采区一部分由国家划定，一部分由民

众偶然发现所得，因此来源并不稳定。 

 

 

矿工等待接收废料，将钴矿从石块中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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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抓矿曾因使用童工以及工作环境恶劣广受国际舆论谴责，一度波及中国钴企业。

民间人权机构大赦国际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曾在 2016 年就此问题发布报告称，

约有 4 万名童工参与钴矿处理工作，且矿工安全得不到基本保护措施，并将矛头直指华

友钴业，称其大量购买儿童开采的钴矿。 

霎时间，华友钴业被国际舆论推上风口浪尖。多家锂电池下游客户对外表示，敦促

其改进供应链管理。一名在华友钴业工作的人士坦承，彼时手抓矿舆论确实给公司带来

了很大压力。 

随后， 华友钴业先后发布《环境、健康与安全（EHS）政策》《关于负责任全球钴

供应链的尽责管理政策》等十数份文件，表示要推动建设负责任的手抓钴矿供应链，组

织第三方对供应链进行审计，安排人员进行跟踪管理。多名业内人士指出，华友钴业收

购了刚果（金）一半以上的手抓矿。 

国际舆论对手抓矿的关注，当地政府和企业加强供应链管理的压力，这些都在影响

手抓矿的产量。但不可回避的是，刚果（金）的社会发展状况和就业需要，决定了手工

或半机械化开采活动将长期存在下去。寒锐钴业的招股说明书解释，一方面，刚果（金）

的道路、能源以及工业基础设施落后，矿山开发的投资规模和风险较大，大面积机械化

开采发展缓慢，而手抓矿开采方式非常灵活，可以对价格作出迅速反应；更为现实的是，

短时间内，少数几家机械化采矿企业无法吸纳众多以手抓矿为生活来源的矿工。 

 

钴的未来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光环下，钴成为明星金属。多家机构几乎都在预测新能源汽车行

业将蓬勃发展，未来钴供应可能短缺，看多钴行情。 

不过，从今年二季度开始，暴涨了两年的钴价开始走跌。MB 报价显示，5 月初至

今，电解钴报价从 9.7 万美元/吨跌至 8.9 万美元/吨，跌幅约 8.9%；伦敦金属交易所（LME）

钴报价从 3 月下旬 9.5 万美元/吨高点下跌至今的 7.45 万美元/吨，跌幅超过 20%；国内

钴价也从 4 月下旬的逾 66 万元/吨（约 10.43 万美元/吨），跌至约 51 万元/吨（约 7.68 万

美元/吨），跌幅近 23%。 

上海有色网分析师洪璐向财新记者表示，近期钴价下跌，一方面是下游 3C 电池、

锂电池等厂家采购意愿不强，以及受到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影响；另一方面，投机市场

及囤货商心态不稳，看涨情绪不足。钴价今年大概率持续震荡格局，长期来看，市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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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钴原料供过于求的担忧。 

国际咨询机构伍德麦肯兹今年 3 月发布报告指出，从嘉能可、欧亚资源等公司的新

增供给来看，2019 年至 2022 年可能出现钴供给过剩的情况。预计今年钴均价每吨逾 7

万美元，2019 年价格将回落至 5.5 万美元。到 2020 年和 2021 年，价格将进一步下跌至

每吨 3.3 万美元。 

历史上，类似供需情况影响金属价格大幅涨跌的情况不止钴一种。2000 年前后，市

场对电子行业有快速发展的预期，一种名为“钶钽铁矿”的金属矿曾经一度从 91 美元/公

斤暴涨至 590 美元/公斤。钶钽铁矿是一种含有铌和钽的金属矿，广泛用于制造高科技产

品，如移动电话、DVD 播放机、PS2 游戏机等。 

价格高峰是短暂的。很快，钶钽铁矿的价格在 2001 年崩溃，又暴跌至原来 100 美

元/公斤的水平。海牙战略研究中心分析，价格暴跌因为超额库存叠加电子行业需求下滑，

以及部分下游应用领域出现了替代钽金属的技术。 

锂电池所需的主要金属材料锂，也正在经历暴涨过后的走跌。2017 年，国内电池级

碳酸锂市场价格最大涨幅达 47.54%，一度逼近高位价格 18 万元/吨。碳酸锂是动力电池

的重要原材料。但从今年 3 月底以来，国内电池级碳酸锂价格下跌近 20%。洪璐认为，

同钴一样，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也在影响着锂的采购需求，电池生产商对于上游原材料

的采购会更加谨慎，进而反映到价格。 

综合来看，行业发展、技术路径和政策变化，都对金属需求影响显著，钴也不外乎

此。 

 

钴材料不会一直是新能源材料的主导，现在电池厂和科研院所的研发趋势是高镍低钴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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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前钴价走跌，但相比两年前仍有 4 倍涨幅，在高价钴之下，许多汽车厂商与

动力电池公司开始转向高镍低钴电池的研发和推广，降低钴的需求。 

此外，新能源汽车发展会否达到预期尚未可知。但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变化，已对

锂电池研发方向有了影响。目前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提高了电池对续航里程的要求，

电池系统能量密度成为补贴高低的核心系数，这意味着厂商有动力寻找替代钴的技术。 

2018 年 2 月，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调整

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鼓励高性能和低能耗的高端车型。续

航里程越低的车型补贴退坡幅度越大，续航里程高的车型补贴不降反升。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三元动力电池因能量密度高、导电率高等优势，近年在新能源

乘用车上被大力应用。三元电池需要镍、钴、锰三种元素，它们根据不同的用量比例，

具体可细分为 111 型、523 型、622 型和 811 型等，型号越靠后，钴占比越低。 

寻求替代钴的电池技术中，高镍三元 811型的高镍低钴电池是业界目前的研究重点，

正在推广中。该类型电池在能量密度上具有明显优势，但还有一定的技术门槛。 

俄罗斯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学材料学院教授王庆生介绍，高镍三元 811 型电池

在安全稳定性和热稳定性方面存在隐患，大规模应用仍需要一段时间。如今使用最多的

还是 333 型和 523 型电池，在当前技术下，这类电池稳定性相对比较好，市场竞争力比

较大，不过含钴量相应也比较多。 

他还同时认为，钴材料不会一直成为新能源材料的主导。现在国内外电池厂和科研

院所的研发趋势是高镍低钴路线，比如三元材料从最初的 333 型到目前的 811 型，已经

把钴从占比 30%调整到 10%甚至更低。此外，新型电池技术也在不断发展，未来新型燃

料电池、金属空气电池都将成为可能。 

 

（财新记者黄凯茜 、实习记者程子姣对此文亦有贡献） 

 

注：《财新周刊》原标题为：到刚果（金）去淘钴 

http://weekly.caixin.com/2018-07-14/101302916.html?p0#page2 

  

http://weekly.caixin.com/2018-07-14/101302916.html?p0#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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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的非洲故事 

 

人民日报 王欲然 

 

 

 

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这项关乎中国发展命运的基本国策与万里外的非洲大

陆有何联系？是该项目创作立意所在。摄制组在前期策划中吸收了驻非记者、原驻外

大使、学者等多方经验，选择了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肯尼亚、坦桑尼亚四个非洲国

家作为拍摄蓝本，以铁路、工业园、港口、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高新科技企业、电子

商务平台、公益慈善组织为线索，策划出《情意难忘：中非少年隔空传递爱》《中非创

客：我的未来不是梦》《共建共享：中非列车驶向振兴路》及《一粒改变非洲的种子》

（2019 年 1 月播出）《在非洲落地开花的中国制造》（2019 年 1 月播出）《中国与非

洲：我们始终在一起》（2019 年 1 月播出）六集短片。我们创作的短片围绕着“改革开

放催化中国创造发展奇迹，中国与非洲关系从而发生微妙变化”为主线，着重刻画出

“解放思想后的中国青年走入非洲，帮助非洲贫困儿童实现梦想。”“从坦赞铁路到亚

吉、蒙内铁路，中非合作一直走在共赢大道上。”“中非贸易已从基础的商品买卖转变

成高新科技和电子商务的新模式贸易，”等思想。在我们的短片中，虽然有“亚吉铁

路、蒙内铁路、东方工业园”这类媒体报道中的“网红”项目，但我们通过梳理项目与改

革开放、中国对外发展间的联系，给“网红”项目又注入新的内涵。同时，我们在短片

中吸收了在贫民窟支教的中国志愿者和在非洲从事电子商务的中国青年这样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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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短片在对内对外传播方面有了新血液。 

 

http://bbs1.people.com.cn/2019zfgs/index.html 

 

 

 

 

（视频截图） 

 

  

http://bbs1.people.com.cn/2019zfg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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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创业者的中国探索 

 

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薛红霞 

 

 

（视频截图） 

 

2018 年 9 月，为配合报道中非合作论坛，展示中非合作进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

际频道播出了特别节目《非洲创业者的中国探索》，讲述了 3 位非洲青年创业者感受中

国发展、共享合作成果、共建中非未来的故事，体现了“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是通过肯尼亚青年女总裁体验中国物流的故事，展现中

国物流行业的科技与智慧；二是通过华裔青年丹尼尔实地探访农村电商服务站的故

事，体现中国农村的飞速发展；三是通过南非创业者贝森在体验无现金支付及城市黑

科技的故事，展现中非合作科技创新的前景和机遇。节目播出后得到热烈反响，相关

短视频在微博、今日头条等平台上进行二次传播，获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

YouTube 精选、思想聚焦等微博大 V 转发，两天内视频点击量达 55 万，体现了民心相

通的中非纽带，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30999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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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非洲》系列微视频 

 

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新媒体 司楠 王雪靖 王凯琳 

 

 

（视频截图） 

 

航拍系列原创微视频《鸟瞰非洲》共计 12 集，全面展示中非合作项目在非洲大陆

的落地与发展。系列得到外交部非洲司及各相关驻外使馆的高度赞扬，并获外交部中

非论坛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直通非洲”的全系列转载。系列视频通过中非合作重点项目

充分揭示中非长期友好、命运休戚与共、中非发展互为机遇的主张。同时紧扣融合报

道，新媒体部将纪录片摄制组运用无人机拍摄的航拍素材进行碎片化编辑，以非洲最

具特色的十二个国家为切入点，从自然风光、生物资源、历史人文等角度，配以非洲

特色音乐，全景式展现了非洲国家的风土人情，为新媒体用户带来极佳的视听体验。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414e30457a4e79457a6333566d54/index.html  

 

Fly over Africa: The Republic of Uganda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674e34457a4e79457a6333566d54/index.html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674e34457a4e79457a6333566d54/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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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 over Africa - the Republic of Zimbabwe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414e30457a4e79457a6333566d54/index.html 

Fly over Africa: The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thiopia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674e3341444f79457a6333566d54/index.html 

Fly over Africa: The Republic of Cote d'Ivoire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674e304d544f79457a6333566d54/index.html 

Fly over Africa: The Republic of Cameroon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414e35457a4e79457a6333566d54/index.html 

Fly over Africa: The Republic of Guinea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514e7a4d444f79457a6333566d54/index.html 

Fly over Africa: Republic of Malawi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514d7741444f79457a6333566d54/index.html 

Fly over Africa: The Republic of Congo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774d7955444f79457a6333566d54/index.html 

Fly over Africa: The Republic of Kenya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414e7955444f79457a6333566d54/index.html 

Fly over Africa: The Republic of Mozambique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774d7a637a4e79457a6333566d54/index.html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414e30457a4e79457a6333566d54/index.html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674e3341444f79457a6333566d54/index.html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674e304d544f79457a6333566d54/index.html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414e35457a4e79457a6333566d54/index.html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514e7a4d444f79457a6333566d54/index.html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514d7741444f79457a6333566d54/index.html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774d7955444f79457a6333566d54/index.html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414e7955444f79457a6333566d54/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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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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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 九语种纪录片《与非洲同行》 

 

CNC（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 王潞 

 

  

（视频截图）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之际，中宣部“纪录中

国”项目、新华社拍摄制作的大型纪录片《与非洲同行》全球同步推出。 通过记录发

生在普通非洲人身上的一个个生动细节，讲述中国与非洲真诚合作、命运与共的感人

故事。 纪录片《与非洲同行》上集涉及塞内加尔、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

南非等国，5 位非洲主人公向观众展示了发生在身边的中非合作项目，讲述了他们自己

与中国朋友的故事。纪录片《与非洲同行》下集涉及加纳、乌干达、坦桑尼亚、津巴

布韦、埃塞俄比亚等国，5 位非洲主人公向观众展示了发生在身边的中非合作项目，讲

述了他们自己与中国朋友的故事。在加纳，中国建设者在扩建港口的同时，保护了上

万只小海龟。在乌干达，电影导演看上了中国架设的卫星电视，拍出了自己的功夫电

影。在坦桑尼亚，一名婴儿在中国医生手中顺利出生。在津巴布韦，中国志愿者为大

象戴上追踪项圈，助力非洲反盗猎行动。在埃塞俄比亚，列车员姑娘努力成长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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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建的非洲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的乘务长。 

 

https://v.qq.com/detail/s/sdp001fq9g2hvif.html 

 

 

 

（视频截图） 

 

https://v.qq.com/detail/s/sdp001fq9g2hvi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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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生卧底非洲野味市场：穿山甲遭灭绝性捕杀，微信下单，

次日送货到家 

 

凤凰周刊 卢伊 

 

这是一幅在国内菜市场绝无可能看到的景象： 

鳄鱼的爪子如囚徒般被背起，数道细绳束住四肢和尖牙，胆大的孩子不时拨弄尾巴

玩耍，它无力反抗，只等屠夫手起刀落，“嘭”地一声，一颗头颅被抛入草丛。 

木条拼成的案板上，一只黑褐色的“乳猪”刚停止呼吸，黑人麻利地净膛，拎起尾巴，

丢进柴堆中，待烧去毛发，再下锅烹煮。 

王洁事后才知道，这是种大老鼠，卖给中国人吃的。她看到成麻袋的巨蜥，盛满脸

盆的乌龟，但是没有看到穿山甲。 

 

小渔村市场一位野味贩子展示净膛的“乳猪”，这其实是当地一种大型鼠类。 

 

左顾右盼中，黑人围上来了，一段肉条在他手中摇晃，一头圆，一头尖，表面光滑，

皮毛尽去，王洁像一台宕机的电脑，数秒后才反应过来，这就是她要找的穿山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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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现在吃，还是带回去？”厚嘴唇的黑人问，英语掺着浓厚的西非口音。 

他脚边的锅里，水一直滚着，蒸汽一跃而上，烫得眼前空气直抖。 

 

 

2019 年 3 月 22 日，尼日利亚拉各斯小渔村市场，案板上被反绑的鬣蜥备受华人食客青睐。 

 

动物保护志愿者王洁至今都忘不掉这些场景，从她第一次踏足西非大陆开始，一切

像是失控了。 

 

野生动物的地狱，食客的天堂 

 

2019 年 3 月 14 日，王洁舍下忧心的老公和 3 岁的女儿，只身前往尼日利亚，为的，

是打探当地穿山甲猎食和买卖情况。 

动保圈里，年过 30 岁的她是老志愿者了，作为国内一家知名护鸟组织成员，她时

常往返山林河畔，解救被细网缠缚的野鸟。 

关注穿山甲，也有 7 年。自她在科特迪瓦眼见“中国人杀穿山甲，吃穿山甲”，便开

始留意其生存状况。这两三年，新闻看得多了，王洁渐渐摸出了套规律：中国海关历次

查获的走私穿山甲活体和鳞片，均出自尼日利亚。 

她决定亲自去看看。 



 38 

王洁的目的地，在拉各斯，一座位于尼日利亚西南的港口城市，昔日的首都，如今

的经贸中心。 

作为非洲最大的城市，拉各斯拥有西非最先进的港口，每月，近 2.6 亿元货物由此

启航，发往世界各地，其中也夹杂着种种违禁品，可能是冰毒大麻，也可能是象牙和穿

山甲。 

王洁的朋友在拉各斯经营一家中餐厅，是唯一知情并支持她的当地同胞。他既充当

翻译，联系司机，因为当地时有绑架案发生，他还特地从当地警局雇来一名持枪武警，

全程随行保驾护航。 

经朋友牵线，王洁接触不少当地华人，有侨居的，有打工的，也有经商的，涉猎行

业涵盖木材、采矿、通讯、建筑、商品贸易等。他们是尼日利亚社会的佼佼者，即便是

“层次最低”的打工仔，月薪起码也有 1 万块。 

对外，王洁的身份一律是打工妹，对拉各斯的一切充满好奇，跃跃欲试，包括华人

的最爱——野味，这让她很快和当地从事野味生意的人打成一片。 

“中国人在当地很喜欢吃野味，只有你想不到的，就没有他们不吃的。”聊天中，他

们告诉她，哪些地方可以“合法”交易野味，野味怎么烹调最好吃等等。还有人热情地表

示，穿山甲很便宜，可以请客。 

朋友圈里，他们也毫不避讳地分享猎食野味的经历。 

有人晒出视频，一名黑人向其兜售两只麂子，要价 1.8 万奈拉（约合人民币 336 元），

华人嫌“太贵”，言语中流露着不满。也有人发现其他华人抓到野山鸡后，评论说，“有好

口福了！” 

其中，也不乏穿山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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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20 日夜，尼日利亚拉各斯，王洁通过当地野味贩子 Alasan购买的两只穿山甲不幸死亡。 

 

 “为什么我的同胞在中国已经把穿山甲吃到（濒临）灭绝了，（还要）在尼日利亚大

量食用穿山甲？”王洁想不通。 

她先后问了二十多人，他们说，国内不让吃，偷食又贵，尼日利亚便宜。“我为什么

不吃？”他们反问。 

王洁又问，好吃吗？他们摇头，穿山甲尤其难吃，气味腥窜，食之寡淡，但考虑到

能“大补”，忍忍也罢。 

除了猎奇，野味的药用价值也备受华人看重。 

它们多源自传统中医、民间偏方和口口相传的传说，如兽骨善治骨伤，犀角可御高

热，鳄鱼肉“至补益”，龟甲龟血均能养血活络，就连蜥蜴都有防癌奇效，而活血化瘀的

“老鼠屎”五灵脂，甚至还入选过高中教材。 

而被《中国药典》记载主治乳汁不通、中风瘫痪的穿山甲鳞片，一到尼日利亚，又

被安上抗癌、壮阳、治皮肤病等多种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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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穿山甲鳞片常以约人民币 190 元/千克价格售卖。 

 

最讽刺的是，尽管前有中国人发明抗疟神药青蒿素，但在此地，这个全球疟疾疫情

最重的国度，仍有数量众多的中国人，迷信穿山甲才能保护他们免于得病。 

 

“你是中国人，你是不是要买穿山甲？” 

 

在当地华人圈里，拉各斯的野味市场是出了名的。 

不到一周时间，王洁便摸清，几乎所有线索都指向同一个地方：小渔村。 

从城市向海岸线行驶 3-4 个小时，便可抵达这个原以海产闻名的集市。你会看到女

人们背着婴孩，下身浸在水中看顾鱼虾，男人则多赤脚或着拖鞋，踩在黄色的土地上揽

客。 

两三元能买一条巴掌大的黄鱼，不到 200 元可拎走一筐龙虾，都刚捞上来不久，十

足新鲜。 

不知何时起，野味取代水产，成为这里最负盛名的特产，也是当地人脱贫创收的快

车道。 

仅看穿着和手机便能轻易分辨哪些是渔民，哪些是野味贩子。他们只卖不吃，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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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足抵得上当地渔民一月的工钱。 

用一些人的话说，“中国人到这里是一定要买穿山甲的”。 

3 月 22 日，王洁头次去时，轿车还没停稳，野味贩子们便围上来，用不大流利的中

文推销。 

“你是中国人，你是不是要买穿山甲？”“今天的穿山甲已经卖没了。” 

王洁不甘心地转了一圈，便遭遇了开头那番惨景。 

两周后得 4 月 8 日，是个星期一，王洁一早动身，抵达小渔村时，刚好中午。可这

次，她还是迟了，穿山甲只剩一只了。 

一个娃娃脸的黑人贩子是它的所有者，他看起来只有 20 岁出头，脚踩一双拖鞋，

胸前的象牙佛牌摇摇晃晃。 

“如果你昨天来，会买到更多。”娃娃脸说。 

勤劳的中国人周一到周五都忙工作，只有周末才买穿山甲吃。为此，小贩们最早从

周五才开始“上货”，去野外捕或从外地调，小渔村市场这才热闹起来。 

昨天，和以往任何一个周日一样，华人络绎不绝，穿山甲供不应求，有多少卖多少。 

娃娃脸一个人就卖了五只，筐里这只，还是早上现抓的。 

它团在一个绿色的镂空塑料筐里，无处可躲。 

 

 

2019 年 4 月 8 日，野味贩子娃娃脸将穿山甲放入塑料筐中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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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毒辣，气温直逼 34 摄氏度，这对夜行穴居的穿山甲，无疑是致命的。不过无

妨，反正几分钟后，贪心的食客就能送它解脱。 

娃娃脸熟练地掀开塑料筐，将穿山甲放在地上，让王洁“验货”。 

穿山甲鳞片竖起，紧紧团着，一动不动，像是死了。娃娃脸有些不耐烦，揪起尾巴

甩了几下，穿山甲这才打开身体，露出浅色的肚皮和短小的四肢。 

 

 

一名野味贩子公开贩卖鳄鱼和穿山甲，他身后的持枪警察根本不管。 

 

王洁没忍住，尖叫起来，娃娃脸这才将穿山甲放回地面，他捏住头部一滚，把穿山

甲盘成团，塞回筐中。 

见王洁不想买，娃娃脸转而推销起穿山甲鳞片，每公斤 1 万奈拉，折合人民币不足

190 元，每月可供货 200-500 公斤，这个数量需要杀死 300 只到 1250 只穿山甲才行。 

中国女生卧底非洲野味市场：穿山甲遭灭绝性捕杀，微信下单，次日送货到家 

尼日利亚，穿山甲鳞片常以约人民币 190 元/千克价格售卖。 

这样的“大买卖”，娃娃脸毫不意外，“有华人做走私生意，他们会把鳞片卖到全球各

地。”他说。 

没人会管。 

王洁眼见一个黑人警察就在一旁张望，她雇佣的武装警察也视若无睹，他们早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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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尼日利亚，穿山甲鳞片常以约人民币 190 元/千克价格售卖。 

 

即便以缉私闻名的海关，在尼日利亚也相当怠惰。一名知情人向她透露，华人大量

采购穿山甲鳞片后，多以集装箱海运方式走私各国，包括中国，“只要拿钱打点，不管什

么都能运出来。” 

回到城区，已近傍晚，王洁心痛又害怕，她想回家，可调查刚刚开始，还不能收手。 

 

穿山甲也有互联网+，前天微信下单，次日送货到家 

 

除了小渔村，拉各斯的“摩洛哥市场”，也备受华人青睐。 

这里规模更大，货品也更丰富，除传统服饰、食品和手工艺品，你甚至能买到大象

的鼻子、狒狒的头颅。 

王洁也看到整街售卖的象牙和犀角，它们多被做成镯子、手串、佛牌、观音像等，

显然，华人是这里最大的主顾。 

 

“你要不要穿山甲？”黑人贩子开始揽客了，王洁惊讶于他中文流利，停下脚步，她

没看到穿山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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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贩子晃晃手机，示意她先加微信再说。他叫 Alasan，一个主营产品丰富的野味

贩子。 

其微信朋友圈背景，是一张黑人女性面朝大海、侧对镜头的照片，她身材丰腴，看

不出年纪。照片下方，则有一个“萌萌哒！”的中文贴纸。 

王洁推测，Alasan 同华人打交道已久。 

凡他经手的货品，都能在其朋友圈里找到：鲜笋大小的犀牛角和象牙，成麻袋的干

海马和穿山甲鳞片，还有异常粗壮的方形原木和紫水晶。 

每个月“上新”1-2 次，只有图片，没有货品说明，也不公示价格，想买，私信联系才

行。 

微信上，Alasan 推销个不停。他发来照片，两只穿山甲团在一个大笼子上，笼子由

铁丝和钢筋盘成，边上还有双黑人男子的脚丫，王洁不知道是不是 Alasan 的。 

“今天有两只，你要不要？可以送货上门。”Alasan 强调。 

王洁心软了，她想到，如果自己不买，这两只穿山甲迟早也会成为其他华人的盘中

餐，便买了下来。 

次日下午四点半，Alasan 和一名长相凶悍的男性同伴来了。 

穿山甲被包裹在两层编织袋里，外面那层，居然印着“五得利面粉集团 麦粉 910 粉 

5kg×5 袋”，里面则有“CHIKUN”等英文标识，这与 700 多公里外，位于尼日利亚中部郊

区的基孔村同名。 

凶悍脸解开袋子，抖出两只穿山甲，他粗暴地连踢带踩，想证明货还新鲜，可穿山

甲一动不动，像是死了。 

“这是活的？”王洁疑惑。 

“对呢。”Alasan 中文说得不错，凶悍脸似也听懂了，他极有默契地拎起其中一只，

抖开，丢在地上，再踩住尾巴，穿山甲终于动了。 

“以后，如果我还要穿山甲，还有么？”王洁问。Alasan 点点头，他说，穿山甲个头

越大，售价越高，但这次抓的太小，只值 1.5 万奈拉，约合人民币 300 元。“还有大的，

很大很大的，两万五（奈拉）。”他比划着，约半米长。 

“我要 one、two、three、four、five，都有？”王洁试探。 

“都有都有，穿山甲还有 5 个。”Alasan 顿了顿，又改口说：“10 个，不，20。” 

其实，同样的问题，王洁后来也问过其他活跃于微信的黑人贩子，但据他们说，穿

山甲不是每天都能捉到的，每人每月最多能抓 10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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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穿山甲，还有鳞片和犀角，后者 1 斤就要 2 万美元，也能送货上门。不过，最

终，王洁只买下两只穿山甲。 

她本打算次日一早去放生的，可还没等天亮，它们便满身臭气，死透了。“我犯了一

个低级错误。”王洁悔死了。 

 

“如果再吃下去，穿山甲就真灭绝了” 

 

每年前往尼日利亚的游客超过 350 万，签证签发量中，中国仅排第三。但一个月调

查下来，王洁发现，只有中国胃，才装得下如此庞杂的野味。 

“我感觉到当地野生动物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华人就像吃一只鸡一只鸭那样简

单。”其中，不乏一些中资企业的领导和员工。 

一次攀谈中，有人突然问她怎么老问穿山甲，怀疑她此行动机不纯，王洁吓坏了，

她怕对方曾参与穿山甲走私，搪塞几句，没再深入。 

危险远不止此。一次外出调研途中，王洁的轿车出了刮蹭事故，对方来势汹汹，下

车准备干架，王洁的司机和武装警察也掏出枪支，准备应战。混乱中，有人朝天开了枪。 

王洁躲在车里，感觉自己撞上了大片现场，恐惧又无助。 

车门大开，绑架轻而易举。从那以后，她开始怕了。但她并不后悔，“如果我不去，

没人去揭露真相的话，（对）穿山甲的伤害也不会停止。” 

连日的奔波就着暑热，日子飞快，眼见签证就要到期，王洁决定回国。 

回国的第 6 天，她参加了一场保护穿山甲的宣传活动。 

会上，她仍表现得极为谨慎：墨镜、口罩和鸭舌帽，将娇小的脸庞裹个严实，白色

的宽松外套也有助于掩盖身形，她也不用真名，而以“非洲侠”相代，生怕真实身份被看

破。 

“我能鼓起这么大的勇气，冒着危险去尼日利亚调查，只是为了提醒所有的华人朋

友、同胞，不要食用穿山甲，如果再这样继续吃下去，（就）真的灭绝了。”她说。 

一天前，拉各斯一名黑人贩子又在微信上问她，要不要穿山甲。推销是群发的，“他

只要有穿山甲，就会第一时间把想买或买过的人发一遍。” 

交易从未停止。 

*为保护受访者信息，王洁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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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id helps put African nations on track 

 

中国日报社 陈颖群 Lucie Morangi 

 

Rail line just one of numerous assistance projects  

 

Editor's note: In Footprint, a series of stories recalling important examples of China interacting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 follow the path the country has taken over the past seven decades. 

 

BY CHEN YINGQUN in Beijing and LUCIE MORANGI in Tanzania and Zambia 

  

As the afternoon wore on, the crowd at the railway station in the Tanzanian port city of Dar es 

Salaam kept swelling. Loudspeakers mounted in the waiting room continued to announce new 

departure times. 

 

Asha Maimuna, a middle-aged passenger, noted wryly: "Our safe arrival is important, not really 

the departure time." 

 

She was traveling to Mbeya, a trip of 813 kilometers, to visit her parents. Some roads are 

impassable, she said, and journeys overland are prone to accidents. 

 

"The Makuba Express train is a necessity for many of us, despite the long delays and sluggish 

speed," Maimuna said. 

 

The Tanzania-Zambia Railway Authority, or TAZARA, has been a lifeline for landlocked 

Zambia, creating innumerable job opportunities for the two countries as the line snakes 1,860 

km from Dar es Salaam to the copper town of Kapiri Mposhi in Zambia. It is one of China's 

efforts to aid developing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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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hite paper－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China's Philosophy, Practice and Contribution－

which was released in December 2016, said China had provided some 400 billion yuan (about 

$56 billion) in development aid to 166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ver the past 

60 years. 

 

It has trained more than 12 million personnel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sent around 

600,000 people to assist in the development in other nations. Of those, 700 have given their 

lives, the white paper said. 

Assistance from China has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improving the lives of those in 

the recipient countries. 

 

For the past 43 years, Boniface Zimba has been taking the line operated by the Tanzania-Zambia 

Railway Authority to visit his family in rural Zambia. 

 

Sometimes, the 79-year-old runs into former workers from the authority, which he left 24 years 

ago. They always discuss how the China-built railway has boosted the economy and changed 

their lives. 

 

"We were proud to build it," Zimba said. He left his mining job in 1970 to join 13,500 Chinese 

technical and engineering personnel and 38,000 Tanzanian and Zambian workers who helped 

establish the rail authority. 

 

Zimba said the steady job and good pay enabled him and his wife to start a family and provide 

their eight children with an education. 

 

The authority was funded by China and established between 1970 and 1975, with commercial 

operations starting in July 1976. It linked Kapiri Mposhi in Zambia to Dar es Salaam on the 

Tanzanian coast, providing freight and passenger services. 

 

Wang Luo,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sponsib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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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t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said, "The railway has been an economic catalyst for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n 

nations and a symbol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Emmanuel Matambo, an analyst at the Center for Africa-China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 in South Africa, said, "The Tanzania-Zambia railway line played a seminal role 

in demonstrating China's solidarity with anti-colonial and anti-apartheid agitation in Africa." 

 

He added that despite not functioning at its best, the line's ideological importance has been so 

influential that it has dispelled many arguments about China's alleged colonial or harmful 

designs on Africa. 

 

"The railway authority was thus an altruistic contribution to Africa from a country that wants 

to be seen as a kindred spirit to the continent. It created the trust that China still enjoys in Africa 

today," Matambo said. 

Maximum efforts 

 The idea to connect central and southern African countries with the east coast by a rail link 

can be traced as far back as 1947. Western nations were initially approached for help in building 

the line, but they rebuffed the idea, insisting that the project was not economically viable, 

according to the railway authority. 

 

Although China was experiencing difficult times itself, it made maximum efforts to finance it 

as a turnkey project－one that is constructed so that it can be sold to a buyer as a completed 

project. 

 

In 1970, Chinese inspectors walked for nine months from Tanzania to Zambia to mark the route. 

The difficulties in building the railway were immense, and more than 160 workers, including 

64 Chinese, di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authority. 

 

Mark Mwandosya, former Tanzanian minister of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 said, "Tho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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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who are fortunate enough to have witnessed the construction will forever be grateful to 

China." 

 

Official figures show that TAZARA has transported more than 30 million metric tons of cargo 

and over 40 million passengers since it started operating in 1976. During this time, China has 

offered technical support to enable the authority to function well. 

 

The rail line has seen Kapiri Mposhi, which used to be a sleepy town, grow into a vibrant hub 

with a population of 300,000. It has also seen hotels and restaurants mushrooming to serve 

traders and workers from the railway authority. 

 

Li Dechao, deputy managing director at China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Co in Tanzania

－TAZARA's Chinese operating company－said, "This infrastructure is a very important link 

to hinterland areas." 

 

He added that as the rail line passes through underdeveloped rural areas in Tanzania and Zambia, 

it has become the lifeblood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it has fostered positive relations between Tanzania and Zambia due to the shared 

growth it has brought. Analysts in Africa believe that these gains from the project exemplify 

the anticipated benefits from future Sino-African cooperation. 

 

TAZARA is just a tiny part of China's long-term and continuous foreign aid to African countries. 

Since 1956, all countries on the continent that hav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have received Chinese aid in various forms, according to Wang, from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frica has been in great need of foreign aid, as the continent has a large number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he said. "China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 and 

more than 40 percent of China's foreign aid currently goes to the cont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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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in 1949,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cided to 

help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were in need, as well as promote the country's standing on the 

world stage. 

 

At the time, Asian and African countries were winning their independence and were eager to 

obtain external development aid. Wang said that in view of this, and to widen its diplomatic 

reach, China strengthened its cooperation with and assistanc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on both 

continents. 

Basic principle 

China's foreign aid began in 1950, when it provided material assistance to two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and Vietnam. 

 

The basic principle for the country's foreign aid was formulated when Premier Zhou Enlai 

announced the Eight Principles for Economic Aid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Other Countries 

during his first visit to Africa from December 1963 to February 1964. 

 

In the nearly 70 years since China began aiding foreign countries, it has always abided by the 

Eight Principles, whose key content embraces equality, mutual benefit and no political 

conditions. 

 

"China's foreign aid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Western countries," Wang said. "We don't impose 

political strings, and we respect a recipient country's right in choosing its development path. 

Moreover, all our personnel for foreign aid share wealth and woes with African people and treat 

them just like brothers, which has impressed them a lot." 

 

Chinese aid to Africa is also designed to help support the continent's development agenda, thus 

positioning China as a strategic alternative for such assistance. 

 

George Nyongesa, a senior associate at the Africa Policy Institute, a think tank in Kenya, said: 

"China focuses 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which in turn facilitates follow-on inve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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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ly, as the West reduced aid to Africa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been ramping up its 

assistance and intends to set up 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to coordinate 

its foreign aid." 

 

Financial resources provided by China for foreign aid mainly fall into three types: grants, 

interest-free loans and concessional loans. The first two come from State finances, while 

concessional loans are provided by 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 as designa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China offers foreign aid in eight forms: complete projects; goods and materials; technical 

cooperation;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medical teams sent abroad; emergency 

humanitarian aid; volunteer programs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debt relief. 

 

Hisham AbuBakr Metwally, an economics researcher with the Egyptian Ministry of Foreign 

Trade and Industry, said Chinese aid has had a major impact on improving the lives of African 

people, as it targets basic services for citizens such as roads, railways and power stations, among 

others. 

 

China turned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African countries in achieving their development plans, 

which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high growth rates in nations such as Mauritius, Ethiopia, Kenya 

and Egypt, he said. 

 

Furthermore, there is a large funding gap between what African countries require fo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money available. China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financing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s well as the creation of more industrial zones that the 

continent desperately needs, Metwally said. 

 

While sticking to the core values of the Eight Principles, China has been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to transform its foreign aid system and specific ways of providing such assistance. 

  Wang said that in the initial stage, a number of African countries had just won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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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 and were in great need of foreign development aid. China provided this in the 

manner required. As the country was still a planned economy at the tim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ssigned tasks mainly to State-owned organizations. 

 

"At the time, China was facing difficult situation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it provided all 

the assistance it could afford to African countries in their efforts to win independence and 

develop their economie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a friendly relationship," Wang said. 

 

In October 1971, China resumed its seat in the United Nations, with the suppor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those from Africa. 

New road taken 

After adopt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in 1978, China started to develop a market 

economy, and 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extended from 

economic aid to multiform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China adjusted the scale, arrangement, structure and sectors of its foreign aid in accordance 

with its actual conditions," Wang said. "It strengthened its foreign assistance to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conomic and long-term effects of aid 

projects." 

 

In 2000, the Sino-African relationship embarked on a new road when the Forum on China-

Africa Cooperation was launched. This mark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from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limited areas to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in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fields. Regular and frequent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have been held since then. 

 

Wang said Africa is no longer merely a continent that needs aid, it is a potentially big market. 

As African countries are at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is considering the 

kind of role the aid can play in advancing deeper and closer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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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onsider how to use our aid to support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African countries, 

consolidate their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help them integrate with global development," she 

said. 

 

In recent decades, Africa has witnessed far-reaching changes, and has seen one of the fastest 

rat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globally, meaning there are now different requirements for aid 

from China, Wang added. 

 

This year's Africa Economic Outlook from the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shows that the 

continent's general economic performance continues to be encouraging. GDP growth reached 

an estimated 3.5 percent last year, about the same as in 2017 and up from 2.1 percent in 2016. 

Growth is projected to accelerate to 4 percent this year and to 4.1 percent next year. 

 

"While African countries will still need funding, projects and materials, they now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a's experience in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cluding how to 

stimulate market potential and the private sector," Wang said. 

 

She added that faced with various demands for aid, China would consider it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share more often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its solutions and experiences in 

governance and developing its economy. 

 

"We consult with the recipient countries to find out what they need most and what we are best 

at, to make the best solution while providing aid," she said. 

Nyongesa, the Kenyan analyst, said aid from China has been aligned to Africa's Agenda 2063, 

the continent's development blueprint. The eight major initiatives announced at the Summit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in Beijing last year overlapped with Africa's 

development priorities as well as individu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resident Xi Jinping announced an additional $60 billion in funding to largely facilitate 

improved railway systems, transportation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 addition to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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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dustrialization. Nyongesa said, "These are areas that underpin Afric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hat is expected to lift millions out of poverty." 

 

China has also been able to develop financing models to match African countries' economic 

capacity. 

 

Mutambo, from the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 said that to sustain cooperation, the Sino-

African relationship needs to gradually move from a government-to-government to a private-

to-private connection. "The private sector can benefit more if the African and Chinese 

governments promote responsive and good leadership, aspects which are often limitedly 

assessed under the scope of non-interference," Mutambo added. 

 

Xinhua contributed to this story. 

 

Contact the writers at chenyingqun@chinadail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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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在莫桑比克“拓荒”的中国人 

 

澎湃新闻 喻晓璇 

 

10 月末，正是南部非洲旱季的尾巴。发源于南非与博茨瓦纳的林波波河，像一条青

色的弧形筋脉，在黑黢黢的河床里蜿蜒起伏，张翁搏动，一路向东，在非洲大陆东南角

的莫桑比克城市赛赛（Xai-xai），静静注入温暖的印度洋。 

从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驱车向北，快要抵达加扎省（Gaza）首府赛赛前的一段路程，

沿途荒野丛林遍布，无人认领的芒果树果实丰盈，星星点点的牛群在草木间觅食散步，

穿戴鲜艳、头顶水罐的黑人农妇偶从小块散耕的农田中穿梭而过。这是林波波河下游平

原的日常景象——这片土地上劳作的农民，为整个莫桑比克贡献了 40%的国内生产总值。 

 

 

莫桑比克农民 

以林波波河下游为代表的莫桑比克的多数平原，资源禀赋出众，被赞誉为“拥有海

南的气候、汉江的水资源、东北的黑土”。然而，这方水土肥沃，却不丰饶。 

莫桑比克 1975 年从葡萄牙独立，此后经历了长达 17 年的内战，是联合国确定的 48

个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该国有 80%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但农耕技术仍十分古老；

可耕地面积为 3500 万公顷，已开发耕地却只有 600 万公顷。尽管拥有优越的产粮潜力，

但囿于资金、技术等限制，莫桑的农业发展仍受滞碍，粮食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农

业部数据最新显示，莫桑比克 2018 年的大米进口量为 62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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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首次在北京召开峰会，在中非农业合作框架下，提出鼓励和

支持中国企业扩大对非农业投资，进一步参与非洲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机生产和农产

品加工业。 

在此背景下，一群中国人飞越了印度洋，出现在了莫桑比克的广袤原野里。  

 

“非洲第一大农场” 

 

2019 年 10 月，南半球的春季，莫桑比克的播种季。数十名身着橘色制服的莫桑比

克农民在加扎省赛赛西部林波波河下游的一片水田中撒下水稻的种子，黑色泥浆水中映

着一排生机勃勃的倒影。远处的田垄上，一名莫桑工人正在中国同行的指导下驾驶着一

台美国约翰·迪尔牌的拖拉机在肥沃的黑土之上徐徐前行。 

这片方圆 2 万公顷的土地，是被誉为“非洲第一大农场”的莫桑比克万宝项目。 

2007 年，在省际友好关系框架下，加扎省政府赠予湖北农垦 300 公顷土地建立“湖

北-加扎友谊农场”。四年后，一家湖北民营企业万宝粮油接管了友谊农场，并获得了加

扎省政府以象征性租金（事实上并未收取）提供的 2 万公顷土地的 50 年租期合同。2013

年，中非发展基金（CADF，下称中非基金）联合中葡基金共同向万宝投资，力图将万

宝做成中非农业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但万宝项目自落地以来就一直命途多舛。 

2013 年起，林波波河下游连续两年洪灾泛滥，田地颗粒无收。2014 年，原本运营

万宝项目的湖北民营企业又因国内项目出现债务危机，资金链断裂，万宝项目濒临破产。 

 

莫桑比克农民在万宝项目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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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危机后，中非基金接下了“烂摊子”，并在两年内与民企、农业企业、承包企业

等多方接洽。2017 年 9 月，项目最终被交给了曾承建莫桑比克北部纳卡拉走廊铁路的中

铁二十局集团莫桑比克有限公司（下简称中铁二十局）管理，万宝项目重新步上正轨。 

尽管经历坎坷，但没人能否认这个项目巨大的影响力。一位莫桑比克人告诉记者，

当地人几乎认为，谈论“万宝”就是谈论“中国”。 

万宝项目一经落地，得到了历任莫桑比克总统的支持。2013 年，前总统阿曼多·格

布扎（Armando Guebuza）曾考察万宝农场，并亲自将万宝生产的大米命名为“好味道”

（Bom Gosto）。为方便生产运输，现总统菲利佩·纽西（Filipe Jacinto Nyusi）上一个任期

期间，加扎省政府还修建了一条连接万宝基地与莫桑比克交通主动脉南北公路（EN1）

的道路。 

之所以能收获来自莫桑比克官方的背书，万宝依托了一种特殊的“公司+农户”合作

种植模式。万宝将开垦出的部分土地交付当地农民，农户可赊账从万宝购买优质的中国

稻米种子，万宝也会提供农机、技术方面的指导与服务，最后万宝依照合同，扣除成本

收购农户种植的大米，农户亦可平价购得万宝生产的大米。而其余的土地，则由来自中

国的农民种植，起到示范和技术转移的作用。 

“我们觉得这个项目是可行的，不能期望非常高的经济回报，社会价值、民生效应，

还有自己的可持续性经营，这些都是必要的。” 据中非基金派至万宝的董事刘宁川所述，

即便是在万宝最困难的两年里，合作种植也没有停，在当地反响很好。 

 

万宝项目基地，写着“好味道”（Bom Gosto）的仓库 

45 岁的莫桑比克农妇安娜·费尔南多（Anna Fernando）是与万宝合作的 450 个莫桑

比克农户之一。自从 2015 年加入万宝的合作种植项目起，她每天 5 点到 9 点在自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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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万宝农场的 2 公顷合作种植田上劳作，她使用万宝提供的种子、农药和技术，一季的

收入约 30000 梅蒂卡尔（约合人民币 3000 元），供养着一个 18 口人的大家庭。 

与中国人交谈时，安娜虽面露局促，但坦言道，“现在的米更好吃了，生活更好了”。 

加入万宝的四年内，安娜家盖起了两间新房。其中一间茅草搭起的土屋中，摆着一台小

型电冰箱、一辆自行车，屋外架起了一块太阳能板，旁边一群羽毛斑斓的鸡鸭正啄食着

谷物。 

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历史悠久，从派遣援非农业专家，到建立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

心，方式不一而足。而随着援助方式的改变，许多中国农业企业开始到非洲开始带有商

业性质的经营活动。其中，莫桑比克的万宝则是为数不多的，也是最大规模的粮食作物

项目——这意味着其与非洲的粮食安全息息相关。 

“在莫桑比克，通过与中国在水稻产业链上的合作，我们成功提升了水稻产量。”莫

桑比克农业与粮食安全部部长伊吉诺·马鲁莱（Higino De Marrule）11 月 1 日表示，“在

莫桑比克的中国公司把他们的技术和知识转移给了我们，中国与非洲、与莫桑比克的农

业合作正朝着非常好的方向前进。” 

 

围绕“圈地”的口舌之争 

 

“在贫穷国家启动大型农业项目的众多‘陷阱’中，该项目已经成为一个教训，这是一

个政治、抗议和自然灾害的故事……”2017 年 5 月 23 日，彭博社在一篇题为《从莫桑比

克到密苏里州，中国建立全球粮食网络》的文章中对万宝项目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中

国试图“为未来争取充足的粮食”。 

自从万宝项目落地莫桑比克以来，从不缺乏媒体的曝光。然而，西方一些非政府组

织、媒体和研究机构关于中国在莫桑比克农业投资的叙事常常绕不开三个主题：“圈地”、

“愤怒的农民”、“紧张的土地关系”。 

关于“圈地”的叙事，不外乎指责“中国企业免费获得了莫桑比克大片的土地，将中国

农民带来这里种地，并将生产的粮食运往中国”。这与十多年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

究中心（CSIS）关于中国在莫桑比克赞比西河谷建立“农业殖民地”的谣言不谋而合。 

但事实上，西方学者早已证伪过这个命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

（SAIS）主任黛博拉·布罗蒂加姆（Debaurah Brautigam）在解读中非农业合作的《非洲

将养活中国吗？》（Will Africa Feed China?）一书中指出了这则“虚构故事”中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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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误：大米在莫桑比克被视为战略性作物，且将大米运回中国的成本十分高昂。而实际

上，截至目前中国仍未在赞比西河谷有任何农业投资，莫桑比克政府还因此多次辟谣。 

中非基金派至万宝项目的董事刘宁川也对这种“圈地”叙事做出了回应。他指出，莫

桑比克耕地面积很多，约 40%以上的可耕地荒废，万宝项目占地面积对莫桑比克来说是

很小的，而且截至目前万宝生产的大米完全都是在当地销售的。 

“我们项目的土地都是自己开荒开发的，水利设施也是自己投资新修的。”刘宁川还

说道。 

中铁二十局委托经营管理万宝项目后，完成了配套的水渠恢复 700 公里、沟渠淸挖

100 公里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而据中铁二十局员工李京华介绍，在中铁二十局接管前，

万宝还在赛赛市西贡巴林村为当地农民建了一所学校。 

此外，中铁二十局莫桑比克公司总会计师李彦斌表示，万宝也按照政府的配比雇佣

当地工人，并为其足额缴纳社保。之所以有中国农民来种地，是为当地农户起到示范作

用，并为其提供种植指导，一定程度也能保证产量。 

 

万宝大米加工线上的莫桑比克工人 

“万宝是一个投资项目，不是援助项目。”曾多次前往莫桑比克中非农业合作项目进

行考察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张传红对澎湃新闻表示，“但是你会发现，

当地（政府）是有很多附加条件的，他（们）给了这么大规模的地，是让（中企）做一

些基础设施帮他开发，并且若几年内不开发他（们）就有权给收回去。” 

2013 年和 2014 年，林波波下游平原连续遭遇洪灾造成万宝农场颗粒无收，但张传

红指出，洪灾背后也存在人为因素。由于南非、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等上游国家为治理

国内洪水考虑，泄洪至莫桑比克，而后者却未能修建起抵挡洪水的基础设施。 



 60 

“南非人说，我们每年给莫桑比克很多钱让他进行治理，但是他们（莫桑比克）也没

有治理。”张传红表示，“这种基础设施投资应该是当地政府做的，但是当地政府做不了，

就靠这种方式吸引外来公司，万宝实际上做了很好的基础设施。”  

“在林波波河下游，有 7 万公顷的土地（可以使用），可是最终还有 2 万公顷的地无

法使用，而且地也没有被归还到政府手中。”加扎省新任农业厅厅长丹尼洛·拉蒂孚

（Danilo Latifo）也指出，“重要的原因就是种植的环境、种植的机械设备导致了种植效

率落后，老百姓把地要走了，但是最后还是没有用上。” 

然而，开垦荒地时期由土地关系不清引起的“农民的愤怒”则确实存在过。 

据彭博社 2017 年 5 月的报道，加扎省一个名为 FONGA 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称，5

年前，8000 名林波波河下游地区农户失去了土地，引发了抗议。布罗蒂加姆则通过邮件

告诉澎湃新闻，她于 2014 年与 FONGA 的劳工活动人士座谈时，一些人想要得到“自己

声称可以使用土地的补偿”，另一些人则想要中国农民离开。但布罗蒂加姆本人并未看

到民众抗议。 

张传红也提及，自己 2013 年在莫桑比克时，时任万宝项目负责人罗浩平描述的土

地刚刚被开发时的状况：“如果不进去，那地荒着没人管，但一去开采，（农民们）就拿

着锄头来了，跟你打架，身体接触，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参与万宝合作种植项目的莫桑比克农户安娜家 

根据莫桑比克法律，土地所有权为国有。但通过两种方式可获得土地的使用权：一

是对土地的长期占有或实际占有，也就是依据风俗习惯长期占有土地，或是对土地的使

用达到 10 年以上；二是通过土地转让许可制度获得对土地的租赁使用权，租期可达 50

年，到期后仍可续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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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宝项目的土地使用权性质属于后者，且万宝使用的土地由莫桑比克政府成立的林

波波下游水域灌区公司负责管理。但可以看出，由于莫桑比克有关土地法的相关规定自

身存在一定矛盾之处，当政府想要把土地集中用于项目投资时，难免会产生纠纷。 

“很多非洲的法律都是这样两条并行的，既尊重传统又有现代……这就是引起冲突

的根源。”张传红表示。 

“这些（指责）发生在项目开始的阶段。” 林波波河下游水域灌区公司主席阿曼多•

乌西瓦尼（Armando Ussivane）称，“当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起来了，引进了合作种植的模

式，在两季之后，很多农民都从中受益，他们建起了新房，一些甚至买了车，发生了很

多变化。2015 年的时候，情况就开始变好了。” 

“他们原本以为他们将免费为中国人工作，就像早前的‘齐巴罗’（chibalo，葡萄牙语，

意为强制劳工）一样，因而不信任中国人。但在他们看到那些加入的人前景已经很不错，

于是他们便有些后悔了。”布罗蒂加姆也在自己的书中记述了 2014 年合作种植户所说。 

中非基金的刘宁川也指出，当地农户及政府欢迎万宝项目的投资，认为中国投资带

来了就业、收入及技术。 

“那些真正热爱他们国家的人，明白事理的人，对中国还是赞誉有加的。重点是在没

有成为利益共同体前，非洲的绝大多数人，还是喜欢西方的那一套说法，这就是他们的

文化。”梁华君 2010 年大学一毕业就来到了莫桑比克，对当地已十分了解，他对澎湃新

闻如此说道。 

“我认为，只要外国人来从事了当地人能做的工作，就会受到批评，也会引起人们对

外国人接管的担忧。即使是西方人，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布罗蒂加姆在接受澎湃新闻邮

件采访时表示，“但如果万宝能够培训当地农民，并让中国农民为其提供服务和建议，这

种方式在非洲是更有效的。” 

不过，布罗蒂加姆也认为，万宝项目目前采用的模式是“临时的”。“在转移了知识和

技能后，中国农民将不得不离开。”布罗蒂加姆称，对于中非基金来说，最好的选择，是

寻找有实力的非洲农场成立合资公司。 

 

“能够养活世界的一片大陆” 

 

以万宝为代表的对非农业投资项目，已经让人们看到了商业运营模式在中非农业合

作实践中的可行性。但这种模式，会是“双赢”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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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金融时报》2012 年的一篇报道，英国公司 Mozfoods 2004 年就来到莫桑比克从

事大米和园艺产品生产，也同样使用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的订单种植模式——但他们到

2012 年还未开始盈利。 

“我们基本上承担了 100％的风险，而且每年我们都会遇到各种问题——早雨、晚雨、

害鸟问题，这些都是风险很大的。”Mozfoods 的首席执行官菲利普·艾什克罗夫特（Philip 

Ashcroft）表示。 

“莫桑比克政府有实现粮食安全的目标，这可以通过贸易抑或是本地生产来实现，

然而本地生产必定是一个长期目标。”布罗蒂加姆也告诉澎湃新闻，“非洲生产的大米在

价格上几乎没办法与亚洲的大米竞争。”  

由于灾害常常导致粮食欠收，民众又曾因食品价格上涨而抗议，莫桑比克政府自

2010 年以来就对进口大米实行零关税制。这也意味着，产自莫桑比克当地的优质、新鲜

丝苗大米，无法竞争过市场上廉价的越南、泰国陈米。这种有价无市的局面，让农业投

资项目很难盈利，也难以扩大规模。 

“（万宝）项目是中莫产能合作重点项目之一，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开

展农田水利基建，这是莫桑比克目前最薄弱的，也是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的。”中铁二十

局与中非基金管理人员提出了万宝项目的困难所在。根据中铁二十局提供的信息，目前

万宝刚刚实现封闭式运营的收支平衡，未能扩大规模的原因也在于缺乏对基建的投资。 

与此同时，莫桑比克政府也希望中国扩大万宝项目的种植规模，惠及更多当地农户。 

“农户是很想加入的，但是现在问题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我们希望更多私营部门加

入，但是万宝也需要进行更多投资，扩大规模，这是很大的问题。”林波波河下游水域灌

区公司主席乌西瓦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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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桑比克农业与粮食安全部部长伊吉诺·马鲁莱（Higino De Marrule）参加非洲

绿色革命联盟组织（AGRA）会议 

“（我们）愿意与外资开发机构进行协商，如果多边机构愿意与我们商谈股权合作，

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中非基金的刘宁川也对第三方合作伙伴持欢迎态度，但也坦

言，目前为止还没有新的投资。 

“所有的资金都是趋利性的，农业投资周期长，见效慢，风险大。”张传红指出，这

也是为什么万宝项目暂时未获得来自第三方投资的原因。 

三方合作也面临一些现实问题。“有些三方合作涉及到很多方，实践起来特别慢，效

率就差一些。”张传红指出，“三方合作有时候也很难界定（贡献率），在评估的时候成本

也很高，很难界定哪些是谁的功劳，哪些是谁的缺陷。” 

“但如果说世界银行出钱，中国公司出力，当地政府是业主，这种合作也还是很好

的。”张传红也给出了另一种建议。 

在谈及与国际组织进行三方合作的优势时，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组织（AGRA）中非

农业合作项目副项目官陆昕清对澎湃新闻表示，“国际组织能够帮助寻找和连接在非洲

国家合适的私营企业和研究单位作为当地合作伙伴，加强中国项目和非洲利益相关各方

之间的联系。” 

同时，陆昕清认为，在与国际组织的三方合作中，国际组织会对项目和评估

（Quantatitive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M&E）有更高的要求，这有利于国际上认可

中国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农业领域，人们似乎已经可以看到了这种合作的势头。 

今年 6 月 27 日，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非洲联盟、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 7 方共同发起了《关于加强中非水稻领域

南南和三方合作的倡议》，旨在利用各个合作伙伴的优势，加强中非在水稻领域的合作。 

而在距离赛赛以南 240 公里的博阿内县（Boane），中国在莫桑比克一个重要的农业

援助项目——拥有 13 年历史的中-莫农业技术示范中心（CITTAU）已经开始了这种实

践。目前，示范中心与美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国际绿色超级稻项目进行了合作，也

与世界银行在灌区运行管理方面拟加强合作。 

“世界的人口正在增长，非洲是仅存的拥有可耕种田地、能够养活世界的一片大陆。” 

莫桑比克农业与粮食安全部部长伊吉诺·马鲁莱满怀希望说道。 

（Diinsider 联合创始人、福布斯杂志专栏作者李博伦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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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坦赞铁路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张勇 

 

 

（视频截图） 

 

坦赞铁路，是新中国时期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第一大援外工程，1970 年代由中

国援助坦桑 尼亚和赞比亚两国修建而成，它由东往西，贯穿坦、赞两国，全长 1860.5 

公里，是一条非洲自由 之路、中非友谊之路。中国在困难时期，先后派遣 5 万名中

国铁路工人，历时 6 年修建完成，一直 以来被看作是中非关系的丰碑。 

时过 40 余年，一些西方媒体开始拍摄《中国人来了》、《坦赞铁路纪行》，抓住一

些问题，不断 抹黑中非关系，对我国国家形象造成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在中非合

作新形势下，在中国驻坦桑 尼亚使馆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决定以记录的方式实地走访

拍摄坦赞铁路沿线站台、城市、村落、亲历者，回味中非合作之路的缘起，带领观众

感受新中国第一大援非工程的真实现状，研究沿线的经 济社会变迁，发掘不为人知的

历史和现实...... 

本项目的独特性汇聚了来自非洲、中国和欧洲影视制作人、学者和专家组成一个

跨国团队，通 过多元的视角向全世界展示全面和公正的中非关系，让各方能够接受影

片，从而减少对中非合作的 猜忌，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更加全面直观地了解中非

关系的历史和当下。影片由电影学博士、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影视中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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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我从非洲来》总导演张勇执导，并从国际传播和公 允公正的角度考虑增添了一

个欧美白人的视角:致力于研究坦赞铁路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者尼尔 斯·汉博士，摄

制组的镜头跟随 Niels 的视角完成此次旅行，带给观众充满信息量而又富于情感的 中

非关系画面。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1 月，在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坦桑尼亚信息文化体

育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Youth Culture And Sports)、坦赞铁路管理总局、浙江师范

大学非洲研究院等机 构的大力支持下，摄制组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进行为期 1 个多

月的摄制工作。主要摄制内容有四: 一是采访了坦桑尼亚开国总统尼雷尔的夫人玛丽亚

女士、坦桑尼亚前总理萨利姆、坦赞建设时期交 通部长等大量历史亲历者，搜集到大

量珍贵的历史素材;二是深入铁路沿线数十个大小站点和村落 进行口述采访，记录了坦

赞铁路的真实现状;三是拍摄了坦赞铁路全线风光、动物、民俗、仪式等 生动画面;四

是拍摄了与坦赞铁路有关的中国使馆、孔院、铁路中方专家组、公墓管理者等中方人 

员，真实记录了中、坦、赞三国人民交往的感人往事及新时期中非合作共赢的典型故

事。 

经过一年多的剪辑和后期制作，全片共形成三集，分别为 “友谊之路”、 “铁路为

生”、“坦 赞情怀”，从援建历史、铁路对沿线人民的影响、对中非青年的感染等维度

深度挖掘坦赞铁路的文化内涵。 

 

其中: 

第一集为“友谊之路”(A Railway of Friendship)， 从援建背后中西方的博弈角度深

度挖 掘不为人知的历史，管窥西方媒体的议程设置，摄制组采访了坦桑尼亚开国总统

尼雷尔的夫人玛丽 亚女士、坦桑尼亚前总理萨利姆、坦赞建设时期交通部长等大量历

史亲历者，搜集到大量珍贵的历 史资料; 

第二集为“铁路为生”(The Life Line)，讲述 1970 年代修建以来，随着历史远去，

铁路作用 式微，但对于贫困和偏远地区居民来说依然是生活来源、生命之路，摄制组

深入铁路沿线数十个大小站点和村落进行口述采访，记录了坦赞铁路的真实现状，并

拍摄了坦赞铁路全线风光、动物、民俗、仪式等生动画面; 

第三集为“坦赞情怀”(Love for Tazara)，从马季的相声《友谊颂》获取灵感，讲述

坦赞铁 路是一代人有关非洲的原初记忆，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因为它去非洲、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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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重点记录了坦赞 铁路中方专家组、公墓管理者、孔子学院志愿者等中方人员的故

事，生动呈现了中、坦、赞三国人 民共通的“坦赞情”。 

由于影片选材突出、叙事新颖，并立足于中非人文交流及民心相通的背景，影片

从策划、到 开机、制作，得到各方大力支持。截至目前非洲影视中心团队已制作出国

际原声版、中文精编版、 英语译制版等多个版本，以做到“内外有别”。其中，英文版

《重走坦赞铁路》(Tazara: A Journey Without An End)已于 2019 年 9 月 1 日-3 日期

间登陆央视外宣频道(CGTN Documentary， 央视纪录国际频道)面向欧美和非洲国家电

视播出，于 11 月 1-3 日再次重播;中文版于 11 月 15 日起登陆爱奇艺开始上线周

播，并于 12 月初入选国家广电总局“2019 年第三季度优秀纪录片”， 面向全国播出

机构推荐播出。此外，影片得到非洲观众高度认可，坦桑尼亚驻华大使给摄制组写信 

感谢，并于 10 月 31 日在坦桑驻华大使馆内举行影片与主题图书《中非之路:坦赞铁路

沿线访谈录》 研讨会。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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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 Solutions 

Greenhouses help improve flagging vegetable production in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By Li Jing | VOL.10 October 2018 

Januario dos Remos Barreto is a vegetable farmer in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His hard work 

and dedication are all geared toward the harvest season. Although he has high expectations 

every year, due to the impact of pests and harsh climatic conditions, production often falls short. 

In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many farmers like Barreto, when struck by misfortune, are helpless 

in the face of crop losses. 

Vegetable produc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s 

agricultural economy. Over 1.7 percent of the tiny island country’s arable land - about 800 

hectares - is used for vegetable farming. Over the years, vegetable production has received 

broad government support, in addition to being boosted by market demand and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As a result, the country’s dependence on vegetable imports is decreasing annually. 

However, productivity remains low and barely meets the country’s domestic demand. The price 

of vegetables is high, especially on Príncipe Island. Out of season, a single pepper costs 20 

dobras (about $1) and 50 dobras ($2.5) for a head of cabbage. 

In order to help the country increas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adually achieve self-

sufficiency, and improve local living standards, China’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established a high-level expert group on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to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country’s government. 

On April 12, Shi Chuntai, a 52-year-old vegetable expert and a member of the expert group, set 

foot in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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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was not his first time to work in Africa. From 2012 to 2014, he was posted in Angola by 

the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Department of northwest China’s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where he carried out agricultural projects. “I really like the simple 

lifestyle of the African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I have a deep attachment to Africa. This time, 

I can use my professional skills to improve vegetable growing in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Shi 

told ChinAfrica. “It’s very meaningful and it makes me happy.” 

As part of his work in the Yanchi County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Bureau in 

Ningxia, Shi has taken part in several agricultural aid projects organized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World Food Program, the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and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experience was to be very handy in his new posting. 

 

Shi Chuntai (third left) introduces vegetable growing technology to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a local 

agricultural school(COURTESY PHOTO) 

Getting the facts 

Once in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Shi conducted a tho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of local vegetable 

production. He quickly noticed several issues. First, lacking moder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local people mainly use traditional cultivation methods, featuring extensive farming,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sulting in low production quality. Secondly, pests and diseases ar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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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problem, which seriously reduces vegetable yield and quality. Finally, the heavy rainy 

season severely impacts on the growth of vegetables, especially leafy ones. In addition, the lack 

of irrigation facilities also brings problems during the dry season. 

“Greenhouses are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reduce pests and diseases, mitigate the impact of 

storms, increase yield and improve production quality,” said Shi. 

After his investigation, Shi discovered that the UN had previously built eight top-quality 

greenhouses for vegetable production on the island, covering about 6,400 square meters. 

However, due to its high construction costs, this type of greenhouse failed to become popular 

with farmers. 

Shi had his work cut out for him: he had to find a way to build greenhouses cheap enough to be 

affordable, but of high enough quality to prevent losses caused by insects and storms. 

 

Constructing a greenhouse (COURTESY PHOTO) 

Meeting the challenge 

The Chinese expert group established its main pilot vegetable base at the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There, after meeting with Baltarzar Varela from 

the academy, Shi discovered a greenhouse metal frame that had been abandoned for many years 

in the courtyard. This was an exciting discovery and he decided to use this metal frame to build 

new greenho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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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the lack of equipment was among the biggest challenges. Normally, building a 

greenhouse is quite easy - if all equipment and tools are readily available. But without these, 

Shi had to come up with new ways to attach the frame together, lay the insect screens and install 

the greenhouse doors. Lu Yangming, chief of the agricultural expert group, Xie Huidong, 

deputy chief and translator, and other colleagues joined Shi in his project. With the help of local 

workers, they fixed the greenhouse frame using wire. Chinese companies on the island also 

helped with the insect screen and by the end of July, after only a month of work, a greenhouse 

entirely covered by an insect screen finally saw the light of day. 

The seeds of hope 

“Due to its simple construction, this type of greenhouse can help prevent natural disasters, and 

increase productivity and yield,” said Shi. In addi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such greenhouses is 

perfectly suited to local climatic conditions, as well as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Its frame can be built using wood or bamboo, materials that are easily 

found and affordable on the island. The bulk investment lies in the film covering the greenhouse 

and the insect screen. According to Shi, these two materials, which cost about $221, cover an 

area of about 8 meters × 30 meters for each greenhouse and can be used for three to five years. 

The cost of construction is thus within the reach of most farmers. In addition, the size of this 

greenhouse can be adjusted as needed, making it suitable to both large- and small-scale farmers. 

Wang Wei, Chinese Ambassador to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and several local officials visited 

the greenhouse several times, attesting to its benefits.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s, the local 

government invited Shi to help spread the use of greenhouses in the area. 

Barreto was also convinced. He decided to improve his own greenhouse by following the advice 

of the expert group. He said he is now confident that his greenhouse will help increase future 

yields. 

“I plan to improve the structure and build two more greenhouses. At the same time, I will strive 

to develop new techniques for vegetable farming and crop management,”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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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 for his part, said he wanted to continue to popularize techniques of vegetable farming and 

greenhouse construction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Comments to lijing@chinafrica.cn) 

 

Hatching Hope 

Chinese poultry expert shares artificial hatching technology in Burundi 

By Li Jing | VOL.10 November 2018 

Sindayigaya Evariste, owner of Safe Chicken Farm in the suburb of Bujumbura, capital of 

Burundi, felt nervous each time his hens hatched chicks. Though he and his workers tried to 

provide the best environment for the hens, only a small portion of chicks would hatch. In 

Burundi, there are many other poultry farmers like Evariste who are suffering without artificial 

hatching technologies and have to rely on hens to hatch chicks. 

Burundi boasts the perfect climate for poultry industry development with mild temperature all 

year round and almost no 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s. However, owing to the lack of 

technologies and professional expertise, the success ratio of chick hatching is quite low, with 

imported eggs being 50 percent and domestic eggs only 35 percent. This also directly leads to 

high poultry prices, influencing the pockets of locals. 

But this challenge could soon be a thing of the past. The fourth group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to Burundi was recently dispatched to the country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help 

with it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Zhao Ke, a poultry development expert, is one of them. 

Zhao, 40, had worked as a veterinarian in Nanyang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enter in central China’s Henan Province for 17 years. In April 2017, he applied for a course 

to learn how to become a foreign-aid professional organized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China. The course and his interest in training finally bore fruit when he got the 



 72 

opportunity to go to Burundi on an assistance mission. 

“I have never worked in Africa before. But I often heard of the continent from my colleagues 

who worked there and I also hoped to get an opportunity,” Zhao told ChinAfrica. “I hope I can 

use my expertise and do something beneficial.”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 

Zhao reached Burundi on March 14 this year. Once there, he started to investigate long-lasting 

problems affecting local poultry farmers like Evariste. Owing to the high failure rate, local 

farmers are now reluctant to hatch chicks. Imported baby chicks from countries such as Kenya, 

Tanzania and Uganda are quite expensive for local farmers. In addition, to import chicks, 

farmers also need to obtain import permits and go through the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procedures, adding costs to poultry raising. 

 

Zhao Ke (second right) and local technicians check eggs in the hatchery room (COURTESY PHOTO) 

“Hatching chicks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poultry industry development for any country. Without 

progress in egg hatching, it is impossible for a country to develop the poultry industry in a 

healthy way,” said Zhao. He decided to demonstrate to local farmers and technicians the 

technology of artificially hatching chicks, starting with Evariste’s Safe Chicken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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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first analyzed the problems Evariste encountered while having his chicks hatched, and the 

first thing he did was to redesign his hatchery room configuration. 

“Owing to the high temperature in his hatchery, it was difficult to control the humidity because 

of fast evaporation. In addition, poor ventilation also affected the hatching process,” said Zhao. 

He and his colleagues put water-proof film and straw on the hatchery roof and renovated the 

windows so as to improve ventilation. 

“After the innovation, we can now control th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while hatching chicks,” 

said Zhao. 

Other areas that needed attention were the poor maintenance of existing equipment in the 

hatchery rooms and lack of spare parts. With help from the Chinese Embassy in Burundi and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China, Zhao bought the parts from China and fixed 

the equipment. 

Then, he had to solve the last problem: getting high-quality eggs. Zhao contacted a breeder farm 

in Kenya and obtained the import permit. 

During the hatching process, Zhao monitored th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of the hatchery, 

adjusting it every few hours. 

“Many local technicians had little knowledge about egg hatching and I showed them every step 

during the process,” said Zhao. 

After 21 days of careful observation, chicks began to hatch. The effort of Zhao and his local 

colleagues was rewarded by a total of 1,672 chicks hatched from 1,785 fertilized eggs, with a 

success rate of 93.6 percent. 

An appreciative Evariste wrote to the Burundia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and Chinese Embassy in Burundi, expressing his gratitude to Zhao and the other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adding that he was now confident of expanding his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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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Ke (center) demonstrates how to raise chicks (COURTESY PHOTO) 

According to Dieudonne Nsengiyumva, an official of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of Burundi,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egg artificial hatching succeeded in Burundi. 

He hoped that the Chinese experts could travel to other provinces to give similar skills 

transference so that it could help improve the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y of the whole country. 

The team’s accomplishments were also acknowledged by Li Changlin, Chinese Ambassador to 

Burundi, who also visited Safe Chicken Farm to see the results firsthand. 

Big mission 

Zhao began his big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technology of artificially hatching chicks 

throughout Burundi by giving training sessions on the technologies and making plans to 

establish breeder farms of parent chickens to cut the cost of importing eggs for this purpose. 

“Locally producing high-quality hatching eggs i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improve the poultry 

industry in Burundi,” said Zhao, adding however that this would need to be done step by step. 

As high-standard breeder farms need huge investment, Zhao thinks he should first expand the 

scale of artificial chick hatching so that farmers can accumulate more profits. They can then 

invest in building breeder farms. In addition, the links in the local poultry breed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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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uch as feed management and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re not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poultry development. It is thus necessary to train local technicians 

and farmers advanced poultry breeding technologies. Dr. Nyokwishimira Alfred, an official 

from Burundia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agrees with Zhao, noting 

that his ministry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Chinese experts to establish modern animal breeding 

and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s. 

Zhao is optimistic about the way forward. “I will start from artificially hatching more chicks so 

as to benefit local farmers. Then, we can gradually improve Burundi’s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y with support from the Burundia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he said. 

(Comments to lijing@chinafrica.cn) 

 

Operating in Tandem 

Chinese experts in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cooperate with local farmers to raise medical 

standards in the breeding industry 

By Li Jing | VOL.10 December 2018 

Santomean pig farmer Simão Vicente was hopeful when he came to ask Zou Rui for help. His 

pig was suffering from hernia, and Zou, a 42-year-old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 working in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was the only person on the island who could provide emergency 

surgery. 

Swine hernia is a common disease in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with an incidence rate of 12 

percent. However, due to backward medical standards in the archipelago’s breeding industry, 

many sick animals cannot be treated in time. This results in unnecessary deaths of animals and 

huge financial losses for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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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assist the country to develop and raise medical standards of the breeding industry,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dispatched a high-level Chinese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experts’ group to the archipelago at the invitation of its government. 

On April 12, Zou, a breeding expert, set foot in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for the first time. He 

will spend two years there as part of the assistance mission. Before coming to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he had worked in West Africa. 

“I worked in Nigeria for four years, which has given me a deep affinity for Africa. That’s why 

I am taking part in this project. I can use my professional skills to improve medical standards 

in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s breeding industry,” Zou told ChinAfrica. 

Prior to joining the team, Zou was employed as the head of veterinary drug monitoring at the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Bureau of Wuchuan Gelo and Miao Autonomous County, 

in southwest China’s Guizhou Province. 

Life-or-death issue 

Having asked Vicente a few questions about his pig’s condition, Zou immediately went to work. 

However, the lack of drugs proved to be a problem. 

“I crisscrossed almost the entire island of Príncipe to purchase anti-inflammatory drugs such as 

penicillin and iodine from veterinary pharmacies,” Zou told ChinAfrica. 

But finally, they got everything. Together with colleagues and a translator, Zou performed the 

operation on October 13. After more than an hour’s work the operation was a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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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u Rui treats a pig surrering from a hernia (COURTESY PHOTO) 

Vicente and his family were relieved. “This little pig is our hope. Thanks to Zou and the Chinese 

experts for their help,” he said. He invited Zou and the group’s other members to visit his house 

to thank them ceremoniously. 

It was the third time Zou had performed a swine hernia operation in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The first, done on June 7, was also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the country and big news in the farming 

sector. 

Alfredo Delegado, Director of the Agriculture, Livestock and Fisheries Bureau of Príncipe, 

expressed his satisfaction with the Chinese experts, saying that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lacked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relation to swine hernia surgery. He hopes the Chinese experts will be 

able to help professionals in the field to master skills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this challenge. 

In addition to three successful swine hernia surgeries, Zou also helped local farmers perform 

pig vaginal prolapse surgery, in addition to hundreds of pig cast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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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u Rui trains local technicians to raise chicks (COURTESY PHOTO) 

Training a priority 

To pass on his skills, Zou provides training to local farmers, in addition to treating sick animals. 

“I hope I can share my knowledge with local farmers to really help them raise medical standards 

in their livestock sector,” he said. 

Shortly after his first swine hernia operation, Zou launched a training program for local 

veterinarians and technicians, explaining the root causes of hernia, surgical measures to be 

taken and post-operative care. 

In addition, Zou gave several training sessions on artificial pig insemination by conducting on-

site demonstrations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local Agriculture, Livestock and Fisheries Bureau. 

He spends approximately three to four days a week in each of the island’s many villages, where 

he conducts research and gives training. 

It is during such training, on August 18, that Zou welcomed a distinguished visitor, Wang Wei, 

Chinese Ambassador to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The latter praised Zou’s technical skills, saying 

that Chinese experts like him would continue to share their techniques with Santomeans. Chin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h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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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u is also trying to address other issues that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breeding 

industry, including the acute shortage of animal feed. Due to high costs of growing maize and 

beans and the lack of technology for processing imported foods, the only way to feed animals 

is to import processed fodder at great cost. Poverty also forces many farmers to reduce their 

animals’ fodder consumption, which causes malnutrition and diseases. 

According to Zou, the key to finding a way out of this vicious cycle is to develop local resources, 

in addition to using imported foods. The local approach to raising animals needs to be reviewed 

and improved. 

“Prevention is always better than medical treatment. Local farmers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maintaining the health of their animals and preventing disease, rather than asking 

veterinarians to save their animals when they get sick. Many diseases are preventable, but 

cannot be cured, and some medicines are not available here,” said Zou. Faced with a shortage 

of medicines, he had no choice but to stockpile some of the most common drugs to treat sick 

animals in time. 

“These animals are an income source for farmers. We can even say that their animals also carry 

their hopes. I want to use my knowledge and do my best to help them,” said Zou. 

(Comments to lijing@chinafrica.cn) 

 

Putting Food on the Table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in Eritrea help train local technicians in the drive toward food self-

sufficiency 

By Li Jing | VOL.11 January 2019 

Located in the Horn of Africa, Eritrea is a country where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form the 

backbon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its population is employed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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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or, of which the main crops include maize, barley, sorghum, wheat, beans and groundnuts. 

However, in the absence of advanced planting techniques, the shortag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s always been and remains a major problem for Eritrea. The annual rate of food self-

sufficiency in the country can be as low as 25 percent in bad years. 

With the aim of addressing and solving this and other problems, the first Chinese training o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 Eritrea was held at t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on 

November 29, 2018. A total of 51 officials, experts, researchers and technicians from five 

regions of Eritrea took part in the training, which was organized at the initiative of the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of Chinese Embassy in Eritre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ervice Center of 

Chines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f Eritrea and other 

institutions. 

This event was one of the practical outcomes achieved by China’s high-level agricultural expert 

group, dispatched to Eritrea earlier this year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China. 

Li Mei came to Eritrea on September 6, 2018, as part of the mission for a 106-day cooperation 

program. As the leader of this agricultural group, his goal was to help the country achiev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ts agriculture by cultivating agricultural talents and providing practical 

advice to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Li, a 54-year-old corn expert, was originally employed by 

the Fruit and Vegetable Administration of Yangling District High Technology Agricultural 

Industry Demonstration Zone in northwest China’s Shaanxi Province. 

Two other agricultural experts, Luo Zhongping and Li Guofeng, both 53 years old, came with 

him on this busy mission. All of them were already familiar with Africa. This is the third time 

that Li Mei has been to Eritrea and the second time for Luo. Li Guofeng was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 group based in Ethiopia. 

“The reason why we came to Africa again is that we hope to use what we have learned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Eritrea and to fulfill the mission of implem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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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hievements made at the Beijing Summit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held 

in September 2018,” Li Mei told ChinAfrica. 

 

Participants of 2018 Training Courses o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 Eritrea (COURTESY PHOTO) 

Research and exchanges 

As soon as they arrived in Eritrea, the three experts got down to work. First of all, they needed 

to conduct field research. They went to Anseba, Debub and Maekel, three important agricultural 

regions, to conduct research in 13 collective and private farms and exchange views with local 

technicians. The three experts were thus able to learn in detail about the general conditions of 

Eritrea’s agriculture industry. They then wrote a report that was submitted to the Eritrea’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nly 21 days after their arrival. 

“The report focused mainly on long-term agricultural planning, legislation and farm production. 

In addition, we provided advice on accelerating the legislative progress, strengthening the 

scientific aspect of planning and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aid Li Mei. 

The report was also approved by Heruy Asghedom,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Agricultural 

Promotion Department of Eritrea’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ccording to him, the report gave 

a good overview of Eritrea’s agricultural conditions, and the advice and ideas offered are 

practical and will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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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 this first step, the three Chinese experts did not waste any time and started sharing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with their local counterparts. On October 8, four seminars on 

plant breeding, plant cultivation and horticulture were held at t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A few days later, the expert group visited the Regulatory Department of 

Eritrea’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where they took part in a seminar on the legislation of 

Eritrea’s first national law on seeds. 

“We were able to understand that local officials and technicians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mproved seed varieties. However, Eritrea is still lacking 

systems and standards for this to happen, which hinder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aid Li Mei. 

During the seminar, Li Guofeng talked about China’s approach to legislation on seeds and 

shared some advice and opinions on how to better manage seed producers. According to experts, 

the adoption of the law on seeds will be conducive to the introduction, production, culti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improved seed varieties, and will allow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is 

sector. 

 

Chinese experts discuss local conditions at Southern Region, Eritrea (COURTESY PHOTO) 

Training more talents 

But the main event of the agricultural mission was to be the large-scale training on agr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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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the first one to be organiz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Eritrean soil. Indeed, 

as soon as they set foot in the country, the three experts began preparing for the training. After 

more than 80 days of hard work and preparation, the training event officially began on 

November 29. According to Li Mei, the training covered a wide variety of topics, including the 

overall condition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igh-yiel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for 

wheat, maize, oilseeds, beans and vegetables, as well as the film mulching technology. 

“We hope to contribute as much as we can to developing local talents, in order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Eritrea,” said Li Mei.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training course, Bereki Teklem, Director of the Crop and 

Livestock Office at the Agricultural Promotion Department, said that the scale of the training 

showed the extent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e hoped that it will give an 

even stronger boost to Eritre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is speech, Wang Lipei, Counsellor of the Chinese Embassy in Eritrea, presented the 

achievements made by the two countries as a result of their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recent years, 

and took great pride in praising the excellent work of the agricultural expert group. 

“China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since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particularly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e. China is now able to feed a very large population with a relatively little amount 

of arable land, and its successful experience deserves to be studied. I learned many applicable 

and practical techniques during the training,” said Okbai Mebrahtom,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Although this program lasted only 106 days, and despite the various difficulties that we had 

to overcome, I hope that our efforts can contribute to Eritre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o 

the friend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concluded Li Mei. 

(Comments to lijing@chinafr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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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ling the Rice Bowl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in Burundi promote hybrid rice, significantly boosting local 

production and food security 

By Li Jing | VOL.11 February 2019 

A magnitude-8.0 earthquake hit Wenchuan in southwest China’s Sichuan Province on May 12, 

2008, sowing devastation and causing many casualties. When the earthquake struck, Luo Shide, 

a soil and fertilizer expert, was working at the Agricultural Bureau of Beichuan County, one of 

the most affected areas. Surviving the earthquake and taking part in the reconstruction work 

were a life changing experience for Luo. 

“I witnessed the great changes that took place in Beichuan and I am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itizens of my country for their support. That’s how I decided [in future] 

to do my best to help those in need,” Luo told ChinAfrica. 

In September 2014, 52-year-old Luo followed through on his promise: He appli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assistance mission for Africa of the the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f China (now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China). After many rounds of selections, Luo finally 

fulfilled his wish and became a member of the third group of agricultural experts to be 

dispatched to Burundi. 

“The world has support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Beichuan County after it was hit by the disaster. 

Now, we are the ones who will send experts to help Africans,” Qu Yongan, head of Beichuan 

County said on November 20, 2015, the day of Luo Shide’s departure to Burundi. 

Facing the challenge 

According to Luo, his first task was to understand agricultural conditions in Burundi, including 

soil characteristics and fertilizers. In doing so, he became aware of the need to increase rice 

production capacity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 local farmers’ in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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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to its tropical climate, Burundi is a country with abundant sunshine and water resources, 

as well as a stable average temperature. The climate is therefore very suitable for rice production. 

However, the average yield is low: about 250 kg per mu (666.67 square meters). After his 

ground research, Luo noted that low seed quality was the main cause of such low yield. 

“Because of the flawed seed selection system in Burundi, farmers often use their own seeds, 

which are not very pure. This leads to all kinds of problems, including fragile stems, poor 

disease resistance capacity and low yield,” he said. 

In addition, the use of fertilizer was clearly insufficient. Actually, most farmers do not use 

fertilizer at all. According to Luo, Burundi still has to import almost all of its fertilizer. But 

because of the government’s financial difficulties, these imports remain at a very low level. 

Although Burundi has put in place subsidies - subsidizing up to 40 percent of the cost of 

imported fertilizers - only a few farmers located around the capital Bujumbura benefit from this 

subsidy program. In addition, these fertilizers are mainly used in vegetable production, but very 

little in rice production. 

Substandar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are another major factor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rice production. “Local techniques for growing rice seedlings are not very advanced. There is 

a lack of effective management on the ground,” said Luo. 

In addition, there is also a lack of agricultural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depends almost entirely on human labor. Animal resources are abundant, but not 

well exploited, Luo said. The lack of water conservation facilities is also a source of waste that 

greatly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rice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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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 Shide (left) guides local technicians on rice growing techniques on May 21, 2018 (COURTESY 

PHOTO) 

Meeting the challenge 

Inspired by its successful use in China, Luo decided to introduce Chinese hybrid rice to Burundi. 

In 2016, Luo’s group of experts selected four hybrid varieties to conduct testing. Early results 

were convincing: Yields exceeded 600 kg per mu. One variety in particular set a record in 

Africa, producing 924 kg per mu. 

“If rice production in Burundi is able to reach such yield levels, we will achieve food security 

and our farmers will be able to earn a good living,” said Severin Bagorikunda, Permanent 

Secretary at the Burundi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on October 11, 

2016, during a visit to the testing ground. 

Luo and his group finally decided on Chuanxiangyou 506, a hybrid rice variety with a high 

resistance to disease and a stable yield, as the most suitable variety for Burundi. In March 2018, 

Chuanxiangyou 506 was officially approved and recognized by Burundian Government. 

After five testing seasons, the Chuanxiangyou 506 testing area continued to expand, going from 

one to 48 hectares. According to Luo’s calculations, the average yield per mu should exceed 

600 kg at the next harvest, which is three times higher than local rice varieties - generat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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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five times more profits. 

On December 13, 2018, Déo Guide Rurema, Burundi’s Minister of Environment,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visited the testing ground and paid tribute to the professionalism of Chinese 

experts, noting that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Chuanxiangyou 506 had strengthene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Burundi in the agricultural field. 

 

Luo Shide (second right) gives a lecture on the use of fertilizer in Burundi on June 29, 2016 (COURTESY 

PHOTO) 

No time for rest 

But Chinese experts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this success. In January 2016, Luo tackled the 

problem of the lack of fertilizer. In a report, he analyzed the feasibility of building a complete 

Burundian industrial chain for fertilizer. “The lack of a fertilizer industrial chain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behind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Burundian agriculture. If this does not change, 

there will be no re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ere,” Luo told ChinAfrica. 

This report drew the attent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Rurema decided to launch a project 

for compound fertilizer,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Burundi. “At present, this project is about to be 

completed and its annual production capacity will be 50,000 tons of compound fertilizer,” said 

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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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perts are also seeking to adapt existing agricultural techniques to local conditions, 

particularly for dry rice cultivation and pest control. In order to improve local cultivation 

techniques, Luo organized three training courses on rice nursery systems, fertilization and field 

management, including theoretical studies and practical demonstrations. Overall, more than 170 

technicians and local farmers took part in the training. 

Thanks to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expert group and local population, Burundi has made a 

breakthrough in the field of rice productio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hat will 

be difficult to overcome, said Luo, such as inadequate water conservation facilities and poor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Luo said that apart from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Burundi must 

be based on raising awareness of best agricultural practices and the use of technology among 

local people, which he believes is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 to the current agricultural challenges. 

(Comments to lijing@chinafrica.cn) 

 

Irrigation Transformation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share irrigation technologies with Burkina Faso farmers 

By Li Jing | VOL.11 March 2019 

This Spring Festival on February 5, the most important day for the Chinese people, Liang 

Xiaoping, an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expert, didn’t return home for the customary 

family reunion; instead, he spent a memorable Spring Festival in Burkina Faso. 

Liang barely has time for his family because of his work. This was the fifth time he has visited 

Africa to share his agricultural expertise. Previously, Liang participated in two phases of South-

South cooperation project between China and Nigeria organized by the 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Later, in response to an invitation from the Nigerian Government,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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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t to Nigeria again to work as an international irrigation consultant. In addition, he was 

dispatched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China to Uganda as a senior 

agricultural expert to guide loc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Liang serves as a senior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 in the Tianmen Water Conservancy Bureau 

of Hubei Province, as well as chief engineer of the Leading Group Office of China’s South-to-

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He is a veteran in the planning,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is now an experienced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expert. 

On May 26, 2018, China and Burkina Faso announced the resump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aid project to Burkina Faso was the first agricultural assistance project after the 24-year 

absence of ties. The 54-year-old Liang resolutely signed up for the project and was selected as 

the group leader, arriving in Burkina Faso on June 30, 2018 to start his one-year tenure. 

“As the first batch of agricultural experts to Burkina Faso after the renewal of our ties, I know 

that I have to shoulder lots of responsibilities, and that my behavior represented the national 

image. As the group leader, I have to be meticulously prepared for each task and lead the group 

to successfully finish the missions assign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iang 

told ChinAfrica. 

The group consists of experts in irrigation, water conservancy,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rice 

cultivation. Liang is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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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 and a local technician take measurements for the new storage dam (COURTESY PHOTO) 

Preliminary research 

Located inland in West Africa, Burkina Faso is dominated by tropical savanna climate. 

Although the country has no desert, its vast western region is sandy. The soil is depleted, and 

there is scarce arable land. According to the group’s research, the local annual rainfall is about 

1,000 mm, with an annual evaporation of about 1,500 mm and an annual leakage of about 500 

mm. It only has dry and wet seasons: The dry season lasts for most of the year, while the wet 

season only for three months. Therefore, the country is plagued by severe water shortage. 

Limited by the natural conditions, the local agriculture is dominated by rice grown on higher 

ground. 

“During the wet season, there will only be rain every seven to 10 days, so the rice could not be 

effectively irrigated in its key growth stage and therefore it has a low output.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storing facilities of water must be built to change the current status of rain-

dependent agriculture,” Liang explained. 

According to Liang’s survey, the rice-growing area is basically short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and that some parts of the plain area utilize only irrigation systems 

provided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owever, since these have not been properly 

maintained for many years, most of the facilities have been severely damaged, and 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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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f designed irrigation areas. 

In addition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s not widely used, and farmers 

mostly adopt simple tools like hoes, sickles and sheep picks as major farm tools. The low 

educational level of local farmers also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in the promo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Besides, due to law restrictions, the introduction of rice seeds is limited, and local rice is of 

poor quality. Plus,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shortages also seriously affect the outputs of rice and 

other grains, and reduce the land use rate. 

Irrigation dam 

In the face of these challenges, Liang decided to start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storage 

and irrigation systems.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topographic and geomorphic features, Liang led the expert group and 

local technicians to carry out preparations like surveying, measuring and designing, and finally 

decided to set up a storage dam at the rice-growing area of Nariou Village, Centre-ouest District. 

After 41 days of construction, the storage dam was officially finished on February 3. It will 

provide irrigation to 50 hectares of rice fields during the wet season. 

“After the rain stops in the wet season, the storage dam can be used for the supplementary 

irrigation of rice during its blooming and filling stages,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rice 

yields,” Liang said. “The dam satisfies local residents’ long-lasting needs.” Gaoussou Sanou, 

Director of Burkina Faso Rice Center, also spoke highly of the storage dam. 

In addition, Liang also led the expert group to finish the reclamation of 4 hectares of land and 

the building of irrigation systems in Bagrepole, Centre-est, as well as building a 2-km irrigation 

channel with 10 sluice gates in Bama Village, Hauts-Bassins to restore the irrigation of 1,200 

hectares of rice fields. 



 92 

“I have been engaged in water conservancy for 36 years, and I hope to deepen China-Burkina 

Faso friendship with my own expertise and help more people,” said Liang. 

Training more talents 

The Chinese experts also conducted field technology training based on their own expertise, and 

expounded rice production techniques to local farmers, including rice seed production, rice field 

management, mechanical rice-harvesting, mechanical threshing, and water conservancy. 

At the time of writing, the Chinese expert group had made 37 surveys in 11 districts of Burkina 

Faso, and visited 14 provinces to carry out 16 training sessions, involving 564 trainees. 

Liang think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technical training sessions in line with the trainees’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level, using China’s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the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For ordinary farmers, we should conduct field training through hands-on demonstration. For 

agricultural technicians, in addition to our explanation and demonstrati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s also needed,” said Liang. 

(Comments to lijing@chinafrica.cn) 

New Energy, New Life 

Chinese-designed biogas tanks help improve life in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By Li Jing | VOL.11 April 2019 

Huang Jian slowly turned on the stove in Adalio Rio’s kitchen which immediately produced a 

long bright blue flame. “I thank the government and Chinese experts for their precious help. 

I’m deeply moved,” said Rio, delighted by this new source of clean energy. 

Huang is one of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sent by China’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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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Affairs to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By turning on the switch on November 7, 2018, he 

inaugurated one of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their assistance mission to the archipelago: the 

official commissioning of the first biogas tank built in the community of Mesquita, Lobata 

District. 

Huang is a senior agronomist at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motion Center in Wangcang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in southwest China, where he has garnered years of expertise in rural 

energy planning and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In 2016, Huang went to Africa for the first time as part of a United Nations-sponsored South-

South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project between China and Uganda. He told ChinAfrica that he 

was smitten by the continent at first sight and overjoyed to be able to apply his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local people.  

As soon as he returned to China in 2018, he volunteered to join the second group of agricultural 

experts as part of the Chinese assistance mission to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In April, he set foot 

on the continent again, together with five other experts and two translators for a mission of two 

years. 

From waste to treasure 

On the ground, Huang quickly realized that local energy sources were extremely scarce, due to 

the lack of large-scale capacity to exploit oil, natural gas and coal. Local inhabitants mainly 

rely on wood, which is neither efficient nor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s an expert in rural 

energy, Huang was convinced that the most natural and rapid way to address this energy 

challenge was to build biogas tanks. 

Biogas, a renewable energy source, is a combustible gas produced through the fermentation of 

microorganisms in manure in the absence of oxygen. The gas can then be burned to produce 

energy, while manure residue from the production process can be used as a kind of biological 

fertilizer for cr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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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Jian and local farmers build a biogas tank (COURTESY PHOTO) 

“Building biogas tanks on the archipelago is an effective solu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local communities. This will not only improve the overall sanitary environment on the islands, 

but also provides enough energy to cover the daily needs of the inhabitants,” Huang told 

ChinAfrica. He immediately starting working on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s, but the first hurdles 

soon appeared. 

Huang was initially faced with the problem of choosing an adequate site for the tanks. In order 

to ensure sufficient biogas production, tanks had to be built near large-scale livestock farms. 

However, it takes at least 10 50-kg pigs to provide enough manure for a single 8-cubic-meter 

biogas tank. This is way beyond what most local farmers can afford on the archipelago. He then 

decided to introduce a fuel-efficient stove made in China to help the farmers who do not have 

enough animals to solve their energy problems.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stoves on the island, this new type of stove uses 80 percent less 

firewood. Through its complete combustion of firewood, it will reduce carbon dioxide and 

smoke emissions and improve the local sanitary environment,” explained Huang. 

The high cost of local materials - particularly cement, stone and sand - was also a challenge.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building materials, Huang paid frequent visits to the local 

material market, as well as to brickworks and sandstone factories, to find out more about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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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s and ensure that the quality was up to the required standard. 

Before the arrival of Huang on the archipelago, the first group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had already managed to build three biogas tanks in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This breakthrough 

also meant that the country is now facing a shortage of technicians and skilled workers in the 

biogas field. Huang is therefore working to develop technical plans and training materials for 

local workers. 

“First of all, I go through each stage of construction with them, and then the workers can follow 

the technical plan by themselves. If the completed tank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it must 

be modified until it can fully meet technical standards,” he said. Ten months after his arrival, 

Huang finish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ree new biogas tanks, much to the local villagers’ delight. 

“Livestock manure is sealed in the tank, where it ferments to produce biogas that is then used 

to cook food, save firewood and reduce deforestation. This technology is very useful for our 

country,” said Mário Alves De Carvalhodos Santo, one of the local workers on the biogas 

project. 

 

Chinese and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agricultural experts pose for a photo before a training class 

(COURTESY PHOTO) 

Improving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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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Huang, the use of biogas will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financial burden on local 

farmers. Indeed, a single biogas tank of 6 to 10 cubic meters is enough to meet the daily energy 

needs of up to 10 people. This is equivalent to firewood from a wooded area of about 2,000 

square meters. 

In addition, since manure is sealed in the tank, it can no longer become the source of disease, 

which will directly improve the country’s health environment. The manure residue also makes 

excellent organic fertilizer to improve agricultural yield while reducing the 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and pesticides. 

Huang explained that if daily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the tanks comply with technical 

requirements, a biogas tank can be used for more than 20 years. “By teaching local residents 

the skills for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biogas tanks, we will ensure that the tanks will enable 

them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 said. 

In order to lower the costs of building biogas tanks for local people, he tried to use local cement 

bricks as the main construction material for biogas tanks, instead of steel molds imported from 

China. This will allow the size of the tanks to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animals 

and family members in a given household. 

Currently, Huang continues to provide training sessions on how to best choose the location of 

the tanks, as well as on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day-to-day management, and the benefits and 

specifications of biogas and new stoves. As of now, more than 100 islanders have taken part in 

his training sessions, including civil servants, workers and farmers. 

“After taking part in Huang’s training sessions, I now know how to build biogas tanks not only 

by using molds, but also cement bricks,” said Santo. 

(Comments to lijing@chinafr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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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Human Capacity 

Burkinabe agricultural experts eager to implement new knowledge at home after China seminar 

By Li Jing | VOL.11 May 2019 

May this year marks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the resumption of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Burkina Faso, after a 24-year hiatu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is historical event was 

not long in coming: Cooperation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seen 

significant progress. 

China’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was quick to resuscitate its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with Burkina Faso. Soon after the resump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a team of 

nine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were sent to Burkina Faso to carry out a number of important 

development projects. At the same time, preparations were made to welcome the first delegation 

of Burkinabe agricultural experts to China. 

“We organized a seminar and invited senior Burkinabe agricultural officials who had previously 

cooperated with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in Burkina Faso to come to China,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our cooperation and to deepen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said Lin Huifang,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ervice (CICOS) of China’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Sanou Gaoussou was one of the Burkinabe officials invited to attend the seminar in China. As 

the Coordinator of the Sino-Burkinabe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Project at the Burkinab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he arrived in Beijing on March 16, 

heading a group of 10 fellow experts. Together, they spent 12 days in China. 

“To strengthen the capacities of officials at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of Burkina Faso is a good way to contribute strongly to the achievement of food 

self-sufficiency in our country,” said Denis Kabore, Second Counsellor at the Embass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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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kina Faso in China. 

A trip of discovery 

Aware that the Burkinabe agricultural officials were most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rice 

planting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rojects, CICOS made a point of including conferences and 

field visits focusing on these issues. In addition, the seminar also included sessions to teach 

participants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language to enable them to better understand China. 

According to Lin, the seminar also included field visits to Hunan Province, one of China’s main 

agricultural powerhouses. During these visits, Burkinabe officials were able to conduct in-depth 

discussions on various aspect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ith local Hunan officials. They 

also had a chance to visit water conserv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Hunan Hybrid Rice Research 

Center, which was established by Yuan Longping. 

Known as the “father of hybrid rice in China” and recipient of the first State Preemin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Yuan is known for having developed super-hybrid variety of rice, 

including Xiangliangyou 900, that have broken world yield records. 

As he was preparing to leave China, Gaoussou said he learned many things during the seminar. 

“China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in the fields of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mechanization and process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hich is exactly what we need. We must 

bring back what we have learned here to our country, in order to promote Burkina Faso’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e said. 

Kabore said the training will pave the way toward 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cooperation among 

researchers and professionals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so as to ensure 

that all the Burkinabe people can benefit from our [cooperation]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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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kinabe agricultural experts visit the Zoological and Botanical Specimen Center of the Hunan Biological 

and Electromechanical Polytechnic (COURTESY PHOTO) 

Deepening cooperation 

According to Gaoussou, agriculture is still one of the main pillars of the Burkinabe economy. 

It employs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 and represents 30 to 35 percent of 

the national GDP. But the small scale of rural farmers and the low level of mechanization are 

some of the main obstacles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is critical sector.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fter the resump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is a major opportunity for us to remove constraints on our development in general, 

particularly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said Gaoussou. 

One month after China’s resumption of diplomatic ties with Burkina Faso, a team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arrived in the African country. Less than a year after their arrival, the nine 

agricultural experts have already completed a number of projects, working hand in hand with 

local officials, technicians and farmers. 

Among their main achievements, the Chinese experts have completed the development of an 

irrigation system covering four hectares of land, built a rice seed production base and 

established six demonstration bases for new rice varieties. In addition, they have rehabilitated 



 100 

more than 2 km of irrigation canals and repaired 10 irrigation gates on the Bama plain, in the 

southwestern region of the country. 

In addition, Chinese experts have also organized training courses to make sure their local 

counterparts were able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new technologies. To date, they have written 16 

teaching materials on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 such as rice cultivation, irrigation and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Moreover, they organized 20 field technical training courses and 

nine large-scale training sessions, with a total of 926 participants includ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technicians and farmers. 

“Burkina Faso needs Chinese cooperation and expertise to modernize its agriculture to meet the 

legitimate demands of its people,” said Kabore. 

Looking forward, Gaoussou believ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Burkina Faso’s agriculture still 

faces a number of major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poor development of irrigated agriculture, 

the high cost of agricultural inputs and equipment, regular pest attacks and underdevelopment 

of its post-production infrastructure. 

To help meet these challenges, China is already putting in place the second team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to Burkina Faso. The expected duration of this second mission will be from 

July 1, 2019 to June 30, 2021. This time, two translators and eight agricultural experts will be 

sent to Burkina Faso to help the country overcome some of its challenge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plans, this second expert team will focus on four main areas: planning, 

demonstration, ancillary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training. Their specific tasks will include 

assisting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national rice development plan, drafting a national plan to 

promote small-scale agricultural machinery, conducting demonstrations on irrig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use of new agricultural equipment in 13 regions of the country, comple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ive dams, developing 2,000 hectares of land and ensuring the technical 

training of more than 1,000 farmers and officials. 

In addition, during their two-year mission, the CICOS plans to invite 11 key official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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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kina Faso’s agricultural sector to participate in another term of 12-day seminar. A high-level 

advisory group composed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will also visit Burkina Faso for a 

period of six days. 

“Burkina Faso believes in the common future that China intends to share with African countries 

and will do everything in its power to intensify its cooperation with China, mainly in important 

sectors of its economy, such as agriculture,” said Kabore. 

(Comments to lijing@chinafrica.cn) 

 

Cultivating Solutions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assist Burkina Faso raise rice yield 

By Li Jing | VOL.11 June 2019 

In Burkina Faso’s Bagre Reclamation Area, clear water from a large reservoir far away is 

flowing along a brand-new ditch into a four-hectare flat farmland, which is part of the Bagre 

land-leveling project completed on March 30, with the assistance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With the technology we have, it was difficult for us to complete the land-leveling project and 

bring irrigation water to the area on our own, which was a major obstacle to growing rice. But 

now, we can drain and irrigate freely,” Étienne Kaboré, head of Bagre Growth Pol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orp., the managing organization of the Bagre Reclamation Area, told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 Hu Yuzhou with excitement. 

mailto:lijing@chinafrica.cn


 102 

 

Hu Yuzhou (right) and a local technician investigate pest control (COURTEST PHOTO) 

Just a few months ago, the land was dry and harvest was dependent on nature’s mercy. The 

situation changed after the arrival of the experts of the first agricultural expert mission sent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China to Burkina Faso after the resump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n May 26, 2018. Hu is head of the Bagre 

Reclamation Area Project and deputy chief of the expert mission. 

Hu, 48, is a senior agronomist at the Bureau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Xianning, 

central China’s Hubei Province. He is also a director of the province’s Plant Protection Society 

and Plant Pathology Society. In his career spanning 27 years, Hu has won multiple awards from 

the province for his hard work and achievements in promoting and advancing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He also has rich experience in working in Africa. In 2009, he was chosen as one of the 100 

Senior Agricultural Experts for Africa, a project announced by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and was sent on an aid mission to Zimbabwe, where he won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Award from the Chinese Embassy in Zimbabwe.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the countryside of China and food was insufficient when I was a kid. 

I have personally experienced the tremendous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China’s development,” 

he told ChinAfrica. “Africa’s natural conditions for agriculture are no worse than China’s, s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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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absolutely feasible to promote China’s experience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Africa. I 

hope I can do my part for this cause.” 

Water management 

Agriculture is the pillar industry of this landlocked country in West Africa. About 80 percent of 

its labor force is employed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Due to low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however, the country is heavily dependent on imported food and is vulnerable to food crises. 

After it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were resumed, agriculture was put on the top of the 

list of areas for assistance. At the request of Burkina Faso, China dispatched the first team of 

seven agricultural experts, including Hu, at the end of June 2018. 

To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loc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team conducted 37 surveys in 

11 major regions of the country. With the Sahara Desert to the north, water shortage has been a 

major problem for local agriculture, and because of water shortage, rice produced in Burkina 

Faso can only meet a quarter of the country’s demand. 

“The key to increasing rice production is water,” Hu said. 

However, survey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annual rainfall in Ouagadougou, capital of Burkina 

Faso, was 743.8 mm, higher than 626 mm in Beijing and 583.6 mm in London. “This means 

that the problem for Burkina Faso is not water shortage in the absolute sense, but the failure to 

conserve and make good use of water,” Hu explained to ChinAfrica. 

Located in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Burkina Faso, Bagre Reclamation Area is a special 

agricultural zone develop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is the largest rice-producing area in 

the country. However, due to uneven land and lack of water facilities, irrigation relied mostly 

on rainfall, which seriously hindered rice growth. As the manager of Bagre Reclamation Area 

project, Hu decided to start with improving water infrastructure. The land needed to be leveled 

and canals built to ensure water supply.  

Hu and other experts of the mission personally went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from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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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and measurement to construction, with the support of local farmers. After three 

months of efforts, 4 hectares of land was leveled and a 415-meter concrete canal system for 

irrigation was built. 

“Mr. Hu has worked hard and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echnology in the largest rice planting area of our country,” said Sanou Gaoussou, 

an official of Burkina Faso’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Hydraulic Facilities and the general 

coordinator of China’s aid projects. 

 

Hu Yuzhou (second right) on a field investigation (COURTESY PHOTO) 

Green development 

Now that the water infrastructure was ready, Hu and the team proceeded to improve local 

technology in rice production. He found that overuse of pesticides posed a threat to the local 

environment. 

“China, like many other countries, had to clear the pollution caused by prior development. We 

hope that Burkina Faso would learn the lesson, and adopt a green approach for develop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Replacing chemical pesticides with technical means, for example, can help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Hu said. 



 105 

Therefore, he decided to apply China’s green pest control technology in Burkina Faso. He 

targeted rice stem borers with the 10 pheromone traps he had brought from China. By luring 

and trapping insects with sex hormones specific to a certain species of insects, these traps 

enabled green insect control that combined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means. 

Promoting China’s rice cultivation technology is another focus of the team. So far they have 

completed 1 hectare of rice seed production and 1 hectare of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 of 

rice planting. With a proper increase in planting density, well-managed fertilizer and water use 

and effective pest and disease control, the yield per hectare has increased from 2 tons to 5 tons. 

Technical assistance 

“China’s aid policy is focused on technical assistance. We provide aid and, more importantly, 

we teach them how to do it,” Hu said.  

Technical guidance and training ar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tasks of the expert mission. In 

the Bagre Reclamation Area alone, the experts have provided trainings to 115 agricultural 

technicians and local farmers, and made multiple demonstrations for nearly 200 people. Across 

Burkina Faso, 30 large-scale onsit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raining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14 provinces by the whole aid team, attracting more than 1,500 trainees. 

“The trainees are eager to learn China’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they often ask questions 

for more than two hours at the end of trainings. Our trainings are provided wherever they are 

needed. Even a bunkhouse or tree shade near the fields could be used as a temporary classroom,” 

Hu said.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eam is the most disciplined and successful Chinese aid team in 

Burkina Faso with the widest reach across the country,” said Li Jian, China’s Ambassador to 

Burkina Faso. 

The first agricultural aid project will completed its one-year term on June 30, 2019. After that, 

the experts will stay for another two years in Burkina Faso for the second aid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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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to lijing@chinafrica.cn) 

 

Prevention Better Than Cure 

Chinese veterinary experts help prevent and treat livestock diseases in Zimbabwe 

By Li Jing | VOL.11 July 2019 

On the farm of the Henderson Research Institute in Zimbabwe, it’s bath time ... for cows. 

However, rather than washing animals with ordinary water, local staff use a specially designed 

medicinal preparation developed by Chinese veterinarian Duolikun Nuershafa. 

“In Zimbabwe, large numbers of cattle and sheep die from diseases carried by parasites such as 

ticks, causing huge losses to local farmers every year. This medicinal preparat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prevent such diseases,” Duolikun told ChinAfrica. 

Duolikun was born in the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one of China’s most important 

regions for livestock farming. At the age of 50, he has spent more than 30 years working in 

veterinary laboratories, during which he developed a strong expertise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various bovine diseases. 

“I know that livestock farming is an important economic sector in many African countries. I 

hope that my knowledge will somewhat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vestock farming in 

these countries,” he said. 

Duolikun is a member of the third group of agricultural experts sent to Zimbabwe by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His team also comprises nine other 

agricultural experts, including specialists in aquaculture, horticulture,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livestock. Together, they set foot in Zimbabwe on November 8, 2018 for a mission that will 

last for thre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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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stock 

Upon their arrival in Zimbabwe, the 10 agricultural experts were assigned to different local 

departments based on their specialty. Duolikun ended up in the laboratory of the Department of 

Veterinary Services of the Zimbabwean Ministry of Lands, Agriculture, Water, Climate and 

Rural Resettlement.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the agricultural assistance projects were implemented in a targeted 

way to respond effectively to Zimbabwe’s real needs, the experts first conducted extensive 

research along with local technicians. 

After visiting a number of veterinary service stations and farms, Duolikun found many 

problems. Together with his colleagues, they then wrote several research reports, both in 

Chinese and English, to put forward effective solutions. In particular, they formulated a number 

of measures related to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icks, as well as immunological tests for 

animal brucellosis. 

Duolikun quickly realized that tick-borne diseases among cattle and sheep were one of the main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livestock farming. Ticks are ectoparasites that feed on the 

blood of animals. They carry various infectious diseases that cause weight loss and anemia, 

threatening the health and even the life of livestock. In 2018, about 50,000 cows died from these 

diseases, causing considerable losses to local herders. 

“In addition to clinical treatment, preven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Medicinal dip tanks 

and vaccination are effective and widespread measures in China,” said Duolikun. 

The difficulties were not long in coming. The lack of local medicines and vaccines meant that 

they had to be imported at very high prices. Some of the medicines available in Zimbabwe 

needed to be replaced, as ticks had already become resistant to them. In addition, most on-site 

medicinal dip tank installations were defective and needed to be repaired before they could be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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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olikun Nuershafa (right) at a local cattle farm (COURTESY PHOTO) 

Turning to action 

Duolikun made a request to the group of experts to purchase medicines. With the help of local 

technicians, he also pil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15,000-litre medicinal dip tank in Mashonaland 

Central Province, in north Zimbabwe. 

“This medicinal dip tank can enable 120 farming families to treat about 1,500 cattle. The dip 

tank will effectively prevent parasites and has been warmly welcomed by local farmers and 

government,” said Duolikun. 

“Duolikun gave us technical guidance and a demonstration of technology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icks. The dip tank has immensely benefited the rural people of Mashonaland 

who are dependent on the dip tank for the health of their cattle in the wake of a theileriosis 

disease currently affecting Zimbabwe,” said Reverend Spargo, Principal Veterinary Officer at 

Zimbabwe’s Department of Veterinary Services.  

Another problem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livestock farming in Zimbabwe is animal 

brucellosis. This chronic infectious disease causes miscarriages and infertility among livestock. 

The disease can also be transmitted to humans through contact with an infected animal. It 

therefore poses a risk to the health of livestock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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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Zimbabwe, most vaccines for animal brucellosis are imported from countries. In addition,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ese vaccines have not yet been scientifically established. This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human and animal health,” said Duolikun. 

Based on his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n China, Duolikun then decided to perform an experiment 

to see whether the vaccines were actually working. After consulting with their Zimbabwean 

colleagues, his group chose the farm of the Henderson Research Institute as their test base. After 

one month of vaccination, they had positive results: Tests indicated that all animals that had 

undergone the trial were producing antibodies against brucellosis. 

“The success of this trial provided a scientific basis for Zimbabwe’s vaccination program and 

improved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system in Zimbabwe,” he said. 

“Duolikun has provided us Chinese advanced experience and practices in animal brucellosi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hich has benefited our farmers. This is greatly appreciated,” said 

Priscilla Tembinkosi Tshabalala, Principal Veterinary Technologist at the Department of 

Veterinary Services. 

Skill development 

Training has always been a key area of Sino-Afric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Zimbabwe is 

no exception. From the first semester after their arrival, Duolikun and his Chinese colleagues 

set about the task of training their local partner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ervice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China, 

Chinese experts have trained about 700 participants till now. Each of them focused on their 

particular field of expertise, with Duolikun being in charge of training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frican swine fever, brucellosis and ticks. 

Douglass Karoro, Deputy Minister of Lands, Agriculture, Water, Climate and Rural 

Resettlement of Zimbabwe, has welcomed the work of these 10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and expressed his sincere thanks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support for Zimbabwe’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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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ed at deepening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n May 21,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China made a donation of agricultural equipment 

to Zimbabwe. These supplies, worth around $136,000, will be used by both Ministry of Lands, 

Agriculture, Water, Climate and Rural Resettlement of Zimbabwe and Chinese experts to 

further their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activities. 

Chinese Ambassador to Zimbabwe Guo Shaochun said the donation reflected not on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trong support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Zimbabwe, but also the 

deep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peopl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Zimbabwe to improve its agricultural sector, share China’s useful agricultural experience, assist 

in building the local economy and rais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in order to help Zimbabwe 

regain its reputation as “Africa’s breadbasket,” he said. 

(Comments to lijing@chinafrica.cn) 

 

Sprouting Success 

Chinese expert promotes mushroom growing techniques in Ethiopia 

By Li Jing | VOL.11 August 2019 

Farmers of the Menagesha Mushroom Farm in Addis Ababa, Ethiopia, are all smiles now that 

their crop yields are around 5,000 kg. Three years ago, output was negligible and the farm was 

on the brink of shutting its doors. The intervention of agriculturalist Zheng Aibao turned the 

farm’s fortunes around. 

Zheng is a 53-year-old expert in edible mushrooms at the Bureau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Huai’an County, north China’s Hebei Province. He was part of a three-year South-

South cooperation program in Nigeria sponsored by the 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before he was sent to Ethiopia for the first time on October 21, 2015, as a member of a two-

mailto:lijing@chinafr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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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Chinese agricultural aid mission to the country.  

While on that mission, he met up with the Menagesha mushroom farmers who asked for help. 

After investigation, he attributed the low yield of the farm to lack of techniques regarding seed 

production, raw material processing, sterilization and fruiting. Zheng set up a technical 

transformation plan for the farm and in April 2017, the farm produced 150 kg of mushrooms. 

On November 8, 2018, Zheng returned to Ethiopia with the third agricultural aid mission to the 

country. This time, they would stay for three years. 

“I always felt that my work is not finished there. This is probably the reason why I wanted to 

return to Ethiopia,” Zheng told ChinAfrica, adding that as far as he was aware, the farm is now 

the first modernized mushroom farm in Ethiopia. 

Untapped potential 

According to Zheng, with an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of 16 degrees Celsius and rich supply 

of raw materials such as crop straw, agricultural waste and livestock manure, Ethiopia is very 

suitable for growing edible mushrooms. In addition, the country has an abundant labor force, 

and local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ion is very supportive of promoting mushroom growing. 

“Ethiopia is suitable in every aspect for developing the mushroom industry,” said Zheng. 

A rich source of nutrition, edible mushrooms means consider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for local people. 

“The industry makes full use of the by-products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such as 

straw and cow dung,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hile creating jobs. It is an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industry,” said Zheng. 

His outlook for the industry includes an expanded scale of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and wider 

reach in domestic and even overseas markets. Zheng also believes that by forming an industrial 

chain that links companies and rural households, the industry has a role to play in local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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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viation. 

However, he is aware that it is not easy to realize these ambitions. The industry is generally in 

its infancy in Ethiopia. Production scales are small, mushroom varieties are few and prices are 

high. Zheng thinks the bottleneck in the industry is a lack of techniques and investment. 

 

Zheng Aibao (left) and an Ethiopian mushroom grower check mushroom production in Menagesha 

(COURTESY PHOTO) 

Plan 1-5-50 

During his first mission in Ethiopia, Zheng built two mushroom growing sites in Addis Ababa, 

and introduced two oyster mushroom varieties from China that he believed could adapt well to 

the climatic conditions of the Ethiopian Plateau. He set specific standards for the production 

process, covering every link in the chain from growing site selections to mushroom harvest and 

processing. 

Zheng has big ambitions for the current mission. “What I can do on my own is limited. This 

time, I want to build more growing sites and involve more people, so that the locals can really 

master the techniques,” he said. 

To this end, he developed Plan 1-5-50 for promoting edible mushrooms in Ethiopia. By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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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means to build one training center at Addis Ababa University to provide training on 

mushroom growing techniques, five mushroom growing sites in and around the capital city to 

provide mushroom seeds and services to nearby farmers, and 50 model households for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10 from each of the 5 growing sites. 

“By providing demonstrations and training, the plan can help promote practical techniques on 

mushroom growing, especially on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and supply of mushroom seeds, 

which are essential in promoting edible mushrooms,” said Zheng. 

According to Zheng, the training center is mainly for the production of seeds and techn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five growing sites are for the production of secondary and 

tertiary seeds and technical training for farmers, with each having a different focus. Of the five 

sites, the Yeka project site provides technical training for agricultural officials. The Menagesha 

site is part of the privately owned Menagesha Farm, so it is market-oriented and improv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s the focus. The Kashajes site is affiliated to a charity organization, and 

mushrooms produced there are supplied to feed more than 500 children living with disabilities 

in five local schools. The Adama site highlights research on new growing techniques, while the 

Holeta site focuses on training and demonstration. 

The Yeka and Menagesha sites have been officially launched and 10 model households for each 

site have been selected. Progress has also been made at the other sites, with facilities for the 

Kasajs already constructed, a cooperation agreement signed for the Adama site, and completion 

of field studies done on the Holeta. Zheng said that Plan 1-5-50 will be fully implemented by 

the end of the current mission in 2020. 

“The plan intends to build an edible mushroom promoting system in Addis Ababa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 of the city, and it will also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and leading force for the 

promotion of edible mushroom growing techniques across Ethiopia. The design and operation 

of this system will be the biggest achievement of the edible mushroom program of the current 

mission,” said 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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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me Garuma, Extention Director of the Ethiop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positively 

evaluated the plan and committed to provide full support. He hoped that the guidance of Chinese 

experts would help bring a new look to the edible mushroom industry in Ethiopia. 

 

Zheng Aibao conducts a mushroom training program (COURTESY PHOTO) 

Technical training 

During his previous mission in Ethiopia, Zheng provided technical training for over 500 people. 

This time around, technical training remain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agenda. 

“This is in line with the purpose of Plan 1-5-50, which is to promote mushroom growing 

techniques to officials, scholars and farmers. We need to give them the skills to do things for 

themselves,” he said. 

At present, training has started at some of the sites. His training covers the production of seeds 

and growing of different mushrooms, as well as practical operation.  

“I learn something new each time I talk with the experts. I hope that China’s edible mushroom 

techniques can be applied across Ethiopia,” said Genet Kebele, a mushroom grower from Addis 

Ababa. 

(Comments to lijing@chinafr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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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gnificant Gif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vides equipment to Ethiopia to promote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By Li Jing | VOL.11 October 2019 

Tractor, generator, incubator at constant temperature... Xie Junhua counts these devices again 

and again. “One hundred and forty eight pieces in total,” he said. 

Xie is the head of the third group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to Ethiopia. What he counted 

was the agricultural equipment dona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Ethiopia. “These devices 

are not only essential to the work of our experts, but can also help the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here in Ethiopia,” Xie told ChinAfrica. 

 

Chinese Ambassador to Ethiopia Tan Jian (second right) and Ethiopian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Oumer 

Hussien (third left) at the donation ceremony (COURTESY PHOTO) 

In August 2019 at a ceremony in Addis Ababa, the Ethiopian capital, Tan Jian, Chinese 

Ambassador to Ethiopia, handed over the equipment worth more than 1 million yuan ($1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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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f Ethiopia. At the ceremony, Tan emphasized that food is the 

basic need of any person and the right to livelihood and develop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of human rights. “Only by developing agriculture can we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problems of food security and thus eliminate hunger and poverty,” said Tan. 

“China aims to sincerely share its experiences and technologies with Ethiopia,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of technical training and mechanization. We encourage mutual exchanges of agricultural 

experts and investment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thiopia’s agriculture.” And this is also 

the mission of Xie’s group. 

Group endeavor 

In 2018, nine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from different fields arrived in Ethiopia for a three-

year project. This is part of the Sino-African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jects announc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uring the Four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held in 2009 in Sharm el-Sheikh, Egypt. Since 2012,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ispatched three groups of agricultural experts to Ethiopia. 

“These nine experts specialize in wheat, rice, fruit trees, vegetables, cotton, edible mushrooms, 

livestock, aqua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lthough everyone’s area of expertise is 

different, we support each other and hope that our experience will be useful,” said Xie.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he went to Africa for an agricultural assistance project. Previously, he had spent 

three years in Nigeria as part of a South-South cooperation project organiz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Less than a year after their arrival, the experts encountered various difficulties in their life and 

work, ranging from language, climate, management, transportation to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elp of local staff, the whole group worked hard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and carry out their 

tasks on time. 

As a fruit tree expert, Xie has conducted research and given technical advice on fruit growing, 

as well as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in th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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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ddis Ababa, with the aim of deepening research, planning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fruits, 

introducing technologies and training talents. Vegetable specialist Liu Shouyun focused on 

greenhouse promotion, technical demonstration and training on planting, fertilization, irrigation, 

pest management, harvesting and packing. Zhu Zhenrong, livestock expert, organized training 

sessions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diseases. All of the experts 

obtained the desired results in their respective areas. 

However, the lack of agricultural equipment has always been a major problem for these experts. 

After making a request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equipment finally arrived in Ethiopia. 

“Some areas, such as farm machinery, edible mushrooms and aquaculture, need more 

equipment. Since we got them, this problem is solved,” said Xie. 

 

Xie Junhua trains a local technician (COURTESY PHOTO)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ose machineries are essential not only to facilitate our technical demonstrations, but also to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aid Xie. According to him, the tractor is 

mainly used for demonstration and training on the use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he constant 

temperature incubator and the autoclave are for the demonstration of cultivation of edible 

mushrooms; automatic feeding machine and other fishing equipment are for training of aqu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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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s; the gasoline-powered water pump is for farming in areas without irrigation facilities, 

while the generator is mainly used in areas without electricity. 

“Take the example of the tractor. It is 150 times more efficient than animal power when it comes 

to cultivating land,” said Xie. 

After using the gasoline-powered water pump, Alemu Degefa, Production Manager at Farm 

Menagesha, said the pump was small and portable and can be used in the places without power 

access. 

“Demonstration and training on the use of equipment will help farmers better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aid Xie. B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people can truly enjoy the fruits brought by modern agriculture. Promoting the use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kes it possible to progressively upgrade food production, which will 

lead to self-sufficiency and thus ensure food security, according to Xie. 

Long-term value 

At present, these machineries are mainly kept at the demonstration and training sites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and used by experts and local agricultural departments. However, how to 

maintain and use them after the Chinese experts complete their mission is a big question for the 

experts. 

The life of the equipment depends on how it is used and maintained. According to Xie, the 

donation of the equipment is like “giving fish to people.” Currently,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for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is to train the users on the techniques of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and to do quality work in the fields of the demonstration, with the aim to “teach 

people how to fish” and help locals achieve independent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o this end, the Chinese experts have trained 204 people on livestock farming techniques and 

another 45 on the management of wheat cultivation. According to Xie, they will organiz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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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scale training courses for 1,410 people in three years. The materials for these trainings 

will be given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as a refere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thiopia’s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Oumer Hussien, for his part, expressed gratitude for the 

don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equipment and the good work of the Chinese experts. He also said 

that Ethiopia would make the most out of the equipment in tests, demonstrations and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Comments to lijing@chinafrica.cn) 

 

Towar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Senior African officials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China’s sustainable approach to agriculture 

By Li Jing | VOL.11 November 2019 

Shouyang County in north China’s Shanxi Province is famous for its fruits. Every autumn, 

thousands of people flock to local orchards to pick pears, which are famous for their sweetness 

and juiciness. 

However, this year, Shouyang received a special group: 10 agricultural officials and experts 

from African countries. In addition to enjoying local pears, these visitors from afar had the 

chance to interact extensively with local technicians and learn more about local prolific planting 

techniques. They learned valuable lessons which will be useful to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120 

 

African agricultural officials visit a pear growing base in Shanxi Province (COURTESY PHOTO) 

“We also visited corn and rice plantations, where we interacted with agricultural technicians 

from Shanxi Province. It will be very beneficial for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Ali Ibrahim Mohamed, an official from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Water, Fisheries, Animal 

and Maritime Resources of Djibouti, told ChinAfrica. 

Mohamed was one of the 10 participants of the Training Course for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African Senior Officers, which was launched in Beijing on September 19, 

2019. Organized by China’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the course brought 

together officials and experts from Burkina Faso, Burundi, Eritrea, Djibouti, Zimbabwe and 

Mozambique. 

In many African countries, agriculture remains one of the main economic pillars.  The 

percentage of the population engaged in agriculture exceeds 80 percent in some countries, such 

as Burkina Faso and Burundi.  

Agriculture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reas of Sino-African cooperation. According to 

Lin Huifa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ervices at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China, 80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are currently 

based in Ethiopia, Burkina Faso, Burundi, Djibouti, Zimbabwe, Mozambique and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to share their rich experiences and knowledge about the most advanced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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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ir local partner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such cooperation, a number of African officials 

are invited every year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conduct field visits and technical 

exchanges in China. 

Sharing tangible results 

During the training, officials were able to exchange views on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with China has greatly improved our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Our 

rice production has now reached 10 tons per hectare, compared to only 2 tons per hectare 

previously,” said Maposse Daniel Rivas Muvimbene, an official from the Mozambic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We hope that more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can come to Zimbabwe!” said Tawonashe 

Dorcas, an official from Zimbabwean Ministry of Lands, Agriculture, Water, Climate and Rural 

Resettlement. According to him, agriculture is a major industry in Zimbabwe, accounting for 

20 percent of its GDP. Currently, 10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are working in the country in 

many sectors, including livestock and plantation. Chinese experts have helped increase food 

production, improve technical training and establish demonstration centers to share their skills. 

“[Djibouti] is currently in its fourth phase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with China, which has 

brought about many fruits, especially in the veterinary sector and fisheries,” said Mohamed. He 

said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have introduced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technologies and 

developed marine aquaculture, which has increased income of local communities. 

According to Liu Xiaoheng, Director of Chin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as of 2016, China had implemented nearly 500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projects in more than 

50 African countries. During the period, China dispatched more than 10,000 agricultural experts 

to the continent and provided trainings to nearly 20,000 African agricultural officials and 

technicians. More than 20 agricultural demonstration centers have been built. Overall, their 

achievements have given a new impetus to food security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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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approach 

Besides technical knowledge, African officials were also able to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agriculture as it is practiced in Chinese fields. To this end, the training program organized a 

visit to Shanxi Province by high-speed train.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gions in China, Shanxi Province applies 

various advanced farming techniques. During their stay there, officials visited plantation 

demonstration bases, farms and agricultural businesses where they met with local authorities 

and agricultural technicians. 

“We visited fruit, corn, cotton and soya plantations. We learned how drones could be used in 

agriculture, including for mapping and seeding. These techniques, concepts and experiences 

shared by Chinese experts can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my country’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aid Samaniro Jean Kennedy, official of the Ministry for Environment,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of Burundi. 

Rodrigue Ouedraogo, an agricultural technician from Burkina Faso, said that he particularly 

valued exchanges with his Chinese counterparts during the seminar. “We had many 

opportunities to visit the fields and talk with local technicians. I hope I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a seminar specifically for technicians so that I can learn more about Chinese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Raymond Takudzwa Poteredzai-Mudzamiri, an agricultural official from Zimbabwe, found that 

Shanxi’s dry climate is similar to that of his country, and that the agricultural techniques used 

there may be useful to Zimbabwean farmers. 

To help these African officials better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the training program also 

included course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language, calligraphy and tea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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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ing ceremony of the training course (COURTESY PHOTO) 

Need for action 

During the closing ceremony, organizers and participants stated that the seminar had fully met 

their expectations, providing them with much food for thought. 

As the distribution of rainfall in Burkina Faso is uneven, Ouedraogo decided to focus his 

cooperation with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ams, in order to solve 

issues of water shortage and thus increase rice production. 

For his part, Poteredzai-Mudzamiri said that Chinese agricultural policies, which he was able 

to better understand during the seminar, would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Zimbabwe’s own agricultural policies. 

“I hope that participants will return home with ideas and experiences that they can immediately 

put into practice, in order to explore a path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at suits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concluded Liu. 

(Comments to lijing@chinafr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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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wing for the Future 

Local and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work together to boost rice production in Burkina Faso 

By Li Jing | VOL.11 December 2019 

In the emerald-green rice field of Bama, the main rice producing area in Burkina Faso, young 

rice plants are growing fast and will soon be ready for harvest. This year’s rice production is 

expected to reach five tons per hectare, while the average rice yield in the country was only 2.2 

tons per hectare not long ago. 

Pascal Zongo, 52, is the owner of a local rice field in Bama, but he is no ordinary farmer. The 

former student of Hohai University in China is now working as a technician at the Burkina Faso 

Rice Center. As a fluent speaker of Mandarin, he is also one of the translators for the first group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dispatched to Burkina Faso.  

“By translating for a Chinese rice expert, I was able to learn several techniques and methods. I 

saw how it is possible to increase the rice yield. So I decided to rent half a hectare of rice field 

and try to grow rice myself,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I will succeed,” said Zongo. The Chinese 

rice expert for whom Zongo translated is Xu Jinze, deputy head of the Chinese expert group to 

Burkina Faso. 

Xu is an agricultural researcher at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er of Qianjiang City, in 

central China’s Hubei Province. Aged 57, he is no rookie when it comes to agricultural projects. 

He visited Africa several times and took part in a number of cooperation projects between China 

and local partners. As such, he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and know-how related to rice 

cultivation in African countries, having previously spent two years in Nigeria and one year in 

Tanzania. 

On May 26, 2018, China and Burkina Faso announced the resumption of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after a 24-year-long freeze. At the request of the Burkinabe Government, seven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ts, including Xu, and two translators were sent to Burkina Faso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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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China. Their mission was to plan and carry out 

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project focused on rice culture. 

“Burkina Faso needs more experts in the field of rice cultivation. I hope my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will help them to boost local rice production. In addition, I am also very happy to 

be able to take part once again in 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project in Africa before my 

retirement,” Xu told ChinAfrica. 

 

Xu Jinze (second from left) conducts research on soil quality in Bama with local partners (COURTESY 

PHOTO) 

Accurate diagnosis 

According to Xu, the eating habits of the Burkinabe people have changed over the past years, 

and local people tend to include more and more refined grains in their diet, which means more 

rice and wheat. But since local weather conditions are not suitabl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wheat, 

rice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grain for the Burkinabe people. 

“For the moment, rice consumption in Burkina Faso is increasing at the rate of 7 percent every 

year, but domestic rice production can only meet 40 percent of the demand. The other 60 percent 

must be imported, and this costs about $100 million each year, which is a huge financial burden 

for the Burkinabe Government. Boosting domestic rice production is therefore an urgent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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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d Xu. 

But in order to do this, several challenges will have to be overcome. Landlocked in West Africa, 

Burkina Faso has a harsh tropical climate and a landscape of savannah. Soil is mostly infertile 

and arable land is scarce. Moreover, due to a lack of infrastructure and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irrigation is mainly dependent on rainfall, which significantly restricts rice yield. In addition, 

the shortage of agricultural technicians is also a major problem. 

“We have decided to focus on canal maintenance,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demonstration, 

seed selection, and technical training. We will work with local technician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step by step and increase rice production,” said Xu. 

To this end, the Chinese expert group has set up three working bases: one in Ouagadougou, the 

capital, one in Bagré, an agricultural region, and one in Bama, the main rice production area, 

where Xu is based. 

Prescribing remedies 

“Although there are quite a few irrigation canals in the Bama region, most are damaged and 

therefore unusable. It is urgent to repair them and build new ones,” said Xu. According to him, 

of the 1,200 hectares of rice fields, about 700 hectares are unusable during the dry season, as a 

direct consequence of the lack of infrastructure. “Ensuring stable irrigation is the key to 

increasing rice production,” added the Chinese expert. 

With the help of Burkinabe technicians, Chinese experts quickly got to work. In total, 345 

meters of canals were built, and 662 meters of canals and valves of 12 gates repaired. Hundred 

hectares of rice field were newly irrigated, which has benefited more than 1,200 local 

inhabitants. According to Xu, there is also a need to better use natural rainfall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between June and October to help develop rice cultivation. 

In addition, Chinese experts have also conducted a number of agricultural technical 

demonstrations, such as that of a hand operated rice transplantation machine. “With the help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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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machine, transplanting rice on a 1,500-square-meter rice field only takes an hour and a half, 

which is 20 times faster than when using traditional methods.” As a result, rice yield has also 

risen significantly to 5.7 tons per hectare, an increase of 3.2 tons per hectare. 

Xu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expert group also conducted field experiments using six high-

quality rice varieties, in order to identify which varieties are most suitable to local conditions. 

Two of them, namely Hanyou 3 and Fengliangyou 1, gave the best yields, namely 7 tons and 

6.8 tons of rice per hectare. 

In order for these technologies and know-how to be fully transferred to his partners, Xu has 

also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raining local talent and experts. Under his initiative, three training 

sessions on seed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were held in Bama, bringing together 243 participants. 

In addition, Xu has written a number of research papers on rice and cotton culture, which will 

serve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local agricultural authorities in Burkina Faso. 

For all the achievements he made in the field of rice culture and more, Xu was given a special 

award from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Hydro-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Burkina Faso 

on June 27. 

A new beginning 

The first part of the cooperation project has been fully completed in June. While waiting for the 

two governments to negotiate the details and planning for the second part, which should take 

place over a period of two years, some of the Chinese experts may continue to work on the 

ground in Burkina Faso, including Xu. In the meantime, they conduct technical demonstrations, 

research and training to gather technical information for future projects. 

“Although we are currently going through a period of transition, we continue to perform our 

tasks strictly according to our work plan, to ensure that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roject will run 

smoothly,” said Xu. 

(Comments to lijing@chinafr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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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健康报道 

 

国有界，爱无疆——走近赴几内亚医疗援助的中国志愿医生

（上、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武传艺 于浩 

 

2018 年是中国向几内亚派驻医疗队 50 周年，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中国医师协会医

师志愿者工作委员会积极策划，北京凌锋公益基金会、爱佑慈善基金会、首都医科大

学宣武医院大力支持，北京儿童医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积极配合，由 6 名医学专家

组成的专家团首次以志愿医生的身份，不远万里来到几内亚，开展神经外科专家团几

内亚健康行活动。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栏目经多方联络，采访到了国内首支医生志愿服务队

的两名代表——宣武医院神外科副主任医师曾高，清华长庚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晁

爽。中国首支医生志愿服务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就来到几内亚，几内亚全国仅有 3 名神

经外科医生，各方面条件极差，这些远赴西非的白衣天使在几内亚开展了以儿童精神

外科疾病诊治为主的志愿医生行动，他们是医疗战线的“战狼”，自愿为几内亚人民提

供医疗救助，“凡我中华人，虽远必救！”。 

中国志愿医生以高尚的医德、高超的医术为几内亚民众带来健康，奉献爱心。同

时，以救助当地脑积水患儿的方式来纪念中国向几内亚派驻医疗队 50 周年这一重要时

刻，无疑成为中国援非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品呈现三大特点： 

其一，以广播访谈呈现医疗援非纪实，娓娓道来，如临其境。中国志愿医生怀揣

“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医者仁心，为非洲最不发达地区提供医疗援助，并发起西非首届

医疗论坛，以解决当地常见的儿童神经外科疾病。 

其二，故事线脉络清晰，有惊险有温情。嘉宾讲述了“手术中途断电”的惊险一

幕，在中国援外医生的通力配合下，在手机手电辅助照明下，终于将病人从死亡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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拽了回来。“22 岁非洲母亲礼物”的故事让人动容，展现了非洲人民对中国医生的赞誉

和最质朴的感恩。 

其三，广播访谈轻松、自然、流畅。两位主持人前期做了大量案头准备工作，与

嘉宾反复沟通，访谈精耕细作，展现了中国医生悲天悯人的胸怀与治病救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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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利昂中医情 

 

湖南广播电视台 牟鹏民 

 

 

（视频截图） 

 

2018 年 9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北京举行。借此机会，湖南广播电视台新

闻中心提前策划，于 2018 年 6 月派出记者前往非洲塞拉利昂采访制作了本期节目，采

访主题为中国对非医疗援助工作。节目选取了第十九批中国（湖南）援塞拉利昂医疗

队的一名年轻的中医师谢伟彬为主要采访对象，讲述了他和队友们如何在当地克服缺

水缺电、疾病丛生等工作和生活困难，为当地居民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并且帮助当地

一位有志于成为中医的贫苦青年学习中医技艺的故事。在采访中，湖南广电的三名年

轻的记者，深入塞拉利昂的医院、市场、贫民窟、偏远部落等地，对塞拉利昂民众真

实的生活情况，以及中国援助医疗队在当地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进行了如实的记录和反

映。本期节目的主题集中、选题独到、角度新颖、故事感人，制作也非常精良，通过

国际化的方式讲好中国与非洲交往的故事，传播了中国声音。节目除了在湖南卫视晚

上 730 黄金时段播出之外，还在芒果 TV 上进行了融合式传播，节目上线至今已收获

近 500 万次点击。另外，在节目中，采访组对当时刚刚就任塞拉利昂总统一个多月的

比奥先生，也进行了采访，比奥总统对中国援塞医疗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次

专访，也是比奥总统首次接受中国媒体采访，采访的成功对于他本人到北京参加中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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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及到湖南参加第四届对非投资论坛活动，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

作用。比奥总统到访长沙期间，还专门前往湖南广电进行了考察访问。本期节目的视

频，也被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作为礼物赠送给了比奥总统。 

 

https://www.mgtv.com/b/325343/4521190.html?fpa=se 

 

 

 

 

（视频截图） 

  

https://www.mgtv.com/b/325343/4521190.html?fp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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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孩，让 1.5 万非洲女童免受割礼 

 

新华社非洲总分社 卢朵宝 

 

中国人可能知道肯尼亚“马赛马拉”、即“马赛草原”是著名动物大迁徙发生地。殊不

知，在这片广阔土地上，不仅上演着角马过河的生死搏斗，反对女性割礼和童婚的抗

争正在一些偏远村落发生。   

 

6 月 4日，在肯尼亚南部边境的恩杜埃特村，妮丝向马赛族村民宣讲女性割礼的危害。  

妮丝•奈兰泰•伦盖泰是反对这一残害女性陋习的“斗士”，得以让大约 1.5 万名非洲

女童免受割礼。  

 

姐姐为她牺牲 

   

妮丝现年 27 岁，在肯尼亚一个马赛族村落长大。她 7 岁时，父母双亡，爷爷把妮

丝和大她两岁的姐姐送入寄宿学校。在那里，妮丝萌生“我不想经受割礼”的念头。  

依照马赛族习俗，割礼是一项“传统”，与童婚密切相关。女孩经受割礼，才能正

式成为女人，开始谈婚论嫁。    

妮丝说，在寄宿学校，经常有女同学因为听说马赛族割礼习俗而过来看她们洗

澡，想看看“受过割礼的女孩是什么样”。这让她意识到：不是所有女孩都要经受割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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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4日，在肯尼亚南部边境的恩杜埃特村，妮丝展示马赛族用于割礼的刀片。   

目睹割礼仪式，妮丝“不受割礼”的想法更为坚决。“我看过好朋友经受割礼。她们

说‘要勇敢，不然就不是马赛女人’。但是，仪式中只用凉水麻醉，后续感染更让女孩们

痛苦万分。其中一个女孩因为感染死了。”    

过了一年，妮丝 8 岁，一天听伯伯和爷爷商量为她和姐姐做割礼，动了逃跑的念

头。割礼一般是在清晨。那天，妮丝和姐姐 4 时起床离家，爬到一棵大树上躲藏。等

到天大亮、不能再做割礼，姐妹俩才下树。    

家人找到这对姐妹，狠打一顿。依马赛族习俗，女孩不接受割礼让家族蒙羞。家

人不久再次筹备割礼。妮丝又想拉着姐姐一起逃走，但姐姐摇头。    

“妮丝，我们不可能每次都逃走，”妮丝转述姐姐当时的话，“说不定他们让我接受

割礼，就可以放过你。”    

妮丝恳求爷爷，说她想继续上学，不想经受割礼。经不住孙女恳求，爷爷身为村

里部族首领，同意了。如今，村里的首领道格拉斯•梅里泰说，妮丝的爷爷“很伟大”，

作为首领却让孙女免受割礼，“非常需要勇气”。    

免受割礼，让妮丝有了新想法。“姐姐为我牺牲了自己。我要改变割礼陋习，让女

孩们不再像姐姐那样作出牺牲。”就这样，妮丝继续自己的学业和梦想。她在大学攻读

生理卫生，在非洲医学和研究基金会支持下投身反割礼运动。  

 

她为女童奔走 

  

在肯尼亚南部边境的恩杜埃特村，记者旁观妮丝主讲的一场公开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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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4日，在肯尼亚南部边境的恩杜埃特村，妮丝（左）向马赛族村民宣讲女性割

礼的危害。 

妮丝身披红蓝格子马赛布，站在裸露着黄泥的空地中央，宣讲女性割礼的危害；

一名马赛长老站在她的身旁。空地上坐着两排人，一排是三名长老，另一排是一群经

历过割礼的中青年妇女。    

妮丝用马赛语说了一句什么，所有人都笑着扬起双手，连拍三下、同时发出“哎

哎”声，以马赛部族的方式表示赞同。   

 

6月 4日，在肯尼亚南部边境的恩杜埃特村，妮丝（左）向马赛族村民宣讲女性割

礼的危害。  

“女人和男人坐在一起讨论，”妮丝告诉记者，“这样的场景以前不可想象。”  

  改变不易。最初，妮丝往往刚进入一座村庄就会遭到驱赶。村民们认为，反

割礼破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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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丝不气馁，坚持了下来。一次次进村，她收获技巧：先不触及反割礼话题，而

是与村里首领和长老谈论社区发展、改善村民生活，引导他们意识到割礼给社区带来

的危害。“我的工作是一直说、一直说，直到人们的想法发生变化。”    

坚持有了回报，恩杜埃特村是一例。首领恩达托亚•奥利•基洛米亚说，村里所有长

老和男人现在都同意，村里的女孩不必再经受割礼。“我们其实也看到割礼对女人健康

的危害，妮丝让我们更明白这一点。”基洛米亚有 3 个妻子和 21 个孩子，其中两个女

儿经受了割礼。    

曾是妮丝同学的首领梅里泰说：“我很佩服妮丝，她真的非常有勇气。在她的带动

下，我娶了未受割礼的女子。”    

妮丝赢得不少马赛人尊敬。马赛长老们破天荒地授予她一根黑权杖。这在马赛文

化里是权威的象征，意味着妮丝拥有类似长老们的话事权。  

 

6月 4日，在肯尼亚南部边境的恩杜埃特村，马赛族村民热情欢迎妮丝（右）的到来。 

  

妮丝迄今已经走访肯尼亚几百座村庄，大约 1.5 万名女孩因为她的奔走呼吁而免受

割礼。她因而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18 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百人”榜单。    

“不过，”妮丝叹气，“任务还很重。”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6 年发布的报告，迄今 30 个国家的 2 亿女性受过割礼。

在最近一次人口调查中，大约 21%年龄 15 至 49 岁的肯尼亚女性受过割礼。    

妮丝未婚，说她的关注点是反割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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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之遥，唱响生命之歌 

 

浙江日报 陈宁 

 

2 月，平缓的尼日尔河穿过马里首都巴马科城，蜿蜒的河道绵延至远方。又一个春

天即将来临，河水淌过之处，新的生命正在酝酿。 

1968 年 2 月，在流域北部的马尔格拉，20 位浙江青年筚路蓝缕，写下我省援非医

疗的序曲。50 年间，我省已派出 25 批援马里医疗队，共计 825 人次，为当地提供门、

急诊服务总计 931 万多人次…… 

近日，本报记者万里赴西非，亲历援非医疗。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把目光定格

在 13000 公里之外，听听新老队员的马里记忆，见证这段跨越时空的中马友谊—— 

 

半个世纪 浙江医生情暖非洲 

 

又是一个新春佳节，马里正值干燥的冬季。夜已深，中国第 25 批援马里医疗队队

长余仁桥案前的台灯依然亮着。他又一次翻开手边的笔记本，核对第二天全体队员下乡

义诊的线路、时间、物资和应急方案，并在捐赠物资一栏，添上了一箱常用药。 

第二天一早，25 名队员准时赶到 35 公里之外的 KIRINA 村，村子的卫生室外已经

排起长队。队员周天安、随队翻译邹毅等人穿上印着中国国旗的白大褂，在一间简易的

诊室内搭起眼科仪器，用中文、法语、邦巴拉语，开启了一天的工作…… 

不通的语言、不同的肤色，就这样一次次交集在同一个空间里，串起了 50 年历史

长河中，中国援非医疗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1960 年，我国与马里建交。从 1968 年开始，我省承担了援马里医疗队的选派任务。

1968 年 2 月 12 日，来自内、外、妇、儿、针灸、放射、麻醉、检验、护理等科的 20 名

医疗专业人员抵达马里，把医疗援助的地点选在了距离马里首都巴马科 285 公里之外的

马尔格拉。 

峥嵘岁月，定格在中国第 1 批援马里医疗队队员的心中—— 

医院设在马尔格拉下辖的马西纳省，没有供水、没有供电、没有足够的宿舍……年

轻队员就轮流到尼日尔河里挑水，一人一盏桅灯点着煤油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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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生活上的困难，当地医疗卫生条件的简陋，才是队员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护士吴永红回忆，当时医院里连基本的血清标本都没有。知道自己血型的队员就抽

出自己的血，逐一与患者作比对，从而推测他们的血型。 

受卫生条件限制，当地的孕产妇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妇产科医生陈秋

波就带着队员给新生儿进行人工呼吸，抢救了一个又一个幼小的生命。有一次，一位产

妇大出血，陈秋波毫不犹豫挽起袖子献血，也正是这一个小小的举动，开启了当地医生

为病人输血的历史。 

麻醉医生叶林祥回忆说：“50 年前的今天，20 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离开祖国，在

西非内陆挥洒着热血与青春。在那个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我们无比思念故乡与亲人，

但大家相互扶持，医疗队就是我们的大家庭。” 

中国第 1 批援马里医疗队队长马振山在《回忆中国援马里医疗队的工作与生活》中

记录道：刚到马里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医生一度因当地人的偏见而受到冷遇……而短短

几年内，随着医疗队的影响越来越大，病人从四面八方、甚至马里的邻国慕名而来。 

“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勇往直前，迎接挑战，克服困难，完成任务。”马振山说。 

 

妙手仁心 大爱福泽一方民众 

 

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以马尔格拉为起点，中国援马里医疗

队先后在卡地、锡加索、巴马科驻点。他们循着尼日尔河的广阔流域，以饱满的工作热

情，用仁心仁术帮助当地群众解除病痛，奏响了一曲曲生命之歌。 

在环境恶劣，缺医少药的艰苦条件下，医疗队员创造了马里医疗史上无数个“第一”。 

 “这两例成功的手术也是现代医学的先例，它将载入马中合作的史册。”1982 年 10

月，马里国家电台一则《卡地医院创马里医学史上首例》的新闻，让中国第 7 批援马里

医疗队队员李世骐的名字，传遍尼日尔河畔。 

中国第 8批援马里医疗队随队翻译朱耀传回忆说，其中一例“切除前臂恶性肿瘤段，

再行肢体再植”的手术十分艰难，进行了整整 6 个小时。当地没有电子显微设备，李世

骐就将自己带的放大镜绑在眼睛上；当地医院没有缝合条件，李世骐用的还是从杭州带

去的针线。 

李世骐的故事被口口相传，数不清的病人排着队上门寻找这位中国医生……1984 年，

李世骐完成两年援非任务，受当地医院的邀请，又在马里多留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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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特殊的局势和社会环境，使得医疗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说，那里的

人民很需要他们。 

2012 年 3 月，马里医院负责抢救一名从高处坠落的中国伤员。“伤员伤情比较严重，

由队员护送回国。”第 22 批援马里医疗队队员周驰回忆，由于时间紧迫，这位难得踏上

祖国土地的队员在北京的机场做过简单交接之后，又匆匆返回马里。 

2014 年 3 月以来，西非部分国家出现埃博拉疫情。马里自 10 月 23 日发现首例输入

性确诊埃博拉病例以来，在 1 个多月的时间里，共确诊 7 例。在此期间，中国第 23 批

援马里医疗队及时制定抗埃博拉应急预案，一直坚守工作岗位。 

2015 年 11 月 20 日，巴马科丽笙酒店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接到指令后，中国第 24

批援马里医疗队立即携带急救箱、水和干粮赶赴离现场仅 500 米的安置中心。 

医疗队还将新的医疗技术和医疗改革项目落地马里，帮助马里改善医疗条件。 

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医疗队开始在卡地驻点，并重点支持卡地医院的骨科建设。

如今虽然撤销了驻点，但精湛的技术却留在了当地。时至今日，卡地医院的骨科实力依

然是马里最强的。“这是中国医生立下的功劳。”医院院长索古巴说。 

中国第 24 批援马里医疗队队员陆秀娥将妇科内分泌疾病和不孕不育的诊治技术留

在了当地。医疗队还将 HPV 病毒的早期免费筛查带到当地，令万千妇女受益。 

马里医院长期医药分离，医疗队出面与当地卫生部门多方沟通，为部分医用耗材建

立了稳定的供销渠道。 

为加强两国医学领域的交流，医疗队还选拔当地医生远赴杭州学习。 

半个世纪的时间轴上，马里医院是绕不开的里程碑。2006 年，中国在“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上承诺，为非洲援建 30 所综合医院。2010 年，一座崭新的医院在马里首都

巴马科落成，并于 2011 年成为 30 所援建医院中首家开放的。7 年来，这里成为几批医

疗队队员的“主战场”。 

马里医院建成后的一年内，马里医院放疗中心随即落成，并于 2014 年 4 月正式投

入使用。它是整个西非地区唯一一家放疗中心，每年收治 200 多例马里当地肿瘤患者，

同时为来自多哥、贝宁、科特迪瓦等周边国家的 50 余例肿瘤患者提供服务，结束了当

地患者只能靠化疗治疗恶性肿瘤的历史。 

 

珍贵记忆 中马友谊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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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队驻地，墙上挂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下方是一行醒目的红色大字：祖国

在我心中。老队员们回忆，这六个字早在援马里医疗队在卡地驻点时就已经贴在墙上。

这句响亮的话语，给了不同年代的队员们相同的信念。 

洪禹思，中国第 1 批、第 4 批、第 7 批援马里医疗队随队翻译，是省内唯一精通邦

巴拉语的人。退休后，他依然主动承担着每一批医疗队的语言培训工作，用一本自编的

小册子，把没有文字的邦巴拉语常用语教给医疗队队员。“我们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医

疗队。”50 年后的今天，这位老队员翻出两张 1968 年的老照片，回顾着马里岁月，感慨

万千。 

洪禹思的精神也影响着他的女儿洪敏，洪敏从小立志从医，并于 2015 年随队支援

马里。 

马振山、朱耀传、戎永华、魏建功……在一份我省援马里医疗队队员的不完整名单

中，同样的名字数次出现在不同批次的医疗队中。他们怀着使命与担当，出发，再出发。 

50 年的岁月，也定格着两国医患的友情——“中国医生，您好！”一名名马里患者用

这句简短的中国话，向一位位中国医生问好，道出一声声衷心的感谢。 

中国，也定格为一代又一代马里人的共同记忆。 

“与中国相遇是一件幸福的事。”马里医院院长嘎内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这位中国

医疗队的老朋友，与中国有着近 40 年的渊源。1974 年，嘎内先后在北京语言大学、北

京医科大学留学。1980 年开始在马尔格拉工作，自此与中国医疗队结缘。2011 年，马里

医院落成后，他担任院长一职。其间，见证了一批批中国医疗队在马里救死扶伤。 

“医疗队还在遥远的马里传播着中国文化。”中国驻马里大使陆慧英对记者说起一个

小细节：刚到马里工作时，她遇到马里当地的官员，他们随口就唱起了《东方红》《大海

航行靠舵手》等中国歌曲。他们告诉陆慧英，这些歌曲都是小时候村子里的医疗队队员

一句一句教给他们的。 

走过五十载，中国医疗队与马里的故事，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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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非洲割包皮：奇异而伟大的事业 

 

腾讯谷雨 张瑞 

 

 

一位中国民间科学家发明的包皮切割器，可能决定着撒哈拉以南非洲甚至人类，与艾滋病战争

的成败。 

就像一个狂欢节 

 

 “Gentlemen。”一个黑人环视了一眼办公室。  

时间是 7 月 13 日，这里是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距离北京一万公里。  

 “我担心如果我们只请一位大酋长，其他酋长会觉得受到轻视。” 

说话的是 Royd，赞比亚卫生部的项目官，他戴着一副眼镜，在赞比亚，

你很少能见到戴眼镜的人。Royd 熟悉和酋长们打交道的方式，赞比亚一共有

73 个部族，每个部族都有一个大酋长，要在酋长的领地举办活动，即使是中央

政府的活动，也必须显示对他们的尊重——去酋长的宫殿拜访他们，送上礼物，

获得他们的同意。 

特别是，如果你的活动是在酋长的领地上，劝说酋长的子民直挺挺躺好，

挨上一刀，割掉包皮——这就是活动的全部内容，割掉成千上万赞比亚男人的

包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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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为了让一位酋长同意这样的操作，Royd 代表卫生部送了他一把猎

枪。 

 “活动在 Chipata？”又有人问。 

 “Yes.”Royd 点了点头。他理解问话人语气里的潜台词，Chipata 是赞比亚

东部省的省会，东部省的男人们对自己的包皮有着强烈的执念，除了恐惧切肤

之痛，也担心被人利用。当地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首都来的人劝你割掉包皮，

然后那一小块血淋淋的皮肤，被送到邻境的莫桑比克，在那里，人们用成箱成

箱的包皮换汽车。至于莫桑比克人为什么乐于用汽车换走他们的包皮，大概是

巫师要做黑魔法。 

在东部省，卫生部只好同意那些割掉包皮的人带走自己被割下的包皮，至

于要拿那带血的皮肤怎么办，真是天晓得。  

即使作出了这样的让步，在另一位大酋长领地，前年他们也只割掉了 617

块包皮，相当于酋长 3 万男性子民的 2%。 

如今他们要迎难而上。活动那天，他们要把一个知名歌手和他的乐队拉去

Chipata，还要找一个戏剧团表演 drama show，当然还有绕城游行，从中央医院

去到小学，再绕道中学，男学生们都是他们的目标。志愿者将边走边拉横幅，

上面是欢快的震惊体，“你还没有割掉你的包皮？！！”——整个活动就像一个

狂欢节。 

中国人大概会感到陌生，但包皮切割是人类最古老的外科手术之一，全世

界有 30%的男性割掉了包皮，在中国，这一比例还不到 3%。 

2007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了一项临床研究结果——切除包皮

可以预防艾滋病，将通过异性性行为传播的艾滋病毒感染风险降低 60%——这

被誉为 2007 年十大科学发现之一。一项由 WHO 倡导的大型跨国运动在撒哈

拉以南非洲展开，在 14 个平均艾滋病感染率超过 15%、同时没有割包皮传统

的非洲国家，推进全民的割包皮运动，让这些国家的男性公民，包皮环切率超

过 80%。不仅要割掉成人的，还有刚出生的男婴——割下 2000 万张包皮，就

是这项运动的目标。 

如果成功，将减少 340 万新的感染者。 

割掉包皮，成了人类抗艾战争中的关键一步。撒哈拉以南非洲占全球艾滋

病毒新发感染总数的三分之二。赞比亚就有 120 万感染者，超过总人口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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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地方，在赞比亚，到了 2012 年，男性的预期寿命只

有 49 岁。 

在热烈的会议间隙，几个赞比亚人时不时看向我，在场唯一一个中国人。 

我知道原因，一款来自中国的发明即将参与这场声势浩大的割包皮运动。 

全世界割包皮的方法不止 100 种，工具五花八门，除了最原始的石头、树

枝，还有刀、剪子、激光、电烙器，这款来自中国的工具是最快的——在过去，

一个医生一天只能割掉 20 张包皮，依靠这项中国发明，未来，一天可以割掉

100，甚至 200 张，真正实现流水化割包皮——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大概所有

的赞比亚男人都将失去自己的包皮。  

这不是通常意义上中国和非洲的故事：我们帮他们修铁路、修公路、建学

校、建医院。如今，我们来帮他们割包皮。  

 

前木匠的新发明 

 

将中国与远在赞比亚的包皮连在一起的，是安徽芜湖的一场包皮手术。  

2002 年，芜湖大卖场老板商建忠因为反复的龟头炎，痒得受不了，躺在了

医院的手术台上。医生说，他们将用激光为他切掉包皮，这是最先进的手法—

—保证没那么疼。但结果他还是疼得死去活来，因为出血和伤口难以愈合，手

术后又在病房躺了两个星期。  

更加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是，他发现自己变短了，“最大化的时候，原来十

五公分，现在十三点五。” 

作为成功企业家，他曾经去到欧洲，在剑桥大学听闻了硬道理，“21 世纪

谁掌握了世界的领先技术，谁就掌握了财富大门的钥匙。”当时他正是志得意

满的时候，对于“创新”就觉得该当仁不让，没想到回来做了手术，虎落平阳，

躺在病床上。他心绪难平，却有了想法：抚平和自己一样的男人们遭受的苦难，

发明一款新的包皮环切器。全中国有 7 亿男性，就算只有百分之一来切包皮，

那也是多大的市场！ 

这一年，商建忠 47 岁，大腹便便，他不只要二次创业，还要搞发明。年

轻时，他在工厂做过木匠，算得上民科的水平，他买了一堆医学教材，一口气

投入到发明的道路。凭着做木匠的经验，他决定运用哈夫原理，哈夫，就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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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half”的意思，指的是将两个半环状物体连接成一个圆状的夹子，听起来有

些高深，但建筑用的脚手架，就是靠这个哈夫夹来固定连接。哈夫结构可以锁

死，非常牢靠，商建忠也要用这样的哈夫夹去锁死男人的包皮。  

他设计了两个环，一个内环一个外环，分别固定在翻开的包皮上，先剪去

多余包皮，然后通过内环和外环吻合，阻断包皮远端的血流，伤口自然皱缩凝

血，学名叫“慢切割”。那场手术最大的痛苦，来源于出血和伤口缝合，他于是

就要发明一种无须缝合、出血量还少的方法。  

他想好了一个颇有些中产阶级趣味的口号，“让手术过程像喝一杯咖啡、

吃一顿快餐一样简单。” 

有了想法，就要做试验。商建忠找来一块七合板，将狗在上面绑成一个大

字，用自己发明的内外环给狗割包皮。一开始当然是不成功，内外环不能无缝

对接，阴茎上夹出一粒粒小肉芽，狗惨叫连连，邻居气得投诉，他又带着七合

板和狗另找地方继续试验。一直试验到第九条狗，狗不再那么惨叫了，他离成

功才近了一步。 

商建忠将自己的发明取名“圣环”，原因言简意赅，“因为这是神圣的地方，

又是圣诞的圣。” 

女儿商晶晶说，这么取名有另一层原因，“我们家我们这一辈的小孩，家

谱上都是圣字辈，父亲把它当作自己的小孩。包括我之前养的小狗就叫商圣欢”。

当年，商建忠鼓捣发明的时候，商晶晶正在外地上大学，她后知后觉，只是发

现自己的宠物狗不见了，好几年后，商建忠才告诉她，商圣欢是为科学献了身。  

在动物身上做完试验，就轮到人体。每天都有陌生人来家里，商晶晶说，

最让她无语的是，一块儿吃完晚饭，老爸就和陌生男人进了厕所，还关上了厕

所门。 

前七例人体试验都宣告失败，内外环套得太紧，血液不回流，志愿者阴茎

血肿，苦不堪言，他每人赔了一万块。但商建忠不为所动，继续改进结构，除

了对科学的执着，也因为财大气粗，“我当时有钱，我发财了，有几千万，赔

得起，我一天就赚五六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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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环的发明者商建忠正在展示商环。摄影 | 盖茨基金会 

 

2006 年，圣环最终定型。商建忠甚至抵押了房产，但结果没人愿意相信

他。当时圣环刚刚在医院使用，每一例手术，商建忠都跟去看。结果在那碰到

了熟人，人家问他，你也来做手术？商建忠说，这是我发明的。人家一听就急

了眼，你不就是原来在我家隔壁卖打火机的？这都能搞？那我不做了。  

他想为自己的发明拉来投资，往返北京八十多趟，也没有一家公司愿意相

信他这个医学门外汉。他还遇到了骗子，骗子告诉他，自己愿意投资一千万美

元，但必须先在指定的公司做一份评估报告，他花了三万块做了评估，对方却

消失了。 

说起来因祸得福，正是在这份评估报告上，商建忠第一次知道 WHO 正昭

告世界——割掉包皮可以降低艾滋感染风险。  

 “等于是骗子帮我们指明了方向。”直到如今，这份评估报告还被商建忠

珍藏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2007 年，得知比尔·盖茨要来中国参加博鳌论坛——这位前世界首富成立

了基金会，正在全球致力于防治艾滋病。商建忠连夜请人将“圣环”的介绍翻译

成英文，第二天就赶赴三亚，希望能见到首富，搏一次出头。  

他差一点就成功了，“那天到 11 点 25 分，散会了，阿罗约和盖茨一起走

出来，我就去递信，上面写了可以预防艾滋病的。但那封信没搞出去，盖茨走

了，保镖把我拦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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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首富失之交臂，商建忠只能带着他的发明，继续往返于投资公司、

医院、各类男科医学研讨会，求着医学界的大佬们给一个机会做展示。2007 年

底，他来到一个男科大佬们的饭局，正要自我介绍，人家一听说他是推销“圣

环”，就要把他轰出去。 

美国康奈尔大学显微外科的李石华教授为商建忠解了围，让他留下，把发

明拿给自己看一看。 

 “他拿了很多宣传资料，说自己是美国来的，因为我到美国去了这么久，

一看这气质不像老美，但我当然也没好说。但是他这个技术，这种方法我在美

国没有听说过。”李石华说，和这位民间发明家的初次会面，既不严肃还有些

无厘头，但慢慢却有一点震撼。  

他打电话给中国男科学会会长，“这将是中国男科学会这半个世纪以来，

最有意义的一件成果。” 

 

激动的比尔·盖茨 

 

在卢萨卡，我旁观了一场圣环手术。手术室名称叫“theater room”。一个黑

人小伙子走了进来，一手提着松垮的牛仔裤——手术前，护士已经在他的阴茎

上涂抹了白色的麻醉药膏，他看了一眼我们这些诡异地站在一旁的中国人，眼

神困惑。 

 “他们是中国来的医生。”打着领带的黑人手术师这么介绍我们，向他招

了招手，让他躺好，把裤子褪下来。  

他躺上手术台，两只脚板绷紧又放松，放松又绷紧。 

 “为了让麻醉更充分，”医生严肃地说，“我们要先按摩。” 

他一边揉搓，一边再抹上些麻醉膏。身为男人，大概没有谁会不同意，如

果麻醉不充分，这就是一场酷刑。  

第一步是上环。医生拿出卷尺，测量阴茎的周长。圣环一共有 24 个规格，

从 A 到 Z，逐渐减小。这时出现了意外，黑人小伙子天赋异禀，一开始准备的

环不够大。一般中国男人，最多使用到 B，而在非洲，许多人要用到 A。而黑

人小伙子，要用到最大的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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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小伙子一脸无辜，医生摇摇头，示意手术暂停，他转向助手，“我们

还有更大的环吗？” 

幸运的是，库房还有唯一一个超大号，手术得以继续。助手用两把镊子夹

住包皮，将包皮尽可能上提，形成一个四方形的包皮口。医生将内环从包皮口

硬塞了进去。然后，翻转包皮，露出龟头，在内环的位置套上外环，嗒一声，

内外环锁死。 

小伙子全身僵硬，他倒是想抬头看看，医生一手将他按在手术台上，另一

手塞给他一个手机，让他只管放轻松——虽然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  

然后就是剪刀，沿着外环，咔嚓咔嚓，将翻出的包皮剪下一圈，动作干脆、

精准，像在剪窗花。有猩红色的血渗了出来。助手熟练地用止血棉止了血。  

 “如果是过去的方法，出血比这个多太多。”医生不忘了告诉我们，由于

内外环阻断了包皮末端的血流，这一点血不算什么。  

五分钟，我们还没反应过来，手术就算结束。  

医生微笑着看向一脸懵的我们，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多漂亮，不是吗？” 

不来到撒哈拉以南非洲，不来到赞比亚，一个中国人很难对这场割包皮运

动感同身受，这本质上是一场“自救运动”：手术免费，动员者挨家挨户动员，

医生和护士不仅在医院，也在偏僻的乡村搭上简易帐篷，男人们排队躺好，手

脚僵硬，场面经常血淋淋……官员们也不遗余力，赞比亚南部省的省长就亲身

试刀，向媒体宣布自己割了包皮，他向其他男人喊话，如果他们还有疑虑，不

妨回家问问妻子，“毕竟这是她们的玩具”。 

 

2018年，商环手术在赞比亚的培训项目的一个试点社区医院，他们有专门的包皮环切科室。摄

影 | 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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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医疗资源极度缺乏，14 个国家中，乌干达只有 13 个

泌尿科医生，肯尼亚只有 100 个护士，赞比亚也是半斤八两——2015 年，14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有 12 个没能完成预定的割除数量。  

按照数据模型，如果不能百分之百完成目标，现有的割包皮运动一样不能

遏制 HIV 在非洲的蔓延。撒哈拉以南非洲，急需一种手术简单、便于大规模

培训的割包皮新方法。 

商建忠的“圣环”就像是为非洲量身打造。首先，手术时间短，两个环一套

上，剪掉多余包皮，基本就万事大吉，无须缝合，传统包皮手术要二三十分钟，

圣环只需要 3 到 5 分钟，最快的记录诞生在中国，只用了 40 多秒。由于不须

缝合，手术变得简单，不仅医生可以做，经过培训的护士也可以。  

这成了这个故事最激动人心的一面：一个中国民间科学家的发明，可能决

定着撒哈拉以南非洲，甚至人类，与艾滋病战争的成败。  

2009 年到 2012 年间，李石华和他的团队在肯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分别

进行了针对“圣环”的大规模临床试验，样本达到 4000 人——为了证明圣环可

以大规模、安全地适用于非洲。这是中国产品在海外独立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临

床评估项目——一共耗资 1400 万美金。 

提供这样巨额资金支持的，正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称盖茨基

金会），创立者正是商建忠想结识而未果的前世界首富。李石华找到了基金会，

向他们介绍了圣环。从美国总部到中国办公室，都决定试一试。  

 

2012年，赞比亚的男性包皮环切中心诊所的工作人员向几名男子讲解和展示中国制造的商环的

使用。摄影 | 盖茨基金会 



 148 

2012 年，临床研究结束，数据封存上交 WHO 审核。为了表彰商建忠的贡

献，WHO 将圣环改名为“商环”。 

这一年 3 月，比尔·盖茨来到赞比亚，他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亲眼看一场

使用“商环”的包皮环切手术，二是他想带走几个商环。一个月后，在美国斯坦

福大学的演讲现场，比尔·盖茨掏出了一枚商环，将之作为中国“创新”改变世

界的典范；又过了一个月，比尔·盖茨来到北京与商建忠见了面。  

这成了芜湖商人商建忠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原本求而不得的世界首富主

动走到了他面前，和他握手留念，“我们聊了 40 分钟，我说我愿意和他在一起，

为艾滋病防治作出贡献。”商建忠激动万分，在比尔·盖茨身上感觉到属于伟人

的气场，“他是真的伟人，世界巨富，永不下落的太阳”。 

2015 年，“商环”获得了 WHO 的预认证（PQ），这意味着作为医疗器械，

“商环”通过了审核——这是中国医疗器械第一次拿到 WHO 预认证。 

今年，在乌干达、莫桑比克、马拉维、赞比亚，经过培训的本土医护人员

将进行 1000 例商环手术，完成后，商环将有望进入各国政府采购名单。商建

忠和基金会约定，将以成本价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出售商环。  

某种程度上，这也算为国争光。  

4 月，中国发明协会党委书记受邀出席美国国家发明家科学院年会，这是

中国第一次被邀请，书记说了中国对世界的三个贡献，第一个袁隆平，第二个

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第三个就是商建忠。  

 

 发明家挺不住了 

 

在赞比亚疾控中心的会议室，24 个医生护士围成一圈，他们都有过用传

统手术方法切除包皮的经验，如今被选拔来接受商环的使用培训。  

给他们做培训的，是大个子的肯尼亚黑人 Jairus。他站在最中间，接受被

培训者的提问。 

“手册说手术后七个星期不能有性生活？”一个黑人小伙举了手，一脸严肃，

“这比传统手术要求的时间要长。” 

 “以你们的经验，他们能忍多久？”Jairus 反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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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立刻七嘴八舌，有说一个月的，有说两个星期的，还有说他的手术

对象就忍了四天。 

 “Crazy men.”Jairus 耸了耸肩，大家都笑起来。  

Jairus 今年 57 岁，是一名男护士，他还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被送往中国学

习商环手术的第一个护士。Jairus 出生在肯尼亚一个叫 LUO 的部落。他曾经

有 11 个兄弟姐妹，其中 6 个都因为艾滋病去世。作为长子，他要养育死去的

兄弟姐妹留下的孩子——一共 12 个小孩。这让他放弃了前往印度学习的机会，

留在家乡成为了一名护士。  

2009 年夏天，他被选派到中国宁波学习商环的手术技巧。培训结束后，他

也用商环做了一台包皮手术——中国病人看他是黑人，还不乐意——那台手术

他只花了 4 分钟，现在他一天可以做 100 台。 

Jairus 见证了商环与来自以色列的竞争对手 PP 环的交锋。作为犹太国家，

以色列全民都要行割礼，对于包皮，他们远比中国人有经验。以色列人发明了

一种叫 PP 环的环切器——商环还需要用手术剪剪去包皮，PP 环却可以让被勒

紧的包皮由于缺血坏死，自动脱落。  

但以色列人的发明，后来却被证明不靠谱：没被切除的死包皮，到了第二

天开始发臭，味道跟死耗子一样，装上 PP 环的人，没有人愿意跟他在一起。

更致命的是，由于死包皮一直留在阴茎上，伤口容易感染。因为戴上 PP 环感

染破伤风致死事件，在乌干达突然爆发了六七例。  

“我们打败了他们。”Jairus 语气骄傲，说的是“我们”。但他感到困惑的是，

商环在非洲完全依赖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大规模临床试验后，基金会又投入了

554 万美金，用于进一步临床研究和帮助商环在非洲各国培训当地医护人员。 

 “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支持自己的东西？难道中国政府不知道商环是中国

的发明吗？” 

商建忠也是这么想的。他现在就想把中国政府拉进来，“现在在非洲给小

孩子用商环做手术，他哪一天当总统了，他说我用的是商环，不是好事嘛。” 

但有一个实际问题，要进入商务部援外的采购名单，按照规定，需要至少

三家企业竞标，但商环目前仅此一家。  

事实是，在与比尔·盖茨亲切会见之后，声名大振的商建忠日子并不好过。

在国内，闻风而动的仿冒者让他苦不堪言，市场份额甚至缩小了。作为一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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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一年利润只有 200 万，还基本来自政府补贴和税费奖励。非洲，也成

了商建忠的救命稻草。 

但他不懂英语，不了解非洲，面对非洲迟迟未结束的临床试验，只能干着

急。曾经有人给他出主意，说自己可以帮他搞定非洲各国政府，他心急火燎花

了钱，但这种在中国行之有效的方法，在非洲被证明是一场空。  

为了满足 WHO 的要求，他扩大了生产规模，机器从 2 台增加到 8 台，员

工从三四十涨到一百多。  

“从 2013 年到现在，我就亏了三千万。”有时候，商建忠也会觉得被基金

会放在了火堆上，“我知道，盖茨花了不少钱。搞了这么多年，把我们提到这

么高的高度，但如果我挺不住了，拿货都拿不到。从感恩的角度要感谢基金会

对商环的推广和帮助，感谢盖茨先生对全球艾滋病贫困地区的帮助，但我们现

在挺不住了啊。” 

 

上帝的计划 

 

7 月 12 日上午 10 点，我们和 Erick 走在卢萨卡的 Chilenje 市场，说是市

场，其实更像中文意义上的街区，不过是有土黄色围墙那种。经过一个锈铁栅

栏，就来到市场内部，一条条狭窄土路四通八达，两边是连片的低矮平房。  

Erick 说，这个市场属于一个特定的部落，在里面居住、经商的都是部落

成员。每一条土路两旁，平房屋檐下都蹲着三两个部落男子，在工作日的早晨，

依然显得无所事事。赞比亚失业率高达 50%，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工作的劳

累。我们还碰到了一个黑人青年，他很正式地和我们握手，说自己曾在北京语

言大学留学，但这并没影响他依然只能和同伴蹲在路边。  

 “我们到这里来，向他们介绍割包皮的好处，看一看他们是否愿意留下电

话号码。”Erick 今年 27 岁，是一个瘦高个的年轻人，留着山羊胡，他穿着一

双锃亮的黑皮鞋，当 Chilenje 的土路把我们的鞋弄得灰头土脸，他会从兜里掏

出手帕，将皮鞋擦干净。Erick 属于这场割包皮运动最基层的一环——入室动

员员，像他这样的动员员，在卢萨卡还有 18 个。 

每碰到一个男人，他就上前问好，有时用英语，有时用当地的部落语。  

 “你切过包皮吗？”他首先这么问，然后他会说，“这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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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hilenje，我们遇到了一开始说自己已经切了包皮，但随后承认还没切

的，因为他怕疼。还有人说“我不会改变上帝交给我的身体”，有人面对介绍不

发一言，沉默以对，也有人主动来问，“我是 HIV 阳性，我需要去切包皮吗？” 

这一次，Erick 要向他们推荐商环，“这是来自中国的新技术，不用缝合，

没有痛苦。”他信誓旦旦告诉每一个人。  

但当只有我们的时候，他也会眨眨眼说出实话，“其实我也不了解商环，

这是我接触商环的第二天，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无痛

的，但我不可能和他们说这个一样很痛。我必须装作胸有成竹。” 

在市场的某些路段，满地都是啤酒瓶和威士忌的盖子，在 Chilenje 这个小

小的市场，酒吧不下四五处，它们也是最热闹的地方。即使是上午，酒吧里也

坐满了人，有年轻男人、中年男人、老年男人，有的人已经喝醉了。  

“在我们这，四分之三的年轻人都喝酒。喝酒的时候，你感到开心，所有

的问题都消失了，但一醒来，烦恼还是在那里，你只能继续喝酒。” 

这是在一个经受贫穷和 HIV 病毒双重折磨的国家，最容易看到的自暴自

弃。 

“我不喝酒。”Erick 摇了摇头。他成长在一个和 Chilenje 相似的街区，父

母在他七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他们的死因，“他们告诉

我，我的妈妈是血液有毛病”。15 岁开始独自生活，他曾经是一名足球运动员，

司职后卫，但一次比赛他的膝盖摔碎了，“他们让我去一家意大利医院治疗，

这需要 3000 科瓦查，但我没有钱。”3000 科瓦查，也就是人民币 2000 块。后

来他修过手机，在酒吧当过侍者，在药房卖过药，做过 HIV 的检测员，一年前

他成了一名动员者。 

Erick 相信通过大规模的包皮切除，可以帮助赞比亚人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也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不会永远当一名动员员。”他的语气充满乐观，

他想存钱去读大学，学习公共卫生，“我想上帝对我有着计划，他不会毁了我

的生活”。 

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过客，我想我明白 Erick 的意思，上帝对非洲也有着

计划，不会毁了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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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 Erick 说，HIV 并没那么可怕。他举了一个例子，在他从事 HIV 检测

的时候，碰到了一对即将结婚的男女，女孩被检测出 HIV 阳性，男孩却没有。

“后来他们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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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治疟经验出海 

 

南方周末 崔慧莹 

 

 

在坦桑尼亚试点村落，瓦娜比说，蚊帐保护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免于疟疾。（南方

周末记者 崔慧莹/图） 

2016-2017 年，坦桑尼亚平均每年有 5000 名住院患者死于疟疾。而在偏远

村落，未获治疗致死的病例无法准确统计，留在家中务农的妇女和 5 岁以下的

儿童成了重灾区。 

当地人更熟悉中国人援建的桥梁或铁路，但说起中国疾控系统专家到坦桑

尼亚帮忙控制疟疾，鲜少有人了解。  

回忆在非洲东部国家坦桑尼亚防治疟疾的日子，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

防控制所研究员王多全最先记起的画面是：盛夏傍晚，他和同事们在村里的露

天小餐馆里吃饭，淋着浓稠豆酱汁的餐盘一端上餐桌，立刻引来黢黑的苍蝇。 

2015 年 8 月，在中英全球卫生支持项目资助下，王多全作为中英坦疟疾

控制试点项目（以下简称试点项目）现场工作组组长，来到了坦桑尼亚。他们

很快适应了“跟苍蝇抢饭吃”的日子，但更大难题是：怎样用中国经验对付那些

携带并疯狂传播着疟疾病原体的非洲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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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年均疟疾病例三千多万，到 2017 年首次实现全年无本

地病例报告，中国消除疟疾的计划和经验收获颇丰。但在贫穷且原始的非洲乡

村，对项目组来说，无论是劝服人们睡进蚊帐，还是让疑似患者及时就医并将

疫情上报，都困难重重。  

在为期 3 年的干预后，终期评估显示试点地区人群疟疾感染率下降 80%

以上，成绩亮眼，但如何延续成果并在非洲地区更大范围推广，前景依然未知。  

借用经典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的一句话：不管你事前读过多少关

于非洲的书，一旦你身临其境，那里的第一个印象都使你感到不知所措。 

 

破洞的蚊帐  

 

试点项目覆盖的一处村庄，位于坦桑尼亚鲁菲季河的下游，30 岁的瓦娜

比带着 3 个孩子，就住在一间十余平米的低矮平房里。  

她们的床是一张 5 厘米左右厚度的海绵垫子，随意铺在水泥地面上，淡蓝

色的蚊帐被草绳拴着，远望去有 4 个拳头大的破洞，只有一处被缝合修补。  

 

在坦桑尼亚村落，这样破了洞的蚊帐是村民抵御疟蚊的武器。（南方周末记者 崔

慧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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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每到夜幕降临，总有携带着疟疾寄生虫的“吸血鬼”倾巢而出，在

一年中两次雨季前后更是尤为活跃。然而丛草密布的自然环境和简陋的生活条

件，让这里的人们只得长期以漠然的神情默默忍受着。  

疟疾是一种由按蚊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而感染的虫媒传染病，与

艾滋病、结核病一起列为全球三大公共卫生问题，主要表现为周期性规律发作，

全身发冷、发热、多汗，严重时危及生命。  

根据坦桑尼亚国家疟疾控制项目署（以下简称 NMCP）最新的公布报告，

2016-2017 年，平均每年有 5000 名住院患者死于疟疾。而在一些偏远村落，未

获治疗致死的病例无法准确统计。留在家中务农的妇女和 5 岁以下的儿童成了

重灾区。瓦娜比保护孩子们免于疟疾的武器，只有那张破了洞的蚊帐。  

王多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种被药液浸泡后的长效蚊帐来自国际资金援

助，由 NMCP 统一调度全国发放。从 2016 年 5 月中旬开始，约有 5 万顶分到

试点地区，一户人家免费获得 2 顶蚊帐，额外购买需 10 美元/顶。 

试点项目的坦方代表——坦桑尼亚依法卡拉卫生研究所（以下简称 IHI）

的 Prosper Chaki 博士表示，尽管蚊帐拥有率在提高，但不容易劝服人们使用

蚊帐。“我们通过在社区做群众动员、给中学生发练习本、举办社区足球赛等

活动来进行健康教育”。 

但想要在这种感染疟疾就像发烧感冒一样常见的地区控制疾病，仅靠蚊帐

是不够的。中方传授的经验是一整套基于社区的综合防控策略，想要落实到户，

还得依靠当地人自身的力量。  

在两个干预社区，项目组招募了三十余位当地村民作为卫生员，与上个世

纪在中国乡村活跃的赤脚医生相似，每天深入到社区对重点人群进行快速筛查

和治疗。 

2018 年 7 月 25 日，IHI 的媒介生物博士 Mlacha 在项目的基层办公室里，

现场演示了应用快速诊断试剂，采集一滴指血即可在 15 分钟内获得筛查结果，

确诊即给药治疗的全过程。从个案来看，14 元左右的三天治疗药物，价格并不

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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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诊断试剂可在 15 分钟内筛查疟疾。（南方周末记者 崔慧莹/图）  

但放眼整个办公室里存储的三万多张重点人群筛查血片和在重点村庄进

行“全民集中服药”的 19000 人份药物，不难发现归根结底还是成本与效益的博

弈难题。 

Mlacha 介绍，按照坦桑尼亚推行的医疗保险政策，每年只要缴纳 10 美元，

即可让一对父母、4 个孩子享受免费医疗。 

但对当地收入极低的农民、渔民和在街边卖香蕉、二手旧衣的小商贩来说，

这笔不足百元的费用仍是不小的开支。“给孩子买食物还是买蚊帐买医疗险，

必须得做出选择。”一个村民代表说。 

 

适应“水土不服” 

 

在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周晓农看来，贫富差距对公共卫

生安全，尤其是疟疾防控效果的影响非常大。  

当地面临的，是全世界范围内最严重的贫困和基础设施落后：不通水电，

没有网络，手机要到特定地点付费充电，一台拖拉机整个村子租着用，看病要

徒步走上几公里路……现代社会的运行体系几乎完全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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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王多全等中国专家真正来到非洲，到试点地区看过之后，才能明

白我们的医疗卫生条件是怎样的。在疟疾高发、医生极度紧缺、交通不便的条

件下，中国的‘1-3-7’工作模式很难应用在非洲。”Prosper 说。 

王多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关于疟疾的诊断、治

疗、跟踪（T3 策略）基础上，中国在多年的疟疾防控经验中，总结“1-3-7”工

作模式，即 1 日内，病例上报国家传染病信息报告系统；3 日内完成个案调查

与核实，以判定病例的来源；7 日内对疟疾疫点完成调查与处置，包括主动病

例侦查、周围人群的健康宣传教育等。  

但这种模式更适用于在中国这种低发病率地区消除疟疾的阶段。在坦桑尼

亚试点地区，疟疾仍有很高的发病率。当地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医院，每个

月都会接诊五百多个疑似疟疾的病例，其中 20%-30%会被确诊，而整个医院

仅有 16 个有执照的医生，要对每个病例进行逐个跟踪、调查，很不现实。  

在乡间颠簸的汽车里，Prosper 笑着说，“我们也经过了很多次讨论甚至争

执，中方来实地看，我也去中国参观学习。”最终调整依托流动镜检站，对识

别的重点地区或人群要求一周内完成筛查和治疗，开发了适宜当地的基于社区

或人群的快速筛查和治疗的“1-7”模式。 

对王多全等身在其中的防控专家来说，“摸索出因地制宜版本，建立在试

点地区反复调研、实践的工作之上，是现阶段当地的水平能达到，且效率较高

的模式。” 

然而在非洲，所有的“效率较高”都是相对的。 

王多全回忆说，项目组初到非洲，帮当地人转变“非洲时间”就用了近两个

月时间。“约定 9 点开会，12 点都可能不见人影，我们就每次都提前去等，但

现在再约 9 点见面，8：55 车已经过来接了。”他笑着说，“只能先做好自己，

再反复强调沟通。” 

基线调查和基础数据统计等工作更成问题，由于当地缺少像中国一样的疫

情监测系统，获取基本人口数都很困难。每次询问农户的家庭收入，他们给出

的数字都不一样，想了解当地的社会经济、疾病分布和卫生服务情况，也难有

权威统计数据。 

在当地基层只有一个医生的卫生站，成摞的诊疗信息记录都是纸质的；在

试点现场的工作办公室，也摆着两大柜子，半边墙的纸本资料。以周或月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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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人工统计查询与汇报，掣肘着从卫生机构、卫生中心到诊所的三级医疗体

系产生协同效应。 

 

在坦桑尼亚最基层的小诊所里，只有一个医生。（南方周末记者 崔慧莹/图） 

王多全介绍，项目试点期间，他们也协助开发了一个当地的病例报告信息

软件，而且在试点地区做了一个试运行。试点地区的工作资料已完成了电子化，

正进行核对与分析。Prosper 打开手机展示这个电子信息采集系统时说，他们

正与大学合作，推动集成入国家系统。  

但是，对那些水电供应都难保证的非洲广大乡村来说，将类似的即时监控

上报系统广泛应用于基层疾控工作，恐尚需时间。   

 

最基层的小诊所被分为诊室、药房、注射室等 5 间狭小的区域。（南方周末记者 

崔慧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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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出钱，中国献策  

在得知 2017 年中国人口近 14 亿却无当地疟疾病例时，WHO 驻坦桑尼亚

办事处代表 Adiele Onyeze 博士一字一顿地问：“坦桑尼亚只有 5000 万左右的

人口，但去年有 900 万到 1000 万的感染者。为什么中国可以做到消灭疟疾？” 

新中国成立初期，疟疾在中国依然很严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

在高流行地区，采取人群服药、家家使用浸泡杀虫剂的蚊帐，对病家及周围进

行灭蚊处理等各类手段，疟疾发病率开始明显下降。到 2010 年，全国只有不

到 1 万人感染疟疾。国家正式启动了消除疟疾的行动计划，预期到 2020 年能

够达到消除疟疾目标。 

“从 2010 年开始，英国以往对于中国艾滋病、结核病等疾病防治项目的资

助也开始收紧。”周晓农说。 

英国开始同中国原卫生部进行商谈，“鉴于中国参与全球卫生的能力和经

验，由他们投资，让中国的疾病控制专家来参与全球的卫生疾控事业。”周晓

农说。 

于是从 2012 到 2018 年，中英两国政府共同开展了中英全球卫生支持项

目（GHSP），项目总金额 1200 万英镑。除坦桑尼亚的疟疾项目外，还有在埃

塞俄比亚和缅甸进行的妇幼保健项目。  

整体来说，英国提供资金和部分专家，对项目的运营方式进行跟踪评估；

中国将多年总结的疟疾控制和消除的经验，转化应用于坦桑尼亚；而坦桑尼亚

依法卡拉卫生研究所的专家参与现场的协调和实施工作。  

但比起传授农耕经验、分享健康知识，提供能力建设的“软实力”援助，不

少非洲人更在乎那些筑桥铺路、挖水井赠钱物的硬件项目。  

Adiele 亦表示，当地人更熟悉中国人援建的桥梁或铁路，但说起中国疾控

系统专家到坦桑尼亚来帮忙控制疟疾，鲜少有人了解。  

王多全介绍，3 年期间，共有六批中国现场工作团队赴试点现场，每批 4-

5 人，在当地工作 3 个月左右，还不包括 3 次前期调研和 5 次内外部评估。 

但在一些非洲当地村民看来，中国人长得差不多。大多时候只有长发和短

发，戴眼镜和不戴眼镜的分别。他们大多不了解中英坦疟疾项目到底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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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结束后，“中国人不再来了”的失落写在了一些人脸上。项目在当地雇

用的卫生员 Alli 对前去参访的中国记者说，他现在无事可做要回家种地，希望

疟疾项目能延续下去。 

背后的国家形象  

按照最初设计，Alli 应成为试点项目结束后，继续在当地开展疟疾防治工

作的重要一环。“我们希望培养一批走不了、留得住的卫生员，这个类似中国

乡村赤脚医生的设计，在以往的工作中，我们所了解的其他国际组织援助中并

没有这样做的。”周晓农说。 

而实际情况是，一旦停下相关经费支持，卫生员的监测走访已陷入停滞，

Prosper 也希望项目至少再延续 18 个月，“否则可能很快回到项目干预前的疟

疾感染水平”。 

唤起当地人的意识与防治疟疾一样艰难。在非洲乡村，总能看到男人们三

五成群地坐在路边游手好闲，那种薄弱的进取意识和慵懒的时间观念，给整个

野性盎然的非洲大陆蒙上了一层听天由命的宿命感。  

在坦桑尼亚采访时，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武晋对南方周末记

者说：“非洲的小学四年级课本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小兔子跟妈妈说，家里没

有吃的了，中国人的理念肯定教育孩子说咱们再去播种，但是非洲讲的是，别

着急，咱们开个 party，朋友们就会带着吃的来了。” 

某种比贫穷更可怕的基因在代际间传播。他们受益于来自国际社会的援助

项目，却也为外部支援滋生的惰性所蚕食。  

王多全说，“在项目设计最初与坦方的卫生部接触时，对方直接询问中方

是否要接手整个坦桑尼亚的疟疾防治工作。听说项目只做小范围地区试点，官

方的参与度便低了很多。” 

如今试点成效不错，周晓农表示，坦方和中方的卫生部门都对疟疾项目的

终期报告很是关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关注疟疾防治的 NGO 组织也

已表示支持与参与的意向。WHO 也会通过评估项目成果，再研判是否要将试

点经验推广到坦桑尼亚全国甚至非洲其他地区。  

但中方的未雨绸缪已然开始。周晓农介绍，在 2018 年的 5、6 月份，他们

已对埃塞俄比亚、赞比亚等四国开展疟疾防控项目的可能性进行了调研。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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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中非卫生合作高层论坛时，可以就未来的合作机制与方式进行讨论。“如

一切顺利，坦桑尼亚的二期试点项目有望在 2018 年 10 月即开展。”周晓农说。 

过去 60 年，中国的对外援助有近一半投向非洲。以往中国对非洲的医疗

援助以派遣医疗队为主，基础设施建设为辅。截至 2015 年，中国已向非洲派

遣医疗队员 2.43 万人；在 2001 年-2015 年期间，帮助非洲建设或改造医疗卫

生设施有七十多个。 

在“一带一路”“南南合作”逐步深入的背景下，随着最新一轮国家机构改革，

商务部、外交部的对外援助职责被整合至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公共卫生领域

对外援助的顶层设计，有望更为系统。  

在世界地图上，距离非洲最遥远的中国大陆，已经成了非洲的第一大贸易

伙伴，中非之间的贸易额已突破 2000 亿美元。 

多位参与试点项目的专家都表示，希望中国经验可以改善非洲的疟疾状况。

希望有一天，中国也能够成为世界范围内疾病防治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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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中国医生！“不走”的中国医疗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马培敏 

 

 

 

（视频截图） 

 

2019 年 8 月 19 日是第二个中国医师节，央视新闻新媒体联合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非洲总站，特别策划推出新媒体移动直播。该直播聚焦中国医疗队在马

达加斯加的一次义诊活动。除了现场介绍医疗队的义诊情况外，记者还在直播

中介绍当地生活条件困难，没有淡水、无法洗热水澡 ......以及秉承的中国医疗

队精神。该直播在微博、央视新闻客户端阅读观看人数超过 400 万人次，不少

网友致敬中国医师，点赞这群在非洲的中国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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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介绍充分，细节生动，引发网友共鸣。通过移动直播的方式进行健康

报道，也是融媒体的一次很好尝试。这场直播带来的影响力还在于，通过这场

直播网友认识了默默无闻的医疗队。2019 年年底，央视新闻新媒体策划推出

的“卫生天团”颁奖中，马达加斯加医疗队被授予正能量天团，是唯一被授予该

奖项的海外医生群体。 

 

http://app.cntv.cn/special/cportal/newlive/index.html?id=LivekKoWeRc8vMdQrpWEWtXx19

0819&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app.cntv.cn/special/cportal/newlive/index.html?id=LivekKoWeRc8vMdQrpWEWtXx190819&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app.cntv.cn/special/cportal/newlive/index.html?id=LivekKoWeRc8vMdQrpWEWtXx190819&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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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共同体 

 

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 张大鹏 

 

 

 

11 月 20 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到访中国，这是

他自 2017 年以来连续三年访问中国，显现中国在盖茨基金会全球战略中的重

要地位。比尔•盖茨此行主要目的是与中国卫健委等机构共同探讨，如何通过

合作与创新，推动解决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的重大问题。  

白岩松作为中国卫健委“健康知识宣传员”、红丝带宣传大使，与比尔•盖

茨有工作上的诸多重合领域，借此机会策划白岩松专访比尔·盖茨节目，可就

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及时总结。专访时，双方就结核病、艾滋防控，疫苗、

新药创新研发以及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  

其中，两人谈到中非合作。盖茨与中国的合作已经有十年，期间积累了大

量结核防治经验，他认为这些经验值得在全世界推广；尤其他认为，中国不仅

可以输出基础设施建设经验，还可以将消除疟疾的经验推广到非洲，而这同样

是一种软实力输出。 

事实上，中国将很快成为无疟疾国家，这样的经验如果不及时进行总结，

很可能有遗失旁落的危险，所以基金会特别希望就中国抗虐、结核病和艾滋病

防治经验与中国展开合作，将经验及时推广到非洲国家和世界其它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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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盖茨高度赞扬中国疫苗研发和基层卫生保健体系的建设以及服务递

送系统的搭建；中国在减贫领域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两点同样值得在非

洲国家和世界其它国家、地区推广，毕竟贫困和公共卫生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 

总之，这次专访是双方工作、观察、体验的总结和对总结推广进行呼吁，

利于为中国乃至世界公共卫生议题贡献智慧。  

 

http://tv.cntv.cn/video/C10600/706c8b61797144d2a432e3cfac07368e 

 

 

 

 

（视频截图） 

 

  

http://tv.cntv.cn/video/C10600/706c8b61797144d2a432e3cfac0736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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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非洲去”系列报道 

到非洲去②|兰州拉面进非洲：一群 80 后的创业历险 

 

界面新闻  侯瑞宁 

 

一把枪顶住刘勇的太阳穴。他瞬间举起了双手。  

“Money！Money！”车门外，劫匪叫嚣着简短的英语，鸭舌帽下一排白牙。  

这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处繁华街区，晚上八点，街头空旷。坐在副驾

驶上的刘勇定了定神。“放松点，要什么，我全给你。”他语气平缓，并试图安

抚劫匪。 

坐在车后的哥哥刘忠，大脑早已一片空白。他机械地看着劫匪从刘勇身上

摸走手机、护照和现金。还没等反应过来，枪口顶住了他的腰部。  

“哥，不要反抗。”声音从前面传来，刘忠的身体僵在座位上，手机、护照

也被洗劫一空。之后，劫匪骑上摩托车，绝尘而去。  

6 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在内罗毕“中国兰州牛肉面馆”里，刘勇讲起曾经的

惊险一刻，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30 岁的刘勇，脸色微红，一句话还未说完，嘴角先荡开一圈微笑，带着西

北人的质朴与生意人的和气。  

一年前，他和一群 80 后朋友来到内罗毕，开办了第一家中国兰州牛肉面

馆，迅速爆红当地华人华侨圈；开业两个月，他和面馆就登上了新华社和当地

媒体的版面，被称为“一碗面轰动一座城”；一年后，第二家拉面馆即将开业，

第三家、第四家也已经在筹备之中。  

在刘勇眼里，肯尼亚和很多非洲国家一样，既是冒险之地，也是创业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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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时任总统乌胡鲁•肯雅塔的千金 Ngina 来面馆就餐，并与工作人员合影。（图中：Ngina 

右一：刘勇） 

枪 

 

“非洲是个丢命的地方。”去肯尼亚之前，国内的朋友劝刘忠一定要慎重，

“那里热、脏、乱，特别不靠谱！” 

和那些朋友们一样，刘忠从来没有去过非洲，对它的了解仅限于弟弟回家

探亲时的闲谈，以及一些新闻报道。  

去年 10 月初，为了帮弟弟打理生意，刘忠带着试一试的心情来到了肯尼

亚。当时正值肯尼亚第二次总统大选前夕，内罗毕弥漫在慌恐之中。  

“逢选必乱”是肯尼亚政局的定律。去年 8 月，第一次总统大选前几天，副

总统住所遭遇袭击、独立选举与界限委员会一名高级官员被勒毙于郊县树

林……大选结果出炉后，乌胡鲁·肯雅塔以 54.27%的得票率获得连任，但是参

与选举的反对派拒绝承认结果。最高法院最终决定，10 月 26 日进行第二次选

举。 

这一期间是政府管控能力最弱的时候。前车之鉴是，2007 年总统大选期

间，肯尼亚爆发流血冲突，致使上千人死亡，60 万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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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暴乱，大量城市居民撤离内罗毕。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的

安全提醒下，中国公民也大都外出或回国避祸。 

刘勇选择留下。那时面馆刚开业两月，局势一旦稳定，他希望马上营业。“毕竟

是小本生意”，一想到每天高昂的房屋租金，刘勇焦虑得整夜睡不着。 

 

肯尼亚员工和后厨师傅准备晚餐。摄影：安晶 

被持枪抢劫就发生在这段时间。说起被抢时的感受，刘忠停顿了一下，憨笑道：

“没啥感受，连害怕都忘了。”回到住所，他才缓过神来，后怕得厉害，“当时万一劫

匪开枪了呢？” 

刘勇则淡定很多，“尽管被抢光了，但还是觉得内罗毕安全，安全很多。”他在

非洲呆了七年，经历过比这更危险的事情。 

在安哥拉工作期间，他乘坐的汽车曾被游行队伍哄抬打砸；还曾在七名持枪保

安的保护下，从催泪弹、烟雾弹、枪声中脱身而出；他的同事曾惨遭抢劫枪杀……

回国探亲，听到鞭炮声，他的第一反应是“哪里又开枪了？” 

去年 6 月，全球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对非洲 1000 多家中资企业的调研发

现，人身安全是在非中企最担忧的第二大问题。 

“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就没什么怕的了。”刘勇觉得肯尼亚民众友好温和很多，

“他们只要钱，不伤人。” 

 

小黑屋 

 

真正让刘勇担忧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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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这里长期工作生活，签证问题可能是以后最大的困难。”他露出少有的忧

虑。 

6 月 18 日，肯尼亚移民局突袭内罗毕老鹰小区，“抓”走了 78 名中国人，理由

是检查护照和工作签证。当地中国公民的圈子里，人心惶惶。 

刘勇的拉面馆坐落在内罗毕闹市区 yaya 购物中心附近，是中国人生活和工作

的聚集区之一。平日里爆满的拉面馆，顿时异常冷清。 

“这两天，中国人都不敢出来了。”店里零星几个客人，让刘勇看到了潜藏的危

机，“如果工作签证审查越来越频繁，有一部分中国人会选择离开。”对中餐厅而言，

这意味着主力客源的大量流失。 

 

 

观赏后厨师傅拉面工艺的印尼母女。摄影：侯瑞宁 

 

刘勇自己也被移民局“抓”进去过一次。 

去年圣诞节前夕，早餐高峰期刚过，两位移民局工作人员闯进了面馆，“检查签

证”。一番交涉之后，刘勇和两名中国员工被带走。 

他们被带到肯尼亚移民局白色大楼，穿过长长的办公楼通道，来到尽头处一间

小屋，大约 10 平方米，几条板凳。一道铁门把他们与外界分开，光线从高处的小窗

户射进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小黑屋”。 

屋里坐着四五个中国人，两人戴着手铐。其中一个是位 20 出头的小伙子，瘦

瘦弱弱。因为在执法时反抗，被强行戴了手铐。“那天他才知道，自己的签证是假

的。”刘勇无奈地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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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七个小时的审查，移民局证实，刘勇面馆的两位中国员工，一位是工作签

过期，续签还在申请中；另一个以“旅游签证”刚来内罗毕，工作签还没有发放下来。

而刘勇在被“抓”两个小时后，工作签证由朋友送了过来。 

最终，三人被全部释放。代价是两名中国员工需要缴纳 20 多万肯尼亚先令，

相当于人民币 14000 元左右。 

刘勇很清楚，因为各种原因，不是所有驻肯尼亚的中国公民都拥有合法的工作

签证。“这和我们未能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有关，也和当地政府的腐败有关。” 

在肯尼亚，没有工作签证，基本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因为资金问题，自己没有

主动申请；二是申请人主动积极申请，但是难度大、期限长，有时会不了了之；三

是申请了假的工作签证，但申请人并不知道是“假签证”。 

后两种情况，在当地一些中国人看来，都指向了“小费”问题。“有些政府官员希

望中国人多给小费，给的越多，申请的越快。”刘勇说。 

麦肯锡曾在题为《龙狮共舞》的报告中指出。贪污腐败是中资企业在非洲投资

的最大障碍，“在五个国家有 60%-87%的商人表示他们给过小费或贿赂”、“索贿的

对象并不只是中国人，但让中国人付钱要容易得多”。 

刘勇认为，这和中国人的处事方式有一定关系，“中国人怕麻烦，加上英语不好，

很难和对方去理论，喜欢用钱解决问题。” 

肯尼亚的工作签证政策正在收紧。7 月中旬，肯尼亚政府明确规定，将不再给

餐饮行业发放新的老板签证，从业人员的工作签证只给予两次，总共四年，四年之

后将不再续签；已经进入的餐饮公司，四年后必须全部采用本地员工。 

 

法庭 

 

目前，刘勇的面馆有九名肯尼亚员工，占到员工总数的 60%。丽贝卡是外方员

工中工龄最长的一位，圆脸大眼，一寸长的头发在头顶竖成一簇，配着黝黑的肤色，

显出别样的风情。她一会倒水、一会端饭，忙完后，便坐在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干起

其他活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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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馆员工丽贝卡。摄影：侯瑞宁 

 

“她很机灵，眼里有活儿。”刘勇喜欢这样的员工，“一个简单的事情，会想好几

种方法去解决。” 

本地化用工一直是当地政府的政策。因为“能够大幅降低用工成本”，外国投资

者也乐见其成。数据显示，在非洲，中资企业招聘了大量本地员工——非洲员工平

均占比达到 89%，在肯尼亚约 5%的就业岗位来自中资企业。 

不过，因为法律法规的差异，劳资纠纷是外国投资者在非洲最普遍的问题之一。

刘勇就曾被员工送上法庭。 

有一次，他发现一位老员工偷东西，因为已经不是初犯，所以当场决定解雇他。

对方要求赔偿 4 个月工资，刘勇只同意支付一个月的工资。最终，他成了“被告”。 

当地劳动法规定，雇主不满雇员的工作和行为，或者雇员行为不端，雇主不能

立即辞退雇员，应该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两次书面警告。如果雇员第三次犯错，

才可解雇。雇员在第二次警告后，292 个工作日内没有犯错，则以往过失记录被取

消。如终止劳动合同，双方应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否则，需支付不少于一个

月的工资。 

“当地法律和工会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非常严格，将雇主送上法庭是常有的事

情。”刘勇觉得这和国内有很大不同，“我不怕打官司，只是无休止的上庭，太耽误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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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在上述报告中表示，非洲官员认为，中国企业普遍对当地法规重视程度

不足，根本原因在于语言障碍。涉案的主要是小企业，它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非洲很

多国家的法规与中国有所不同。 

随着对肯尼亚认识的不断加深，刘勇意识到，要在当地长期发展，必须熟悉当

地法律。被告上法庭的第二天，他为公司请了一名当地律师，负责面馆所有的合同

签订和劳资纠纷。经过律师不断的协调，他和员工的劳资纠纷最终被妥善解决。 

半年后，这名员工给刘勇发来一条短信：老板，我已经半年没有工作了，面馆

还需要人吗？ 

刘勇没有回复。 

创业最艰难的时候，刘勇问自己“做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看到国内的大

学同学在朋友圈晒幸福，他会心生羡慕；在内罗毕大街上看到年迈的老人，他会想

起家乡的父母。 

尽管如此，刘勇并没有打算回国。 

这些年国内经济发展迅猛，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吃饭叫外卖，打车叫滴滴，就

连骑自行车，也扫二维码了……”这些让刘勇感到新鲜又陌生，“在非洲呆久了，回

去反而不适应。” 

留下来更重要的原因是，这里是刘勇事业的起点，也承载着他更大的希望。现

在，当地民众和其他外国顾客对拉面馆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印尼人、菲律宾人、欧

美人纷纷光顾，更加坚定了他把面馆做成国际连锁店的信心。“梦想要有的，万一实

现了呢？” 

前两天，忙完第二家分店的装修工作后，刘勇和父母通了次电话。大半年没听

到彼此的声音，视频刚打开，母亲就开始抹泪： 

“你在非洲过得好不好？” 

“挺好的。” 

“那边冷不冷？”刘勇的母亲在甘肃生活了一辈子，觉得走哪儿都应该会冷。 

“不冷。”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话音刚落，母亲擦干的泪又滚下来。 

“等忙完这一阵，再过两三个月就回去。”他总这么说，母亲也不反驳，只是听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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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非洲去③|在津巴布韦种地：初来乍到的中国人 

 

界面新闻  安晶 

 

 

皖津公司职员马丁在奇诺伊温亚尼农场。图片来源：安晶 

 

编者按：非洲，一个我们熟悉又陌生的“非常之洲”，一个落后与商机交织的“神秘

之洲”。近日，界面新闻记者实地走访了坦桑尼亚、津巴布韦、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

等国，试图发现一个真实鲜活的非洲，勾勒出中国人在非洲大陆的援建生活和商业足

迹。“到非洲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次需要精心准备的奇幻冒险。 

 

一 

 

奇诺伊，距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西北 120 公里，是西马绍纳兰省的省会。虽是

省会，开车沿唯一的主路行驶，不到 20 分钟便能横穿全城。 

从哈拉雷到奇诺伊由一条州际公路连接，路两旁没有任何非洲大草原的景象，

只有杂草丛生的荒地和在路边卖砖头、鱼饵的小贩。在十多年前，这些被杂草淹没

的土地还曾是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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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雷到奇诺伊州际公路。图片来源：安晶 

 

那时的津巴布韦被称为非洲“菜篮子”，是南部非洲除南非外最富裕的国家。现

在，这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已经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成了大家口中

“没落的贵族”。 

快要进入奇诺伊时，从哈拉雷蔓延而来的荒地被一片整齐的小麦田拦腰截断。

小麦田呈现的绿色格外显眼，正在自动洒水的喷灌头更是类似奢侈品般的存在。 

小麦田深处立着几排欧式平房，平房外有一个椭圆形游泳池。由于长期无人打

理，池里已经长出了野草。 

“这些平房就是我们办公的地方，以前是白人的别墅，我们的住宅区也是他们的

别墅。”杨志猛说。不到 40 岁的杨志猛是皖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皖津公司）

的经理，这是一家由安徽农垦集团与津巴布韦国防部在 2010年底联合成立的公司，

主要业务是开发津巴布韦的农业土地资源。 

矿产和农业是津巴布韦的两大支柱产业。据世界银行统计，2017 年，津巴布韦

有 68%的就业来自农业领域。近 30 年间，农业就业人口均占该国总就业人口的 57%

以上，2008 年一度达到 73%。 

皖津公司目前是津巴布韦境内最大的农业生产企业，从 2011 年的首期两个农

场 1800 公顷，发展到现在的 10 个农场 1.2 万公顷。各大农场每年种植小麦、玉米、

大豆、烟叶等作物，年产粮食近两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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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奇诺伊外的温亚尼农场正是该公司一期项目的两个农场之一。这个农场是

国有农场，所有权归附近的奇诺伊大学；旱季种植小麦，雨季种植大豆、玉米。在

皖津公司入驻前，温亚尼农场的管理者并非当地非洲人，而是欧洲裔农场主。 

 

 

温亚尼农场。图片来源：安晶 

 

二 

 

作为英国前殖民地，津巴布韦 1980 年才脱离英国，是非洲独立较晚的国家之

一。西方的语言、宗教、文化和制度在这个国家依然留有深刻的印记，津巴布韦的

司法系统采用罗马-荷兰法、英国法和当地习惯法的混合，工会拥有强大的势力。英

语是教育和司法系统中使用的主要语言，也是津巴布韦的官方语言之一。该国虽有

80%左右的人口是绍纳族，但基督教徒占了总人口的 80%。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连津巴布韦如今走到经济崩溃的边缘也与英国脱不了干系：

正是殖民政府在土地分配政策上挖的坑触发了津巴布韦的快车道土地改革。而这场

急于废除殖民时期不平等制度、但缺乏有效新体制的土改，最终加剧了津巴布韦的

经济恶化。 

从殖民时期开始，土地所有权就成为津巴布韦政治争端的源头之一。殖民政府

曾按照降水、土地条件将津巴布韦划分为五个自然农业区，随后制定《土地分配法》

等法案将优良农业区归为欧裔定居者区，不允许当地人在这些地区拥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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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欧裔农场主手中夺回良田，津巴布韦从独立之后就着手土地改革。1980

年，津巴布韦有约 12 万名欧裔定居者和 700 多万当地居民，但全国耕地有近一半

都集中在 6000 名欧裔商业农场主手中，70 万户非洲人均为普通农户。 

独立后，前总统穆加贝承诺在五年内将 16.2 万农户重新安置到 830 万公顷的

土地上。但由于在制定宪法时与英国达成的十年协议和施政优先等因素，在 2000 年

之前，津巴布韦的土改进展缓慢。虽然进程缓慢，大部分学者依然认为这一时期的

土改对津巴布韦的民生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英国停止提供资助、津巴布韦与英国新政府的关系恶化，政府遭遇财政危

机等内忧外患，津巴布韦开始出现反政府浪潮。为保住执政党地位，穆加贝政府于

2000 年的议会选举后开启了快车道土改。 

快车道土改让数千欧裔农场主的土地得以重新分配，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政

策和贪腐问题，出现了欧裔农场主遭暴力驱逐无法享受补偿、优质土地被独立战争

老兵集团和亲政府人士瓜分等乱象。 

拥有良田的人无心耕种，而小农场主缺乏技术知识，没有资金购买设备、化肥

等原材料，政府也未提供相关培训和补贴，再加上干旱和气候条件影响，自从实行

快车道土改后，津巴布韦的粮食产量出现暴跌。从 2000 年到 2009 年，全国农业收

入共缩水 120 亿美元。快车道土改前，津巴布韦的粮食生产除了能满足本国需求之

外，还能大量出口到非洲其他国家，而到 2016 年，津巴布韦有 400 万人需要粮食

援助。 

三 

 

这场剧变让津巴布韦的农业发展陷入低谷，但同时也为新入场者提供了机会。

从 2005 年穆加贝访问中国和 2006 年的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后，陆续有中国企业在

津巴布韦政府的邀请下，尝试进入这个曾经的农业大国。 

据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公布的数据，到 2012 年，约有六家

与农业相关的大型中国公司入驻津巴布韦，包括皖津公司、湖北农垦和早在 2005 年

就入驻的中国烟草。 

随着中国的公司入驻，奇诺伊温亚尼农场上欧式别墅的风格发生了变化：正门

的花园里插上了中国国旗，客厅被改成办公室和会议室，当年的车库被改成了饭厅，

餐桌上摆着由当地厨师做的中式炖牛肉、豆腐和鸡蛋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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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办公室。图片来源：安晶 

 

负责管理农场技术和日常工作的安徽人孙奎宣，是最早抵达温亚尼农场的中方管

理人员之一。从 2011 年至今，他先后在农场待了四年多的时间。农场距哈拉雷路途遥

远，而附近的奇诺伊规模太小，孙奎宣大部分时候都待在农场。 

 

 

孙奎宣与农场员工。图片来源：安晶 

 

孙奎宣养了两只狗，每天都会带着小狗到田里遛弯。遛狗、与家人视频、上网、

听广播成了他工作之余仅有的休闲方式。在津巴布韦的四年时间里，他的家人从未来

过农场，“这里的生活单调，对家人来说条件太艰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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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上孙奎宣和杨志猛，温亚尼农场平时仅有三名中方员工，其余 25 人都是当地员

工，包括来自军方的人力资源部经理、保安部经理和一名以准将军衔退役的副总。 

 

 

杨志猛、孙奎宣与农场员工。图片来源：安晶 

 

据孙奎宣回忆，2011 年他刚来的时候，温亚尼农场几乎是一片荒地，“农场从 1 号

到 13 号地，最多就种了三块地，其他田地一片荒芜，杂草丛生。拖拉机开进去 10 米

之后就看不见顶了”。 

由于无人打理，当时农场的地下管线全部报废，孙奎宣和同事从当年 3 月进场维

修，一个月后农场就开始恢复种植。到 2011 年 6 月底，两个农场共种植 700 公顷小

麦，温亚尼农场占 300 公顷。刚恢复种植，当年的小麦产量就达到 3500 吨，这个数字

占了整个津巴小麦产量的 33%。 

温亚尼农场出产的粮食主要卖给津巴布韦国家储备粮库，以满足津巴国内的粮食

需求。在七年的种植中，皖津公司各农场为津巴当地市场提供了超过 10 万吨的粮食。 

 

四 

 

在管理农场期间，最让孙奎宣头痛的问题之一是偷盗，“偷的方面太多了，说半个

小时一个小时都说不完，可以讲 20 个小时”。 

 



 179 

 

孙奎宣的两只小狗。图片来源：安晶 

 

一次，孙奎宣派一名司机从温亚尼农场到另一个农场为工人采购生活用品。出发

前，汽车加了 100 升油，到另一个农场又加了 20 升，一共 120 升油，“司机告诉我一

共跑了 150 公里，用了 35 升油，我说没问题。另一个农场的管理人心细，提醒我车回

去后检查下油量”。第二天，孙奎宣让司机把油箱打开把油放出来，“结果只剩下了 15

升油”。 

“甚至包括除草。这么多年来，我们深有感触的就是用了再多的除草剂，草都除不

下去。后来发现，除草剂被偷了。有的人是拿回家自己用，还有的人就卖掉了。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我选了四个信得过的当地人，监督当地人工作，草终于除下去了。” 

粮食就更不用说。“比如种玉米的时候，从灌秧阶段就开始偷。玉米长起来之后，

从外面看地里都很好，但实际上偷东西的人在里面抽烟吃饭，把玉米粒吃了或者带

走，剩下玉米棒扔在地上”。 

在杨志猛看来，津巴布韦的高失业率影响了治安，去年当地监狱进行的大赦也引

发了很多盗窃问题。当时农场正在种小麦，电线却被人偷走了，“他们一挖，我们这边

就停电，田里就浇不上水，供电公司解决不了只能自己出钱修。刚修好才没几天，他

又偷，给我们的生产造成极大困扰”。 

“去年 1 月，我们正要开始雨季生产，大概 10 个人半夜跑到我们地里，持枪威胁

泵站看管人员，最后偷了我们 100 米长的电缆。但他们也不卖电缆，而是跑到几公里

外的地方点火烧，卖里面的铜片。保安经理带着警犬追上时，电缆已经全部烧没了。” 

由于原始数据缺乏，根据不同的统计方法，从 90%到 5.2%，关于津巴布韦的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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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存在着各种说法。 

五 

 

对于偷盗问题，农场的人力资源部经理，陆军少校马桑格尼解释称，津巴布韦现

在是“第三世界国家，很多人都没有工作。有些人会为了生存而偷盗，不光是我们农场

有很多小偷，其他农场也跟我抱怨过同样的事情”。 

在他看来，更多中国公司的到来能帮助津巴布韦解决这个问题。 

“在土改前，小部分白人占领了大部分土地。这些白人农场主在离开时破坏了灌溉

系统，拿走了设备。当我们接管时，什么硬件设备都没有。因此在前期，我们的农业

产出非常低，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穆加贝请求中国提供帮助。现在我们需要更多外来

投资，特别是中国兄弟们来投资我们的土地。早在津巴布韦独立战争时期，中国就给

我们提供了援助，在我们遭遇制裁时也得到了援助。中国人带来了资金和设备，能创

造更多就业。” 

从温亚尼农场成立之初就在此工作的阿桑姆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现年 70 岁的阿

桑姆曾经为欧裔农场主工作，虽然当时的工资比现在多，但对于土地被欧裔农场主占

据，他至今仍感到不满。 

“他们把我们的土地拿走了，又不还给我们。所以我们为土地而战，我们一开始没

有强制赶他们走，只是要求他们与我们共享土地；他们不愿意共享，所以我们才把他

们赶走的。” 

对于政府推行的土改政策，阿桑姆认为有好的地方，但也有一个致命缺点。 

“如果我们能赚到钱那就是好的，但没有，我们依然没有钱，所以我们现在又重新

开始工作了。” 

阿桑姆一共有七个孩子，但只有三个活了下来，他的家就在温亚尼农场，大儿子

也在农场工作。说到与孙奎宣和其他中国管理人员的相处，阿桑姆认为没有什么障

碍，“我们彼此理解，中国是我们的朋友”。 

 

六 

 

但想要克服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津巴布韦的现金短缺、外汇管制、基建缺失等

现实问题，对于中国公司而言并不轻松。 



 181 

“管理方面最难的就是人，”孙奎宣说道，“白人毕竟在这里待了上百年时间，对这

里的影响根深蒂固，他们对如何管理当地人非常了解。比如我们去白人农场参观时，

在地里看不到白人，都是当地人在干活。但我们不行，我们必须处处盯着他们，不盯

着的话工作效果就达不到要求。” 

在孙奎宣看来，当地人和中国人在很多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工资构成就是

其中之一。 

“当地人不像中国人，他们会要求干一天的活就要给一天的工资。如果你说最后按

奖金或者绩效计算，他们不接受。我有时跟当地人讲，我自己的工资就很低。比如我

一个月工资只有 2000 元，但我有奖金，奖金一个月就有 3000 元。奖金比工资还多。” 

为了提高当地雇员的积极性，农场准备推出一个激励机制将每个地块“包产到

户”，从除草到防盗都由一个人负责。如果地块产量达到一定目标，相关人员就会获得

奖金。目前，农场普通员工一个月的平均收入在 100 津巴债券左右，每个工种收入不

同，一些老员工的收入更高。 

100 债券一个月在当地属于普通收入。当地人最常吃的食物是一种名为“ Sadza”的

玉米面馍，配上蔬菜一顿需花费一到两债券；配上牛肉或羊肉则至少要 8 债券，相当

于豪华大餐。 

孙奎宣认为如果能调动当地工人的积极性，“他们还是可以很能干的，因为他们确

实能吃苦。像我们种田这些活，现在中国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干了”。 

在与当地工人沟通方面，孙奎宣的感悟是要多聊天、多接触，“了解他们的想法，

也让他们了解你的想法；对工人不能不讲分寸，要尊重当地人的习俗和法律”。和很多

国家一样，足球在津巴布韦很受欢迎，包括温亚尼农场在内的很多农场都有自己的足

球队。 

“有比赛的时候，农场会用拖拉机送他们到外面去参加比赛，我们支持他们打比

赛。我们每年也在搞年会，大家会一起出去吃饭跳舞。” 

除了人员管理，津巴布韦的现金短缺也是让中国公司头痛的难题之一。 

当年津巴布韦的农业生产一落千丈之时，美国和欧盟以 2002 年津巴布韦大选舞弊

为由实施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此后也停止支援，津巴布韦在内忧外患

之下开始超发货币，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一度出现了被记入史册的 79600000000%通

胀率。 

经历恶性通胀后，津巴布韦废除了自己的货币，用美元作为主要流通货币。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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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贸易逆差扩大、缺少海外投资引发的美元短缺，津巴布韦在 2016 年发行了债券货

币。按照官方说法，债券与美元等价；但所有人都知道，一旦离开津巴布韦这些债券

一文不值，因此在黑市上，1 美元至少能换 1.3 或 1.5 元的津巴债券。 

债券的出现没有缓解津巴布韦的现金匮乏，反而让更多美元流入了黑市。银行外

经常能看到等着取钱的长队，就算排到了，一个人一天也只能取 20 或 30 元债券。由

于大家手上都没有现金，名为 EcoCash 的电子货币手机支付也成了当地人最常使用的

收付款方式。 

对于现金短缺，杨志猛深有体会：由于银行限制个人和公司的提款金额，公司一

度没有足够现金给工人发工资。 

“我们让工人都去办卡，把工资打卡里。这里稍微好点因为离奇诺伊近，但在其他

偏远的农场根本没办法，很多人一辈子都没用过银行卡，不可能去办卡。于是他们就

说不来上班了。” 

为了应对现金短缺，公司只能在市区采购大量生活物资，再运往偏远的农场，让

工人按照当月工资领取价值相等的生活用品和食品。 

 

七 

 

除此之外，由于基建滞后，农场的日常供电也问题重重，喷灌期间经常遭遇停

电，造成生产进度被推后。 

在农场工作期间，杨志猛也领教了当地严格的劳工法。他感慨，虽然普通工人工

资不高，如果在处理劳动纠纷时处理不当的话，会给公司造成极大损失。因此了解当

地法律非常重要，“依照当地的法律流程，合法处理这些纠纷，才能更好的保护公司的

利益”。 

面对长年的货币崩溃和通货膨胀，自穆加贝在 2017 年的政变中下台后，新总统姆

南加古瓦就承诺要将恢复经济作为“重中之重”。重新发展农业也被视为复苏经济的关

键环节。 

为吸引当年逃离津巴布韦的欧裔农场主回归，津巴政府计划重新为欧裔农场主提

供有效期达 99 年的土地租赁许可。自新政府释放出友好信号后，部分避居在邻国赞比

亚等地的欧裔农场主开始返回故土。 

随着欧裔农场主的回归，初来乍到的中国公司必然将面临新的压力。杨志猛坦



 183 

言，除了设备优良之外，欧裔农场主的管理确实更得心应手。 

“奇诺伊附近的白人农场我们去看过。有白人从 80 年代买下农场后就一直在当地

经营，很多工人都已经跟了他几十年，彼此建立了感情，而我们才来几年。现在我们

也在向这个方向努力，比如人员配置相对稳定一些，希望终有一天他们能对中国人经

营的农场产生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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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非洲去④|我们给津巴布韦留下了一座水电站 

 

界面新闻  侯瑞宁 

 

 

卡里巴湖南岸水电站进水设备。摄影：侯瑞宁 

 

编者按：非洲，一个我们熟悉又陌生的“非常之洲”，一个落后与商机交织的“神秘

之洲”。近日，界面新闻记者实地走访了坦桑尼亚、津巴布韦、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

等国，试图发现一个真实鲜活的非洲，勾勒出中国人在非洲大陆的援建生活和商业足

迹。“到非洲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次需要精心准备的奇幻冒险。 

 

钟德俊在卡里巴水坝上伫立许久。夕阳下，高峡平湖，波光粼粼。“幸运的时候，

可以看见河马和鳄鱼”。他习惯性地望向湖的南岸，两架橘红色的进水口设备映着碧水

蓝天，格外醒目。 

几米之外的一张宣传展板上写着，“中国电建集团下属中国水电卡里巴南岸扩机工

程项目介绍”（下称卡南扩机项目）。 

身为卡南扩机项目经理部商务经理，钟德俊对项目概况烂熟于心：自 1980 年津巴

布韦独立以来，这是该国投建的最大水电项目，也是中国企业在该国的第一个大型项

目；2014 年开工，在原有六台机组的基础上安装了 2 台 15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今

年 3 月底并网发电，津国年发电量因此提高了 25%-30%。 

https://a.jiemian.com/index.php?m=user&a=center&id=103188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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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的引水隧洞前，当地员工和三四个中国领队，坐成一排，在低声交谈。“闲暇

的时候，他们会合唱《东方红》”。岸坡上伫立着新的进水口门机、开关站设备。 

看着这一切，钟德俊的心情明朗起来。虽然 9 月他将和项目部同事离开津巴布

韦，但是“水电站会留在这里”，中国电建会留在这里。他们也将带着从这里学到的一

切，奔赴下一个站点。 

 

机会 

 

最早来津巴布韦的中国电建人，不是钟德俊，而是吴一冯。 

2009 年 7 月，作为公司驻津巴布韦的首席代表，吴一冯第一次来到了津国首都哈

拉雷。尽管预设了很多场景，他还是被眼前所见震惊：大街上几乎没有汽车跑、超市

里基本没有东西卖、电信网络长期不通、城市里常常停电…… 

 

 

去往卡里巴水电站途中的集市。摄影：侯瑞宁 

 

彼时，津国刚刚经历了 2008 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国内的水电、通讯、医疗、教育

等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几近瘫痪。吴一冯明白，这种情况下，“建设水电站这样的大型项

目基本不可能”。只能打道回府。 

转机出现在两年后。 

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2009 年成立的津国联合政府宣布停用本国货币，开始

实施以美元为主的多货币体系。2010-2012 年，津国经济增速超过 10%。投资者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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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逐渐恢复。2011 年，津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3.87 亿美元，较上年增加了一倍。

2012 年，吸收外资流量达到 4 亿美元。 

吴一冯明白，机会来了。经济要保持长期增长，农业、工业等都需要充足的电力

供应。但是与绝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一样，津国电力严重短缺。 

国土面积 39 万平方公里的津巴布韦，长期以来主要依靠“一大三小”四个火电站及

一个水电站发电。“一大”是指旺吉火电站，“一个水电站”则是卡里巴南水电站，这两座

电站提供了津国大约 98%的发电量。目前该国仍有超过 50%的家庭用不上电。 

2011 年，津巴布韦政府决定在全球公开招标，对卡里巴南岸水电站进行扩机工程

建设。 

面对进入津国市场的良好契机，韩国大宇工程建设公司、意大利 CMC、中国电建

和葛洲坝集团等几家电力企业成为最终角逐者。 

“我们的技术实力和价格优势很明显。”吴一冯没有掩饰自己的骄傲。2012 年，经

过重组的中国电建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力工程承包商。即便是在重组之前，参与重组的

企业之一——中国水电，在全球大中型水利水电建设市场中已经占据了 50%的份额。 

 

 

中国电建卡里巴扩机工程项目驻地。摄影：侯瑞宁 

 

最终，中国电建胜出。2012 年年底，吴一冯代表中国电建与津国国家电力公司签

署了 3.55 亿美元的“融资+EPC”商务合同。 

中国电建东南非区域总部负责人梁军认为，与以往中国公司只做工程承包商不

同，“融资+EPC”的模式开启了公司“走出去”的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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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商业模式是由中国电建负责扩机项目的设计、设备采购、施工全过程的交钥

匙工程，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融资 90%，津国国家电力公司需融资 10%。 

作为中国企业在津国第一个大型项目，2014 年 9 月，在津国时任总统穆加贝的见

证下，卡里巴南岸扩机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学费” 

 

项目有了阶段性成果，本来是值得开心的。可是，卡南扩机项目经理部人力资源

经理多成群却有些苦恼。 

“扩机工程本身没有太大难度。”吴一冯解释说。多年来，中国电建设计建成了国

内外大中型水电站二百余座、水电装机总容量超过 2 亿千瓦，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最大的难度是工期紧，加之双方施工标准不一致、以及我们对该国法律不熟

悉”，吴一冯理解多成群的烦恼。 

因为资金等原因，津国政府和国家电力公司希望，扩机工程能在 40 个月内完工并

发电，而相同工程量的工期一般在 48 个月左右。 

“压缩了大半年的时间，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施工压力。”吴一冯说，为了保证按

期完成，中国电建“不计成本、不计代价，从国内进口的设备全部采取空运”，以便尽

可能缩短物资运输时间。 

要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保证足够的劳动时间。“可是津国的节假日比较

多，如果按照正常的工作时间，肯定完成不了项目，”多成群认为，“必须加班。” 

津国劳动法规定，正常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每周 44 个小时（周一至周四，每

天 9 小时，周五 8 小时），超过 44 小时部分，即为加班时间，加班费按照基本工资的

1.5 倍支付，周六 1.5 倍，周日 2 倍，节假日 3 倍。 

“即便翻倍的加班工资，当地的工人也不一定乐意牺牲节假日换取加班费。”多成

群心里明白，非洲当地人很难接受助力缔造了“中国速度”的“白加黑”、“5+2”工作时

间。 

与之相比，他们更乐意享受生活。每个月发完工资的第二天，当地的工人就会出

现小小的“请假潮”或者“旷工潮”，酒吧和娱乐场所则会迎来一天的好生意。 

这让多成群很头疼。卡南扩机项目中，中方员工在高峰时期有 350 人，当地工人

在建设高峰时期有 2000 多人，累计 3000 人次。对刚进入该国的中国企业而言，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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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劳务管理的巨大挑战，也意味着施工进度面临巨大风险。 

多成群决定找津国劳务部和国家雇佣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进行协商。经过数次沟

通，以及双方对于卡南扩机项目重要性的共识，津国劳务部和国家雇佣委员会最终做

出“特批”——卡南扩机项目承包商可以要求当地劳务加班，并采取缓休制度；若劳务

确实有事，则需请假，否则雇主有权根据建筑行业劳动法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津巴是一个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的国家，当地劳务法律和维权意识非常强。”

在非洲待了十多年的多成群深有体会，“一旦处理不好，就可能被告上法庭。” 

在卡南项目部近四年的劳务管理中，虽然没有发生大范围的劳务罢工，但是仍有

数十起大大小小的劳资纠纷。 

吴一冯认为，这正是津巴布韦最吸引人的地方。无论对于外来投资者，还是当地

劳务，遵守游戏规则很重要。这是避免风险的前提。 

他没有避谈教训，“初来乍到，因为不熟悉当地的法律，的确交了一些学费。”项

目初期，在对商务合同尤其是技术条款研究不到位的情况下，签了字。到了现场施工

环节，双方开始细扣合同条款时，才发现很多条款，中方人员并不清楚甚至理解有偏

差，以至于在执行过程中非常被动。 

经过不断磨合，如今吴一冯清楚地认识到，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一定

要认真仔细地研究当地法律法规，“遵守当地法规”是“走进去”的第一步。 

 

障碍 

 

中国电建津巴布韦分公司市场经理陈雷，刚来津巴时，“跟哑巴一样”度过了前两

个月。“在津巴布韦工作，最难的是语言”，他说。 

每次和津国客户见面，陈雷都要和英语好的同事一起去；和客户开会，他完全听

不懂别人在讲什么，只能站在旁边，或者呼呼大睡。“心里很难受”。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和陈雷有相似经历的人并不少见。津国官方语言

是英语。陈雷像国内的大部分人一样，有英语基础，但是只会考试，不会沟通。 

为了尽快适应工作，他开始拼命地抄单词、背单词、练口语，“比高考还努力”，

但还是会不断忘记。“记忆和遗忘的过程非常痛苦，但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只能再

看、再背、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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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雷的单词本。供图：陈雷 

 

苦学了三个月后，他能和当地人进行基本交流；两年后，能清晰表达自己的意见

和需求。“我现在比国内英语老师的水平还要高。”操着四川口音的他，呵呵一笑。 

对于工程技术人员而言，语言学习更难一些。每次开会，中方和外方技术人员“能

吵成一锅粥”。“幸运的是，最后他们总能把问题‘吵明白’。”吴一冯笑称。 

麦肯锡在一份名为《龙狮共舞》的报告中称，接受该机构调研的 80%的非洲领导

人认为，语言障碍以及文化障碍是中非合作中突出的两大问题。 

对此，吴一冯深有体会。“中国建筑行业的施工标准和规范，在国际上没有通行的

英文版本”，公司只能自己翻译，可外方技术人员根本看不懂某些中式英语，遑论理

解。 

虽然津国已经独立了 38 年，但是从语言、文化到基础设施建设，无不显露出英国

对其近百年的影响，卡南水电站也不例外。 

卡南水电站原来的六台发电机组，设备和技术全部采用的是英国标准。虽然作为

该项目的工程承包商，中国电建曾承担了中国 80%以上的大中型水电项目前期规划、

勘测和设计工作，但“作为业主方，津国国家电力公司更信任西方标准”。 

吴一冯认为，差异是两国的历史文化造成的。多年来，中国的很多技术规范来自

于前苏联，倾向于经验主义，而津国继承了英国传统，“一切参数都必须经过精确计

算”。 

“国际工程上，标准的差异很常见，如何说服业主以避免影响国内设备制造进度、

施工进度，就需要我们平时与工程师和业主多多沟通。”钟德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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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番沟通，中国电建和外国监理方决定，将欧美标准与中国标准进行对比，

如果中国标准高于英美标准则采用中国标准，若低于则采用欧美标准。 

“实际应用中，大部分中国标准是高于英美标准的，只是有些细节方面不一样。”

钟德俊说。过去 20 多年来，世界上新增的电站 70%由中国企业承建，欧美电站的建设

高峰则停留在 30 年前。 

最终，卡南项目按照中国标准执行。 

 

触动 

 

今年 3 月底，卡南扩机项目全面建成投产，时任总统姆南加古瓦参加了竣工仪

式。“当年在哈拉雷办公室的一个小房间里，政府决定实施这个扩展项目，如今我们看

到了这一宏大项目的落成”。姆南加古瓦很兴奋。 

 

 

项目竣工仪式上，津巴布韦热情舞蹈。供图：中国电建 

 

对于总统先生脖子上的那条津巴国旗围巾，吴一冯印象深刻。他们有过一次零距

离的亲密接触。竣工仪式上，为了表示感谢，姆南加古瓦和包括吴一冯在内的中方代

表逐一握手：“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扩机项目将长久惠及津国人民。” 

“那一刻是很感人的，也很有价值。这不是金钱能够换来的。”想起那一幕，已到

不惑之年的吴一冯有些动情。如果不是坐在他的对面，不是亲耳聆听，恐怕很难体会

卡南项目带给他的价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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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努力，我们终于做成了一件事情，给这个国家留下了一座水电站，这个国家

的人民能够因此受益很多年。”因为激动，他的声音比之前高了一些，“而他们也能记

住有中国电建这样一个公司、有几百个中国人为他们做的这些。这是最触动我的。” 

卡南扩机工程不仅为津国提高了供电量，而且节省了可观的外汇。此前，津国从

南非、莫桑比克等邻国进口电力，每月花费高达 2000 万美元。这对外汇储备紧缺的津

国而言，减少了不小的负担。 

更重要的是，卡南项目施工期间有效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在 3.55 亿美元的商

务合同中，15%的金额用于采购当地材料和设备”。依托这个项目，当地新成立好几家

相关行业的公司，其中两家物流公司赚了很多。 

对于当地员工马歇尔来说，在项目上工作两年来，“收入增加了，给家里盖了房

子，还为小孩选择了好的学校”。 

项目安全主管比姆哈不仅盖了两间房，而且贷款买了辆二手车，成为小镇上为数

不多的有车一族。 

比姆哈的同事杰拉则学到了技术，“刚来这里时，我除了搬砖头，什么都不会。他

们教我电焊，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焊工，工资也高了许多。” 

一份涵盖 36 个非洲国家的大型民调显示，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在非洲被广泛认可

的首要原因。 

如今，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电建正在探索 3.0 版本。今年 6 月 27 日，津国

旺吉火电站扩机项目正式启动。这个 60 万千瓦的扩容项目，是津国独立以来最大的能

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是中企目前在津国的最大火电项目。 

这是中国电建在非洲第一个融资落地的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项目。项目建设

期预计 42 个月，总投资近 15 亿美元，中国进出口银行向津方提供近 10 亿美元的优惠

贷款。在旺吉火电站扩建工程完工以后，中国电建将持有电站 36%的股份，持有期至

少六年。 

“这是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方向。”梁军说，这也是中国企业在中非合作中尝试

“走进去”的举措之一。 

未来，中国电建还将为哈拉雷的供水系统提供解决方案，解决 200 万人的饮水问

题；在交通领域，中国电建也开始进行更多规划。 

“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在工作中找到价值的吴一冯，几年前将全家搬到了津巴

布韦。前不久，他的第二个孩子在津国出生了。他说，“我会在这里长期工作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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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非洲去⑤|在津巴布韦办选秀：一场相互改变的碰撞 

 

界面新闻  安晶 

 

 

塔卡拉与赵科。图片来源：安晶 

 

编者按：非洲，一个我们熟悉又陌生的“非常之洲”，一个落后与商机交织的“神秘

之洲”。近日，界面新闻记者实地走访了坦桑尼亚、津巴布韦、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

等国，试图发现一个真实鲜活的非洲，勾勒出中国人在非洲大陆的援建生活和商业足

迹。“到非洲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次需要精心准备的奇幻冒险。 

 

颠簸的小路尽头是一个院落，这里是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住宅区，四周都是 30

年以上的欧式老平房。 

院落中央立着一座两层楼的新屋。屋外放着几尊雕塑，从屋里传出了吉他、木琴

和打鼓的声音。 

20 岁的塔卡拉（Tafara Dondo）坐在一楼的沙发上，头发高高束在头顶，双手和身

体摇晃着打节拍，正在练习 B-Boxing（节奏口技）。 

“我想成为明星，全世界都知道的那种。” 

从某种意义上，塔卡拉已经开启了明星之路：14 岁开始自学 B-Boxing 的他，拿下

了津巴布韦音乐选秀节目 DreamStar2016 年的冠军。 

https://a.jiemian.com/index.php?m=user&a=center&id=10264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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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卡拉的父亲曾经当过 DJ。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从小就热爱音乐，一听到喜欢的

歌就用口技模仿歌曲节奏。但那时音乐只是一种爱好，参加 DreamStar 是塔卡拉第一

次在满场的观众面前表演 B-Boxing。 

成为冠军后，音乐不仅仅是爱好，更成为了塔卡拉的职业。他几乎每周末都有演

出，从商业活动到毕业典礼、婚礼，一次表演最高能挣 150 美元。而在现金短缺、经

济面临崩溃的津巴布韦，很多人一个月的收入只有 100 美元。 

“我是学平面设计的，做平面设计没挣多少钱，但 B-Boxing 挣得钱多多了。” 

 

 

DreamStar 比赛现场。图片来源：DreamStar 

让塔卡拉走上职业音乐人之路的 DreamStar 在 2014 年首次开赛，赛制包括海选、

半决赛和决赛。12 岁到 40 岁、喜爱音乐的津巴布韦人均可报名参赛，比赛过程会在电

视台播出。 

除了秀音乐才华，DreamStar 的奖金也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按照 2016 年的标

准，冠军能获得 3000 美元奖金、第二名 1500 美元、第三名 500 美元；第四名到第十

名 200 美元。进入前十的所有选手都有机会前往中国，参加两到三周的文化交流项

目。 

有意思的是，这档广受当地人欢迎的选秀节目并不是由土生土长的津巴布韦人创

立的，操盘手是津巴布韦华人华侨联合总会以及中国商人赵科成立的紫薇花文化传媒

公司（JCMC）。 

穿着中式外套、戴着眼镜的赵科来自辽宁。这位年近 50 岁的东北人说着一口流利

的英语，楼上楼下四处张罗，还时不时与塔卡拉等人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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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科早在 1996 年就前往津巴布韦，在当地先后成立了一家旅行社和紫薇花文化公

司，同时也担任津巴布韦华人华侨联合总会常务副会长。 

在他看来，DreamStar 的出现完全是个“巧合”。 

“2014 年国内还流行选秀节目，当时想给津巴的华人做一个类似于达人秀的节目，

结果华人选手不够，报名的人少。后来有人提议让黑人参赛，我们就干脆完全变成了

当地人的节目。当时还叫达人秀，后来因为节目名字的版权问题，2015 年改名为梦想

秀（DreamStar）。” 

刚推出的第一年，报名参赛的选手只有 500 组，基本都集中在哈拉雷。2015 年，

节目开始在津巴布韦的全部 10 个省份进行海选；2016 年，节目与大学合作，走进校园

寻找选手；到现在，参加海选的人数已经近万。 

由于大部分参赛者都是草根出身、没有经过专业训练，节目从第三季开始在总决

赛之前设立训练营，提供三周的排练培训。对于训练营，赵科印象最深的是“孩子们真

能吃”。 

“孩子们吃东西好吓人。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吃面包都是一轮一轮吃的，吃鸡蛋都

是七八个，后来我说不行，这么供我们都要被吃黄了。他们很多人家里穷，见到肉的

机会都不是很多，我们也就这么一步一步坚持过来的。” 

 

 

塔卡拉和赵科。图片来源：安晶 

作为一名为当地人办音乐选秀节目的中国人，赵科在很多方面都与“赚够钱就回

国”的普通华商有所不同：他对当地文化持开放态度、愿意理解当地人的行为方式、主

动融入当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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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多年前刚到津巴布韦的时候，赵科也有很多烦恼：文化不同、性格不同、对事

物的理解不同，“好多事情你觉得应该这么做，但他非要那么做；你觉得这个事做得很

有意义，但别人不领你的情，而是去感谢上帝”。 

见识了津巴布韦惊人的失业率（有说法为 90%）和每天在银行门口排队却只能取

20、30 元的当地人，赵科不禁感慨，“这个国家居然还没有乱，真是个奇迹”。 

“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这些事情发生在任何国家都无法理解。这里的人去银行取

钱，从早五点排队排到九点，取出钱买半袋牛奶，然后又回去了；第二天早上接着排

队再买半袋牛奶，没有什么国家的人民可以这么做，就这么老实排着，也不打架。” 

津巴布韦前总统穆加贝曾说上帝给这个国家的恩赐就是没有石油，避免津巴布韦

成为另一个南苏丹；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津巴布韦的民族构成非常简单，80%左右

的人口是绍纳族，没有出现其他非洲国家常见的部族纷争。而在赵科看来，当地人的

信仰也是约束民众行为的因素之一。 

津巴布韦有 80%人口为基督徒，赵科本人也在 2015 年受洗。他认为，理解当地人

的宗教信仰是融入当地社会的关键一步。 

“不然你不理解他为什么周日一定要去教堂去做礼拜，为什么一定要那么虔诚的去

祷告，当文化有沟通的时候你就会理解他的很多做法。像我们选秀节目团队还全是基

督徒，如果不理解他们的宗教，你很难跟他们打成一片。” 

由于擅于与当地人打交道，赵科身边已经有工作了近 20 年的当地老员工，“我眼

瞅着他孩子从这么小到上大学，然后学费啊什么能帮都帮”。 

在赵科看来，津巴布韦人温和、有忍耐力、包容、“对生活有无穷的热爱”。 

“我姐姐、外甥都在这了，我基本回不去了。” 

对于当地人懒散、迟到、不守承诺的做法，赵科的理解是“慢生活”，“他们常说的

就是我们什么都缺，最不缺就是时间，比方说中国人觉得这个事做不完了，他们就觉

得做不完就明天再做”。 

“他们很随意，不像我们中国人什么困难都要冲破，他们生活特别简单：能在我控

制范围内我能做就做，做不了的我就离开，不存在什么愚公移山。主要还是两国国情

不同，中国人多地少，竞争激烈；他们这里种不出粮食，换个地接着种。他们资源太

好，没有特别强的欲望去争夺。比如到芒果季，维多利亚瀑布城那边满大街都是芒

果，谁去谁捡。” 

在理解当地文化的同时，赵科也试着让当地人、特别是参加 DreamStar 的选手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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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现代商业社会的规则，比如时间观念。 

从海选开始，DreamStar 相关的活动就强调准时，“当地人也开始意识到这个活动

跟其他活动不一样”。 

“当地人很多没有时间观念、比较懒散、做事也不紧张，在节目的培训影响后，现

在我们公司的小孩基本能准时集合，比如规定 8 点集合不会像以前 9 点半还在路上逛

的。” 

除了改变观念，随着津巴布韦音乐产业的没落，DreamStar 的走红也为希望以音乐

为职业、推广非洲音乐的年轻人提供了新的生机。 

津巴布韦 2000 年“快车道”土地改革后引发的农业崩溃、超高通胀、现金短缺对该

国音乐行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 

在独立初期的 1990 年代，津巴布韦的音乐人可以依靠唱片版税发家致富。知名老

牌歌手 Alick Macheso 当时一张唱片的销量能超过 30 万，但如今 Macheso 的单曲销量

还不足 2 万。 

随着失业率攀升和网络的发展，卖盗版 CD 成为了新兴职业。哈拉雷市中心街头

随处能看到抱着纸箱、卖盗版刻录 CD 的小贩，一张 CD 通常只需 1 美元。 

没有人花钱买正版歌、拿不到版税的音乐人只能靠兼职为生，津巴布韦媒体已经

多次对这个国家是否还有“音乐产业”提出质疑。相比发行新歌，参加商演、婚礼、庆

典成为了音乐人维生的途径。 

 

 

DreamStar 选手在市区表演。图片来源：Dream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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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赵科介绍，参加 DreamStar 后与公司签约的音乐人也会定期参加演出，一场演

出的费用从 30 到 50 美元左右。签约音乐人每月还有固定工资，从 200 到 500 美元不

等。 

“现在他们平均一个月有多少场不一定，季节性非常强，6 月到 8 月特别忙，几乎

每个周末都会出去，一年大概会有 8 到 9 个月比较火爆。津巴现在经济正在恢复，公

司搞庆典活动、开张营业、婚礼这些活动我们都有参加。” 

去年拿下 DreamStar 冠军的是一支名为 The Footprint 的乐队， 23 岁的塔菲达瓦 

（Tafadzwa Matiure）是乐队队长。与自学 B-Boxing 的塔卡拉不同，在津巴布韦音乐学

院读研究生的塔菲达瓦出生在音乐世家。他的父亲和叔叔都是音乐学博士，叔叔还是

他的导师。 

 

塔菲达瓦和他的马林巴琴。图片来源：安晶 

塔菲达瓦从五岁就开始学马林巴琴。马林巴琴是木琴的一种，也是南部非洲的传

统乐器之一，早期经常出现在部落和宗教仪式中。 

听着西方音乐长大、研究非洲音乐的塔菲达瓦一直想将马林巴琴与雷鬼等流行元

素结合，创作更国际化的音乐。 

读大学期间，塔菲达瓦和弹贝斯、键盘的同学组成了 The Footprint，获得

DreamStar 冠军也给乐队带来了转折的契机。 

“DreamStar 在津巴很受欢迎，我告诉别人说我们是 2017 年的冠军时，对方都会

说：喔，原来是你们。我们在哈拉雷的大部分演出都是因为我们赢得了冠军，不然别

人根本不知道我们。我们想成为国际音乐人，所以需要尽量多的曝光。” 

由于在当地的受欢迎度，这档选秀节目在 2015 年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注。从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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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选手们开始应中国文化部的邀请前往各地演出。 

据赵科介绍，还有部分选手在中国演出途中被当地演艺公司看中签约。 

“我们在成都演出的时候，就有几个小孩跟当地娱乐公司签约。我们先后有 26、27

个小孩去中国，有的就是半年，现在我们还有 10 多个小孩在中国。” 

今年 6 月，塔菲达瓦、塔卡拉和其他几名选手在甘肃文化厅的邀请下前往兰州。

塔菲达瓦所在的乐队有部分人前往兰州，另外几名成员前往荷兰演出，在他看来“这对

乐队非常好，相当于双重营销”。 

与首次前往中国的塔菲达瓦不同，这是塔卡拉的第二次中国之旅。 

2015 年塔卡拉曾到成都参加第五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和他一起去成都演出

的选手被当地演艺公司相中，签了一年的表演合同，但塔卡拉当时正在上学无法签

约。 

今年从兰州回津巴布韦后，塔卡拉准备到中国留学，学习动画和平面设计；虽然

没有学习音乐专业，做音乐依然是他的终身目标。 

“在津巴要做爆款歌非常难，就算你做出了爆款歌，大家也只会知道你的歌，没有

演出、没有设备，你从歌里得不到任何好处。津巴的音乐很好，但想要进入音乐市场

非常困难。我的想法是先在国外出名。中国市场很大，对于做音乐和动画来说都是一

个更大的市场。” 

DreamStar 为塔卡拉和塔菲达瓦这样的年轻人打开了新的大门，但据赵科介绍，节

目筹备主要是靠几个发起人“每年一起掏腰包”。对于公司而言，现在节目并不挣钱、

“依然定位在公益性质”。 

“中间我们也徘徊过，2016 年差点就做不下去了。2016 年是津巴经济最紧张的一

年，所有人都没钱，我们华人也没钱。然后一算又得花 10 万、20 万美金，对谁都是一

笔大数额，我们这几个承办人就想退了。后来还是中国大使馆找我们谈，津巴政府也

表示了支持，最后我们还是扛了下来。” 

津巴布韦的支持方式并非提供资金，而是侧重于帮助节目组打通各种渠道，包括

允许节目海选环节进入大学校园。 

为了扩展资金来源，节目创办人每年都在邀请当地企业参观。今年以来，已经有

公司开始找节目谈合作，包括冠名、赞助。赵科感觉津巴布韦的市场环境比往年好

了，他很看好节目在明年的发展，“商业化气息会更浓”。 

“我觉得津巴已经有很大的变化，我属于乐观派，相信这个国家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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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非洲去⑥|在非洲做电商，他比马云早了十年 

 

界面新闻  侯瑞宁 

 

 

位于内罗毕的 Amanbo 办公楼 

 

编者按：非洲，一个我们熟悉又陌生的“非常之洲”，一个落后与商机交织的“神秘

之洲”。近日，界面新闻记者实地走访了坦桑尼亚、津巴布韦、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

等国，试图发现一个真实鲜活的非洲，勾勒出中国人在非洲大陆的援建生活和商业足

迹。“到非洲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次需要精心准备的奇幻冒险。 

 

“我后悔自己没有十年前来。非洲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大陆。”8 月 8 日，南非约翰内

斯堡，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非洲数字雄狮的崛起”主题论坛上表示，非洲

面临三大机遇：一是“数字非洲”的发展，二是物流网络，三是全球化。“在接下来十几

年里，非洲会有 100 个阿里巴巴。” 

如果廖旭辉听到这段话，想必会很欣慰。作为最早的中非跨境电商平台 Amanbo

创始人，他一直梦想成为非洲的马云，并为此奋斗了近十年。 

今年 6 月 13 日，Amanbo 肯尼亚国家站在内罗毕正式上线。据廖旭辉介绍，目前

Amanbo 平台超过 13 万注册用户，业务范围覆盖非洲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月交易额超

过 600 万美元。 

https://a.jiemian.com/index.php?m=user&a=center&id=103188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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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nbo 在肯尼亚内罗毕正式发布时的会议现场 

 

“经过多年的市场培育和用户教育，非洲电商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廖

旭辉在朋友圈发文感慨。这背后是中国电商人与非洲市场共同成长的故事。 

 

兴奋迷茫 

 

进入电商行业之前，廖旭辉在非洲倒卖 VCD、DVD。新千年之初，“一条柜 30

万，倒一轮成 60 万，暴利”。但 2008 年全球遭遇金融风暴后，公司利润顿时缩水

20%-30%。此外，由于非洲大多数国家为现金交易、对人力资源信任度要求很高，扩

大公司规模受到很大影响，廖旭辉决定在做品牌运营的同时，开拓新的营收渠道。 

当时，马云的淘宝已经在国内风生水起。2009 年，成立仅 10 年的阿里巴巴全年营

收达到 38.75 亿元，市值高达 898.79 亿港元。 

马云的成功让 IT 出身的廖旭辉看到了希望。同一年，他在深圳成立了正义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希望能够搭建中非跨境电商平台。 

“我做电商，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早期就是想赚钱，试试看，也许会成为第二

个马云呢。”说完，他哈哈一笑。 

为了探索适合非洲的电商模式，廖旭辉花了两年时间，一边卖电器一边调研，他

和他的团队走遍了 30 多个国家，一趟下来又兴奋又迷茫。兴奋的是这里没有竞争对

手，因为根本没人干，迷茫的是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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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旭辉和他的团队 

 

朋友们听说他打算在非洲做电商，都瞪大了眼睛：“非洲电都没有，怎么做电

商？”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非洲大陆平均只有 31％的人口能用上电。这一比例在南部

非洲只有 28％。 

基础设施也不健全。“那个时候，非洲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没有电脑，智能手机也少

之又少。”廖旭辉甚至想是不是先要在每一条街开家网吧，“这样既赚网吧的钱，又能

解决设备的问题”。 

网速更是一言难尽，“一般在 5K-10k”。为此，廖旭辉的助手付瑞强养成了一项特

殊技能：晚上睡到半夜可以自己醒来，检查一下睡前发送的邮件是不是发送成功。 

尽管困难重重，面对非洲这片偌大的电商“蓝海”，廖旭辉更多的是兴奋。他和团

队兴致勃勃地勾画事业版图，包括文化、教育、物流、电商等八大板块。 

2011 年，廖旭辉和团队启动了 TOAFRICA 电商平台研发，既做 BtoB，也做

BtoC。2013 年 4 月，TOAFRICA 正式上线，被称为非洲第一家中非跨境电商平台。他

们在西非多哥、东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多个地区进行布点，最多的时候达到十几个

国家。 

 

一盆冷水 

 

现实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刚推出来时，没有一个人捧场”。 



 202 

原来 TOAFRICA 是根据中国人的使用方式设计的，登录之前先设置一个账户密

码。非洲人觉得太麻烦，一些用户在登录网站时，就选择了放弃。 

“刚开始，就是照搬国内模式，也不懂创新。”廖旭辉坦率地说。看到问题症结

后，他们重新设计了程序，一开始的时候先让顾客浏览商品，等顾客对商品真正感兴

趣之后，再设置账户。如果有人不会使用，就会派员工上门讲解。 

为了适应非洲的网速，他们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离线电商平台，就是用户不

需要实时在线实现电商交易。因为是 B2B，对交易时效性要求没有那么高，下一个订

单也都是为后面三四个星期的货做准备，有了离线数据库，就算没有网络的时候也可

以让用户在手机里面先挑好产品，然后再到有网络的地方完成订单上传。 

但这绝非长久之计。廖旭辉决定去非洲最大的电信公司谈免费上网和在线支付的

事情。 

合作方听到廖旭辉要为客户提供免费网络，诧异地问，“那你们怎么盈利？”。廖

旭辉无奈地笑道，“如果用户不使用互联网，我们的生意就没法展开。” 

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2014 年信息与通信技术》报告称，截至 2014 年底，全球约

44%的固定宽带用户来自亚太，欧洲占 24%，而非洲所占的比例不到 0.5%。在移动宽

带方面，非洲的普及率仅为 19%，远远低于欧洲的 64%。 

物流是另一大难题。在北京，同城物流 1-2 天就能送达，但是非洲大部分国家没

有“四通一达”，而且交通不方便，同城物流一般需要 3-7 天。廖旭辉想了很多办法，包

括用户到自提点自提。“这需要我们在每个国家的推广城市建立多个自提点。”折腾了

一年半后，廖旭辉有些焦头烂额。 

他不得不思考，什么才是非洲市场最需要的、什么才是最适合非洲市场的。“当时

我们把版图铺得太大了，电商只是八大版块之一，还想做物流、教育、金融、文化等

等，太大了反而找不到着力点。”廖旭辉总结道。 

2014 年 9 月，他决定推翻之前辛苦研发了三年多的版本，从零开始，按照非洲市

场需求特征，构建一个全新的中非电商平台。 

 

全新模式 

 

2015 年 9 月，电商平台 Amanbo 上线，舍弃 B to C，专注 B to B，主攻进出口贸

易撮合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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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推广不到一年，廖旭辉又被市场教训了一番。 

“客户群体完全错位了。”总结失败的原因，廖旭辉解释道，“我的目标客户是公司

有一定规模的生意人，他们的年龄一般在四五十岁。”而非洲的上网人群主要集中在年

轻人群，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中老年人比较缺乏上网意识。即便有注册的

人群，更多的只是试着玩一下，但不会一直玩。“这样的问题纯粹依赖 online 是很难搞

定的”。 

从 2015 年起，廖旭辉在非洲做了很多不像是电商的事情，比如做展厅，做体验。 

在内罗毕市中心，他有一处 5000 平方米的两层办公楼，一层专门用来做商品展

厅，货架上摆放着来自中国的音响设备、天然气灶台、热水壶等。在多哥、喀麦隆等

国家，他们也开设了很多这样的实物展厅。 

廖旭辉认为，在非洲做生意，首先要解决的是信任问题。凡是在 Amanbo 平台上

能够找到的货物，都可以到展厅先来看看样品，觉得满意才进行购买，保证货物对

版。 

展厅做好了，还得让客户愿意来进行实地体验。为此，廖旭辉在肯尼亚找了 60 多

人做地推，要求地推员每人每天推 20 个，以此提成。结果，地推人员一天就能做到 30

多个。高兴之余，他有些疑惑。 

事后查看数据库里的数据，他发现地推员之间每周互换收集的照片，充作新的注

册用户，里面的联系电话都是真的，但找的是他们在大学里学弟学妹的电话。三个月

下来，数据是上去了，但并没有多少交易。 

一路摸爬滚打，时间来到了 2017 年。廖旭辉觉得自己走过的“坑”验证了一条道

路，就是线上线下相结合，同时依托海外仓，将货物前移。此外，他在非洲招募了一

群年轻人，通过他们去连接社区，让他们帮助传统的商人适应这样的模式、使用这样

的平台。 

“其实，我们公司在走三条路，线上、线下，还有通过中间的年轻人发起的社交交

易，我们叫‘OSO’。（online+social+offline）”廖旭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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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旭辉 

 

黄金时代 

 

就在廖旭辉不断完善 Amanbo 电商平台的 B to B 模式时，非洲的电商市场发生着

巨大变化，之前被他舍弃的 B to C 迎来了大好时机。 

成立于 2012 年的非洲本土第一大 B2C 电商平台 Jumia，2017 年在非洲范围内的访

问量超过 5.5 亿次。网站成交金额从 2016 年的 3.58 亿欧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5.07 亿欧

元。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宏观经济状况的改善，以及活跃商户、产品和服务数量的增

加。 

成立于 2014 年的 Kilimall 电商平台也取得不俗成绩。这个由中国人杨涛创办的 B 

to C 电商平台，目前已经开通肯尼亚，尼日利亚，乌干达三个站点，是非洲民众中颇

具影响力的生活和工作服务平台。 

数据显示，非洲当地手机和网络的普及率得到大大提升，目前已经跃升到 35%左

右；约 3 亿非洲人拥有手机钱包，比拥有银行账户的人还多。麦肯锡预计，在 2025

年，网络将覆盖非洲 50%的人群。随着互联网渗透的加剧，非洲网上购物将有望达到

零售业 10%的份额。 

在“非洲数字雄狮的崛起”主题论坛上，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称，非洲将迎来数

字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下一个世纪属于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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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预示着非洲电商的明天将更好。廖旭辉的电商平台也重新进入了 B to C。 

经过八年的更新迭代，如今，Amanbo 发展成了一个立体的中非合作电商平台，主

要体现在跨境与本土电商为一体、同一平台处理批发与零售（B2B2C）、线上线下社交

全渠道解决方案 （online+social+offline）等。 

“Amanbo 成了四不像的角马。我觉得这才是适合非洲模式的互联网商业解决方

案。”廖旭辉有些得意。 

在今年 6 月举行的 Amanbo 肯尼亚国家站发布会上，肯尼亚工商联合会副主席

JAMES N. MUREU 表示，Amanbo 是一个有创新模式的电商平台，不仅有在线购物网

站，更有仓库、展厅、地推团队等线下资源；不仅把优质的中国商品带到肯尼亚来，

更能帮助众多肯尼亚商家将商品出口到中国。 

总有人问廖旭辉，“你们是京东模式还是阿里模式”？他的回答是，“我们啥也不

是，就是适合非洲的模式”。 

谈及非洲对自己的意义，这位江西商人有些动情。过去十几年，他所有的生意都

在非洲，这里俨然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我特别感谢非洲市场给我成长的机会，也

希望利用电商平台为中非贸易和中非合作做更多的事情。只要在非洲待过七八年的

人，我相信都会理解这种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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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非洲去⑦|我在非洲 20 年：一位华商的创业史 

 

界面新闻  侯瑞宁 

 

 

卓武代表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向肯尼亚一所小学捐赠学习用品。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编者按：非洲，一个我们熟悉又陌生的“非常之洲”，一个落后与商机交织的“神秘

之洲”。近日，界面新闻记者实地走访了坦桑尼亚、津巴布韦、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

等国，试图发现一个真实鲜活的非洲，勾勒出中国人在非洲大陆的援建生活和商业足

迹。“到非洲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次需要精心准备的奇幻冒险。 

 

见到卓武，是在北京。作为肯尼亚中华总商会会长，他随同非洲八国政府官员来

中国参加“一带一路”建设的知识学习。 

坐在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的一家酒店大堂，看着窗外车流，卓武笑着说，“回

到国内，每个城市都是中国人，但感觉自己不属于这里”。 

他的归属感在非洲。 

20 岁出头的年纪，卓武被公司派往肯尼亚，后来自己创业，一呆就是 21 年，如今

商业版图涉及建材、家具、物流和旅游等行业。 

他还致力于架构中非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的桥梁，曾任职于东部非洲中国总商会

副主席职务。2017 年，在他的力促下，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内罗毕成立，为中国小微

https://a.jiemian.com/index.php?m=user&a=center&id=103188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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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融入当地社会提供更多服务。 

 

 

肯尼亚副总统向肯尼亚中华总商会授牌。 

 

7 月上旬的一天，界面新闻记者采访了这位在非洲奋斗了 21 年的华商。 

以下为卓武的口述： 

我是安徽人，大学毕业后，在河南一家国企上班，1997 年 1 月 7 日被派往肯尼亚

做国际贸易。以前能去非洲工作，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工资比国内高好几倍。

虽然我不太知道非洲是什么样子， 但当时觉得能够不依赖社会背景和关系，获得这样

一份工作，还是很不容易的。 

当年，肯尼亚只有七八百个中国人，包括大使馆等驻外机构的工作人员。首都内

罗毕比现在还要美，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基础实施和绿化都很好，因为人口比较

少,车辆也少，显得道路很宽敞。现在，内罗毕的人口增加了、城市规模扩大了、汽车

多了，道路也拥堵了。 

在肯尼亚，华人比较少，大部分是华侨，基本上都是新侨。1997 年到 2007 年，在

肯尼亚工作生活的中国人以个人为主。2007 年到现在，很多人拖家带口地过去。现在

那边的中国人超过了数万。 

我刚去肯尼亚的时候，没有亲人和朋友，语言、生活上很不适应，一到逢年过节

尤其想家。我记得，第一年，一个人在非洲过春节，真的很痛苦，孤独、委屈。当时

没有手机，只能用座机给家里打电话，一分钟 20 块钱，我的工资一个月才 300 多块

钱，打个十几分钟的电话，就成“月光”了。所以，打电话的时候，我都会先打好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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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事情说清楚，说完赶紧挂掉。现在我还保留着通电话前打腹稿

的习惯。 

我在肯尼亚公司工作 3 个月后，就被派往乌干达分公司担任总经理，主要销售一

种干电池产品。那时候当地市场上认可的是另外一种品牌的干电池，我们通过正常的

销售渠道完全进不去。为了打开市场，我和当地员工每天背着干电池，走街串巷，通

过这种方式再慢慢地接触上游的批发商。一天下来，脚上全是白泡。 

辛苦总是有回报的。第一个月，我们卖出去的干电池不到 50 箱，到了第二个月，

销售了大约 500 箱。就这样干了两年，1999 年底，我从国企出来，开始自己创业。 

 

 

卓武和肯尼亚梅鲁郡旅游局局长等官员合影。 

 

前五年，因为缺乏经验和足够的资金，交了不少学费。 

起初做苹果生意，把山东烟台的苹果进口到非洲。当时，我加入了联合国驻乌干

达维和部队的水果供应商名单，每个月有 2-3 万美元的利润。挣了些钱之后，我就开

始幻想回国买别墅、娶媳妇的生活了。 

很快，幻想破灭了。有一次，在运输苹果的过程中，因为物流出了问题，苹果全

部烂掉了，直接损失 200 多万元。最终，因为违约，也失去了维和部队水果供应商的

资格。 

另外，我在乌干达做了冷饮工厂，主要是做矿泉水和棒棒冰。因为缺乏人才和技

术，产品质量没有达到标准，被客人投诉，又失败了。 

一系列挫败，让我痛定思痛，也学到了一些经验，我开始寻找抗风险能力强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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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行投资。随着非洲经济的发展，建材行业非常兴盛。当时东非市场没有中国人做

建材产品，例如瓷砖，市场上的同类产品大多来自于西班牙和意大利，价格很高，一

平方米的瓷砖卖到 80 多美元，同样的产品在中国只卖 8 美元左右，利润空间很大。 

2005 年到 2008 年，我积累了大概价值五六千万元人民币瓷砖的库存。生意就这样

做了起来。 

直到全球经济危机袭来，我遭遇了最大的一次损失。2010 年，我在肯尼亚、乌干

达、卢旺达的业务一落千丈。因为货币贬值、管理不善，还有市场竞争激烈等原因，

损失大约上千万元。 

幸运的是，我最终坚持了下来，现在建材、家具、物流和旅游业务都还不错。 

 

 

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向肯尼亚国家警务委员会捐赠办公电脑。 

 

在非洲做生意，虽然困难多，但是机会也多，属于商业“蓝海”，对很多人来说是

逐梦之地。去非洲淘金的中国人，在蒙内铁路建设时期大批涌入了肯尼亚。这条全长

480 公里的铁路由中国企业承建，2014 年 9 月开工。很多中国人就是那个时候过来

的。 

中国人在非洲从事的行业比较多，主要有贸易、金融、服务、工程建设等。贸易

最容易受到当地人的抗议，因为会冲击到当地小商贩的生意，所以，从业者经常受到

警察局、税务局和移民局的“骚扰”。做投资、做工厂、工程承包、金融服务等行业会

更好一些。 

其实，肯尼亚的主流民意，对中国人进入本国市场是很欢迎的，特别是肯尼亚的



 210 

精英阶层，他们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共赢的，“非洲梦”和“中国梦”是相通的；当地

普通老百姓也很欢迎中国商人，因为可以享受到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 

现在，中国是肯尼亚最大的投资国和贸易国。从贸易角度讲，肯尼亚每个家庭可

能都有来自中国的产品，比如华为、OPPO、传音手机等是非常受肯尼亚人民欢迎的手

机品牌，人们平时使用的自行车、电熨斗、瓷砖等也可能是来自中国的产品。 

从基础建设角度看，肯尼亚的南环路、蒙内铁路，一些水利工程、房屋建设，都

是中国企业承建的，这些对他们都有很大影响。从长远来看，中肯之间的经贸合作越

来越开放。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去非洲工作生活，如何帮助他们更好、更快地融入当地的社

会，是我一直考虑的事情。 

我之前在东部非洲中国总商会任副主席，希望帮助中国企业和中国人做一些事

情。但是所做的还远远不够。后来，我和几个商界朋友一起筹备设立了肯尼亚中华总

商会，2017 年 3 月在当地挂牌。我希望在当地华人华侨遇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能够

帮助他们发声。 

近几年来，肯尼亚当局开始收紧工作签证的发放，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去非洲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两种因素的夹击下，要拿到工作签证的难度就大大提高

了。这引发了一些问题。 

为此，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和肯尼亚投资局、警察局、移民局和劳工局进行了积极

沟通，积极呼吁这件事情的顺利解决，希望工作签证的发放既能够遵守当地的法律，

又能够满足大众的需求。 

 

肯尼亚中华总商会举办首届中肯合作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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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希望今后能够多举办一些论坛，加强中肯之间的交流沟通，希望把商会的

力量回馈给当地社会，比如学校、孤儿院、贫民窟等。我们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当

地的公益慈善活动当中去。 

下一步，我想在肯尼亚做一个中国文化旅游中心，建一个中国小镇，也希望通过

总商会的努力，撮合安徽的黄山市与肯尼亚山所在的梅鲁郡结成友好交流城市。 

对我来说，非洲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真的希望中肯两国能更好地融合交流，两

国人民能够互敬友爱。 

就大部分华侨生活而言，面临的最大难题将是子女的教育问题。如果孩子学习当

地的语言文化，恐怕失去中国的根儿。如果回国，父母就会和孩子无法一起生活。这

件事情，一直让大家很纠结，恐怕还得继续纠结下去，希望国家可以关注到这部分人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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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非洲去⑧|当中国陶瓷厂遇到肯尼亚游牧民族 

 

界面新闻  安晶 

 

 

 

编者按：非洲，一个我们熟悉又陌生的“非常之洲”，一个落后与商机交织的“神秘

之洲”。近日，界面新闻记者实地走访了坦桑尼亚、津巴布韦、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

等国，试图发现一个真实鲜活的非洲，勾勒出中国人在非洲大陆的援建生活和商业足

迹。“到非洲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次需要精心准备的奇幻冒险。 

 

一 

 

帕特里克是一名腼腆的 90 后。在和不熟悉的人交谈时，他话不多，也不主动挑起

话题。只有当他的手机响起，放出“愤怒的小鸟”铃声，帕特里克才会嘴角上扬，露出

一个不好意思的笑容。 

虽然看上去充满了邻家大男孩的气质，帕特里克却来自肯尼亚最彪悍的部落——

被称为连狮子都害怕的马赛族。 

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他，现在是一名司机，在肯尼亚最大的陶瓷厂特福

（Twyford）工作。这家工厂由两家中国公司——森大集团和科达洁能合资成立，位于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以南约 100 公里的卡贾多郡（Kajiado），那里被称为“马赛之地”。 

https://a.jiemian.com/index.php?m=user&a=center&id=10264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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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特福陶瓷厂外。图片来源：安晶 

 

加入中国公司后，帕特里克也在手机里装了微信和 QQ，方便与同事交流。虽然像

普通年轻人一样玩游戏、泡社交网络，部落依然在帕特里克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 

“现在我们不用像以前一样在成年礼上猎狮子了，但在信仰和政治问题上还是要跟

着部落走。” 

在有着 44 个部族的肯尼亚，部落归属对个人的生活习惯、语言、信仰、婚姻、身

份认同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特福陶瓷厂的行政经理张娣对此颇有感触。 

成立于 2016 年的特福陶瓷厂有 1260 名当地雇员，中方员工仅有 75 人。当地员工

中有很多是来自附近社区的马赛人。 

根据张娣的经验，马赛人不适合打扫卫生。曾经有一名马赛女孩被聘为清洁工，

最后因为“根本不会打扫”只能转岗，“主要是没人教过他们怎么拖地、冲马桶。” 

马赛人至今仍保留着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他们的传统住房大多由牛粪、粘土和

树枝搭建而成，“根本没有拖地的需要”。 

但马赛人个子高、视力好、警觉性强，工厂和附近很多公司的保安都是马赛人，

“我们保安队的马赛人就干得很好”。 

让张娣印象深刻的还有厨房里的马赛族大姐，“中国厨师忙不过来的时候她们就会

帮忙，她们的馒头和花卷做得特别好，土豆丝也切得像切丝机里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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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 1920 年英国殖民时期开始到现在的肯尼亚，不管是政治选举还是开厂修路，部

落都是不容忽视的一环。 

早在英国人统治时期，殖民政府就利用部落归属和利益冲突激化不同部落之间的

矛盾，以巩固殖民统治。如今，肯尼亚较大的几个部落包括基库尤族、卢希亚族、卢

奥族、卡伦金族和康巴族，其中，基库尤族约占全国人口的 22%。 

肯尼亚现任总统肯雅塔就来自基库尤族，他的父亲乔莫·肯雅塔则是肯尼亚开国总

统。自从 1963 年脱离英国殖民以来，肯尼亚的历任总统都来自基库尤族和卡伦金族。 

最早于 1960 年成立的两大政党之一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肯盟）代表基库尤族

和卢奥族；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则代表卡伦金族、卢希亚族、马赛族等小部族。 

在选举时，选民支持哪名政客与其来自哪个部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以部落

归属和部落联盟来划分地盘的情况也存在于当地人的就业中。 

据 2017 年的统计，肯尼亚的公共服务岗位被来自六个部落的就业者占据，包括基

库尤族、卡伦金族、卢希亚族和卢奥族。 

80 后的奥利弗来自肯尼亚西部的一个小部落，大学时的专业为市场营销，目前正

在内罗毕的一家华人旅行社当司机。 

据奥利弗介绍，普通人找工作时，如果应聘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经理来自 A 部

落，应聘者来自 B 部落，那应聘者能得到工作的几率会非常小。 

根据联合国 2017 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肯尼亚失业率高达 39.1%，居东非地区

首位。分配不平等和正规部门工作岗位少有增加被列为失业率高企的两大主要原因。 

在奥利弗看来，为中国公司工作的最大好处就是招聘时没有部落歧视，不管来自

哪个部落都有工作机会。 

麦肯锡咨询公司 2017 年的《龙狮共舞》报告显示，肯尼亚共有 396 家中资企业，

其中 80%为私营企业，近 90%职工为当地人。在所有企业中，从事制造业等资本密集

型行业的公司数量最多，占总数的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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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福陶瓷厂正在招聘新员工。图片来源：安晶 

 

三 

 

作为东部非洲的运输中心和最大经济体，肯尼亚从 2014 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偏

下收入国家，过去 10 年的实际 GDP 增长平均超过 5%。今年一季度，肯尼亚的 GDP

增长 5.7%，达到 2016 年以来的最高。 

但直到现在，农业和旅游业仍是肯尼亚的经济支柱，其中农业贡献了 GDP 的三分

之一，制造业发展依然缓慢。 

2017 年，由于工业区基础设施落后、高电价、进口清关费用、原材料税、借贷困

难等因素，制造业占肯尼亚 GDP 的比重下降至 8.4%。 

对于特福陶瓷厂这样的华商民企而言，肯尼亚制造业发展缓慢也意味着巨大的扩

展空间。在整个肯尼亚，特福在瓷砖制造方面只有一个同行——印度人创立的陶瓷公

司 Saj Ceramic，这家公司在肯尼亚有 20 多年的历史，专门针对中高端市场。 

虽然行业竞争压力较小，但想要在“马赛之地”建厂，除了自己想办法搞定三通一

平和基建，适应部落文化、与当地社区的沟通磨合也是必经环节。 

特福陶瓷厂经理李瑞钦是一名老非洲，在非洲打拼了 11 年。他认为自己对“本地

人的文化还是比较尊重的”，明白部落和社区利益在肯尼亚的重要性。 

据李瑞钦介绍，在建厂之前，公司做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把当地居民召集起来，

就陶瓷厂建好后会怎样为附近居民提供就业、环境保护等关键问题进行解释说明。同

时还邀请当地村长做顾问，协助推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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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开工前，按照肯尼亚的土地法，陶瓷厂址需要做土地性质变更，从农业性

质变成工业性质。这其中有个环节叫做“公共参与”，需要征得社区以及当地政府的同

意。 

“如果有一个人反对，你就要去做这一个人的工作。不管是土地性质变更、环境问

题、还是其他的抱怨，在项目动工前有一个人抱怨，你都要去处理这个关系。” 

在得到附近居民认可的同时，公司还需要与卡贾多郡的郡长以及包括自然资源

部、教育部、土地部在内的郡部门沟通，向官员们解释项目内容以及项目能为该郡带

来哪些好处。 

陶瓷厂的翻译兼行政管理理查德曾在浙江金华留学四年，学习经济贸易，2016 年

回到肯尼亚后加入特福。在被人夸中文说得好时，理查德会谦虚地回应：“没有，一般

般啦。” 

在理查德看来，中国文化和肯尼亚文化差异很大，其中一个最突出的差异就是肯

尼亚的部落文化。 

“如果一个公司想在肯尼亚建厂，必须先与社区、部落族长和政府协商。我们有社

区间会议，任何公司想建厂都需要先做好调研、了解当地社区的需求，考虑在这里建

厂会对当地社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理查德解释道，有很多社区依然处于游牧民族的生活状态，并不习惯密集型劳

动。如果外来工厂没有提前了解社区的需求、做好沟通，当地居民很可能认为工厂破

坏环境、污染牛群的草料、损害当地人的利益，并派出部落代表与工厂交涉。 

“在有些情况下，就算政府同意，如果社区不同意，社区依然有权反对工厂入驻。

一些工厂为了能顺利开工，只能拿钱平息争端，但这种办法并非长久之计。” 

据理查德介绍，周围社区最开始对特福陶瓷厂也有各种声音，甚至要求工厂有

70%的员工来自本地。为解决社区的诉求，陶瓷厂修路、雇用当地人、为当地学生设

立奖学金，在社区认识到陶瓷厂能为当地人带来好处后，各种反对声音才慢慢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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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福陶瓷厂车间。图片来源：安晶 

 

四 

 

在被社区接纳的同时，与不熟悉制造行业的当地员工之间的磨合也是陶瓷厂不得

不面对的问题。在投产初期，陶瓷厂一度出现频繁的人员流动。 

厂内一线普通员工的月薪在 250 美元左右，约合人民币 1730 元。肯尼亚是贫富差

距较大的国家，虽然物价偏高，但普通工人的工资每月仅在 1000 元人民币左右。 

来自蒙巴萨的乔伊（Joy）是陶瓷厂的质检员。她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 7 点到晚上

7 点，中午休息一个小时，有时候工作太忙就直接把午餐带进车间。晚上下班后休息

24 个小时，到第二天晚上再上班。 

乔伊在陶瓷厂工作了一年多，年假 21 天。她之前在一家建筑公司上班，现在已经

适应了工厂的倒班节奏，“除了工资更高之外，还有医保之类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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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福陶瓷厂质检员乔伊。图片来源：安晶 

 

李瑞钦解释，当年出现的频繁人员变动一方面是当地员工不适应制造业的工作强

度。陶瓷厂为三班两倒，一个班 12 个小时，这对于当地员工是一个挑战，“特别是分

级车间，要连续打包 10 多个小时，一些员工适应不了”。 

另一方面是技能问题，一些员工不能在短时间内胜任工作。很多员工从来没有接

触过制造业工种，“比如压机怎么操作，这个东西没见过，他得慢慢去适应。如果他们

像在中国一样受过训练，比如中专、技校，也会更容易理解操作原理。” 

“但我们有部分同事以前是放牧的，从放牧到工业化这个阶段，他们是属于两级

跳。还没有真正经历农业社会，然后直接进入规模化、工业化，跳跃是非常大的。尤

其是一些岗位像设计岗或者技术车间的配方怎么调，这些都是技术难度比较高的。” 

 

特福陶瓷厂车间。图片来源：安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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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挑选合适的工人，陶瓷厂最初采取的策略是广撒网，“我们一开始一条线有将

近 500 人，本来是两个人的岗位设置，我可能会招五个，然后逐渐去从这五个人中选

最合适的。” 

文化差异也造成了部分员工主动离职。 

“举个简单例子，对当地人，我们用任何一个手指指他，他都感觉是不尊重的。再

一个中国人习惯大声讲话，当地人觉得这是 shouting，你对我喊叫，这是非常不礼貌

的。一开始我们忙着推进度，很难去给每一个中方同事都做到相关培训。即使有培

训，比方这个人天天跟你学，依然学不会，你一着急说话大声了，当地人觉得这是对

我不尊重，那我干不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陶瓷厂开始对中方员工进行肯尼亚文化的培训，就言行和肢

体语言对中方员工提出要求，以减少因文化差异引起的摩擦。 

在经历了相互适应、磨合之后，陶瓷厂的人员配置逐渐稳定下来，离职率减少，

“一开始可能是 20%，现在好些，在 10%左右。” 

 

五 

 

从 2016 年建厂到现在，特福陶瓷厂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成为了肯尼亚最大的陶瓷

厂，单品类瓷砖占据当地市场 70%以上份额。除了与当地社区和员工的相互选择适应

之外，对当地市场的了解也是其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 

据质量管理经理郑兴华介绍，肯尼亚人喜欢的瓷砖风格与中国不同，偏爱的瓷砖

印花图案为草原风光，喜欢颜色接近米黄色、木色的瓷砖。300x300（mm）和

400×400（mm）的小砖更受当地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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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福陶瓷厂车间。图片来源：安晶 

 

李瑞钦表示，瓷砖的需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密不可分，肯尼亚作为东部非洲

的最大经济体，对瓷砖的需求也是东非国家中最大的。 

而当地人喜欢小砖一方面是因为现在还处于消费的最初级阶段，“就像中国的市场

需求是从最小的马赛克 100×100，再到 200×300，到 300×300，现在整个非洲也处于这

样的阶段。” 

另一个原因则与肯尼亚的历史有关。早在英国殖民时期，印度劳工就跟随英国人

一起移居肯尼亚，在肯尼亚建立了颇有势力的印度人社区。直到现在，印度人在当地

经济和政治中依然保留了强大的影响力。 

李瑞钦称，肯尼亚的瓷砖最开始就是印度人带来的，而他们的消费习惯就是

300×300 的小砖，现在肯尼亚依然保持着这种习惯。 

在制造方面，特福陶瓷厂在肯尼亚的唯一同行、印度人创立的 Saj Ceramic 主要针

对工厂、工程类的中高端市场；为了与同行区分开来，特福将重心放在了批发经销商

和普通民众的需求上。 

对于当地人喜欢哪种砖、能开拓哪部分市场，陶瓷厂在投产前就进行了调研。特

福的创立方之一广州森大集团成立于 2000 年，最初在尼日利亚以贸易活动起步，是最

早进入非洲的中国民企之一。 

森大集团早在 2010 年就在肯尼亚建立分公司，对当地市场有深入了解，建立了成

熟的销售渠道。这些铺垫使得陶瓷厂从设立之初就很少为销售犯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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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厂有所发展后，也继续保持了与周围社区的互动。除了在当地修路、打井、

设立奖学金之外，陶瓷厂正在与三名研究马赛文化的教授合作，协助整理马赛族的历

史、文化和生活习俗。 

在陶瓷厂的办公楼里，有一间标着马赛民俗的办公室，准备作为马赛文化民俗展

览室。据李瑞钦介绍，当地政府正计划设立一个马赛文化中心，已经批复了 200 英亩

的土地，陶瓷厂也将提供协助。 

2017 年，肯尼亚中国经贸协会发布《2017 年肯尼亚中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特

福陶瓷厂被收录其中。 

 

六 

 

从最初的适应、生产发展到与社区互动，陶瓷厂已经迈出了融入当地的第一步；

但对于个人而言，从熟悉的环境来到遥远的马赛之地，在生活和文化上需要经历的磨

合并不轻松。 

1989 年出生的符丰来自景德镇，现在负责陶瓷厂的物料采购管理，被戏称为公司

最年轻的主管。 

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的符丰 2017 年来到肯尼亚，之前一直在景德镇工作。对于

为何要来非洲，符丰认为“年轻人还是希望到外面走一走、闯一闯”。 

陶瓷厂远离市区，四周没有任何建筑物，一眼望去只能看到牛群和草原。符丰平

时住在员工宿舍楼里，工作和生活都在陶瓷厂。 

 

特福陶瓷厂外的草原。图片来源：安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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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周工作五天半，下班后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玩手机、上网、打台球。由于和

国内的时差，等他下班的时候，家里人都睡觉了，没法进行微信视频。 

周末，他会坐公司的车去内罗毕采购生活用品，“进个城，几个人聚一聚，吃个

饭”。每年公司会组织员工旅游，今年他刚刚去了裂谷省的地狱之门国家公园。 

在符丰的办公桌上有一块石头，是他在工厂外散步时捡到的。 

“平时除了玩手机这些，就是跟着同事出去散步，绕着工厂外面走一走，还好这边

没有猛兽。就在外面寻寻宝，这边矿产比较多，有时在地上能捡到碎玛瑙。” 

从 2012 年开始工作以来，符丰一直在陶瓷厂。国内的陶瓷厂大多也位置偏僻，

“跟这边差不多，所以我对这种环境比较习惯”。 

但对他来说，现在语言沟通成了最大的难题。虽然上学时学过英语，但很少在实

际生活中用；为了解决沟通问题，陶瓷厂的每个部门都配有翻译。 

“国内可以说普通话、说方言，这边得说英语。现在我还在自学，但感觉词汇量相

当不足，表达不出想说的意思。” 

在符丰看来，大部分本地员工都很淳朴、比较好相处；但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

下班之后，“当地人跟我们基本没有交流”。 

“这边空气很好、自然环境很好，但生活很单调、寂寞孤单一点，毕竟可以交流的

人很少。虽然有同事，但跟同样的人天天吹牛都吹一样的，已经没有新鲜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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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非洲去⑨|蓝图与现实：身处埃塞俄比亚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企

业 

 

界面新闻  安晶 

 

 

东方工业园华坚鞋厂 图片来源：安晶 

 

编者按：非洲，一个我们熟悉又陌生的“非常之洲”，一个落后与商机交织的“神秘

之洲”。近日，界面新闻记者实地走访了坦桑尼亚、津巴布韦、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

等国，试图发现一个真实鲜活的非洲，勾勒出中国人在非洲大陆的援建生活和商业足

迹。“到非洲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次需要精心准备的奇幻冒险。 

 

6 月到 9 月是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雨季，几乎每天都有一场大雨。大雨

过后，华坚国际轻工业城外还在施工中的“非洲大道”一片泥泞，车开在路上犹如海浪

中颠簸的船。 

轻工业城位于首都西南方的 Labu Lafto 区，园区外的土路是政府规划的“非洲大

道”一部分，由一家当地建筑公司负责。 

说起这条路，华坚国际轻工业城董事长助理梁护译脸上露出了苦笑：“1 月从机场

外开始挖路，5 月挖到我们这里就遇到了雨季，然后就停工了”。 

 

https://a.jiemian.com/index.php?m=user&a=center&id=10264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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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坚国际轻工业城外指路牌。图片来源：安晶 

 

蓝图上，园区外的大道有 120 米宽，两边围墙，中间绿化带。但按照计划，这条

路最快要到 2020 年才能完工。 

而在距离轻工业城不远的 Mekanisa 区，弘顺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林也感叹，与

当地政府合作的骨明胶工厂终于动工了。 

从科研报告、环评到筹备资金，李林等了五年，“这里的节奏就是这样的”。在等

待期间，他甚至做起了咖啡出口。 

蓝图的丰满与现实的骨感每天都在这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国家上演。 

 

改革开放背后的民族矛盾 

 

有着 3000 多年文明史的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全国人口超过 1

亿，是非洲仅次于尼日利亚的第二人口大国，人均年收入仅 783 美元。同时，埃塞俄

比亚也是一个年轻的国家，15 岁以下的年轻人口占总人口的 43.47%。 

从 2005 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 2016 年，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 8%

到 11%之间，是非洲发展最快的国家。据 IMF 预测，在 2018-2019 财年，该国的 GDP

增速将达到 8.5%。 

农业、建筑业和服务业是埃塞俄比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中农业占 GDP 总量

的 40%，全国有高达 70%的人口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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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对农业的依赖、促进私有经济发展，这个非洲唯一未被殖民过的国家正

在经历一场“改革开放”。 

曾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埃塞目标在 2025 年进入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为此，政府

在 2015 年底推出了新五年计划，准备将农业占 GDP 的比重减少 4%，推动制造业和工

业发展。 

新五年计划还打算开放经济的关键领域，将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目前，埃塞的

电信、银行、电力等主要产业均为国有；土地也为国有财产，个人、公司和机构只有

使用权。 

自前军官阿比·艾哈迈德今年 4 月出任新总理后，埃塞就加快了改革的节奏。而阿

比的上位本身也是一场改革。 

埃塞有 80 多个民族，虽然占总人口 34.4%的奥罗莫族是最大的民族，但该国常年

由第四大民族提格雷族把持。在以奥罗莫族为主的抗议者发起了持续三年的反政府游

行后，阿比成为第一位来自奥罗莫族的总理。 

新总理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推出了一系列改革行动：对内进行内阁重组、裁减公务

员、释放上千名政治犯、解禁网络、向海外投资者开放国有电信公司和航空公司；对

外则与对峙 18 年的厄立特里亚再次签订和平协议、改进与邻国索马里的关系。 

在习惯于按部就班的埃塞，这一系列密集的变革被当地媒体称为“前所未见”。另

一方面，由于长年分配不均和边缘化造成的民族矛盾也愈发激化。 

今年 6 月，阿比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讲话时遭遇手榴弹袭击。9 月，亚的斯周边村

镇的奥罗莫族袭击其他民族，共造成 23 人死亡，冲突最终引发了亚的斯数千人抗议大

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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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的斯亚贝巴郊区，在抗议中被烧毁的汽车。图片来源：安晶 

 

外汇短缺的焦虑 

 

除民族矛盾之外，谋求改革开放的埃塞还面临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外汇短

缺。IMF 数据显示，2016-2017 财年，埃塞的外汇储备为 32 亿美元，甚至低于该国两

个月的进口花销，目前主要依靠阿联酋承诺的数十亿美元援助解燃眉之急。 

埃塞的出口主要依靠农业，其中咖啡占到外汇收入的 30%，而全球农产品价格下

跌严重影响了埃塞的出口收入。据 IMF 统计，虽然出口量有所上涨，埃塞去年的出口

收入与 2016 年相比几乎没有变化。 

从华坚轻工业城 2015 年奠基到现在，陆续有多家企业入驻，但在去年埃塞提出新

要求鼓励出口后，大部分企业却被迫搬出了工业城。 

据梁护译介绍，去年 8 月，负责给外商发放投资许可和营业执照的埃塞投资委要

求轻工业城的企业做到 100%出口，无法达到要求的企业必须搬走，“工业园去年还有

四五家企业，有做机械的、电视、衣服的，现在加上华坚，还有两家企业留下”。轻工

业城目前享受入驻企业七年内免交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政府还会协助入驻企业员

工办理工作签证。 

为刺激出口、缓解外汇短缺问题，埃塞央行去年宣布还将埃塞货币比尔贬值

15%，为七年来的首次。 

贬值的举措对于李林这样的咖啡出口商而言本是件好事，但他并没有感觉到变

化，“最后的价格没变，因为（当地人）思维不一样，还缺少商业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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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当地人说货币贬值了，去年花 12 比尔收的咖啡豆，今年花 13，做完之后最

后折成美元去年成本是两块，今年一块九，你是不是应该便宜点。然后他听了半天还

是说去年卖两块一，今年还卖两块一。说外汇跟他没关系，他就卖这些钱。所以一点

影响都没有。” 

在宣布货币贬值之后，埃塞又推出了新政策，允许出口商将其外汇收入保留在两

个账户中。账户 A 可无限期保留 30%的外汇收入，账户 B 保留 70%，两个账户都需用

于支付与公司经营有关费用，包括进口原料等。在 28 天之后，账户 B 中的外币将被自

动转为比尔。按照以前的规定，账户 A 中只能保留 10%的外汇收入。 

作为一个女鞋出口企业，华坚深刻体会到了埃塞政府对外汇短缺的焦虑。 

修建华坚轻工业城的中国华坚集团 2012 年首次在亚的斯郊区投产，制造出口女

鞋。现在华坚是埃塞最大的制鞋企业，累计出口 1 亿美元，客户包括 GUESS 等美国中

高档女鞋品牌。 

 

 

华坚国际轻工业城鞋厂培训教室。图片来源：安晶 

 

据梁护译透露，从今年初开始，埃塞的外资企业进口原材料填写海关登记表时，

必须把每项材料的价格列出，相关部门一一进行查对。一旦发现误差就会罚款，而以

前企业只需出示转账凭据。 

除此之外，从 3 月开始，连续几次在进口材料时，公司都遇到了单笔资金超过

5000 美元需要本国银行做担保的情况，一次担保耗时至少 1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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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公司原材料几百种，一个个查，不知道要查到什么时候。货物动不了，就要

交滞港费、滞货费。最重要的是，材料过不来做不了订单，影响生产，完不成就得罚

款。或者时间来不及只能空运，成本增加 400%。而且账户 B 里的那些用于采购原料的

钱，28 天不动就自动转成了比尔，相当于是尽量把你的钱扣下来。” 

 

骨感的基建配套 

 

在 2012 年就来到埃塞的李林看来，亚的斯的基础设施已经比五年前强多了。市中

心除了新建不久的柏油马路外，高架上还跑着中国承建的东非第一轻轨。 

 

 

亚的斯亚贝巴轻轨高架。图片来源：安晶 

 

李林刚到亚的斯时，高速公路还在修建中，“几乎每家都备了发电机，总统府也天

天备着，现在大部分家庭已经不用发电机了”。 

但对于正在推动工业化的埃塞而言，工业园完全是新兴事物，基建等配套依然问

题重重。进入雨季之后，停电就成了首都亚的斯的常态，梁护译在刚刚停电的厂房里

向界面新闻讲述了工业城试图安装电力专线未果的曲折经历。 

“从去年到现在 10 个月了，依然没弄完。跟电力局签完约之后，开始做电线杆时

说没有水泥，让我们搞点水泥；电线杆做好了又说没有吊车，我们提供吊车把电线杆

吊过来。吊过来之后又说他们那边人手不够，我们自己把电线杆竖起来。结果 2 月，

电力局相关的负责人死了，然后就两三个月没人管了。” 



 229 

等到电力局新负责人上任之后，工业城得知安装电线杆用的绝缘螺栓在埃塞缺

货，于是只能按照电力局的要求定制、在中国采购并空运到亚的斯。 

货运到时，亚的斯已经进入雨季，各地都有电线杆倒塌的事故，电力局忙于抢修

无法抽出人手。终于能空出人手时，“告诉我们没有电线了”。 

由于华坚进入埃塞较早，与很多政府部门建立了联系，工业城本想通过这些渠道

督促电力专线架设的问题，但自新总理上台后，政府部门人员调动频繁，此前跟华坚

有联系的相关官员已经调职。 

“新的负责人我们也不认识，对我们的情况不了解，他又要重新了解我们的情况，

重新建立关系。” 

因为频繁停电，鞋厂为继续生产只能自己用柴油发电，“我们这几个月三个发电机

组发电，已经花了 800 多万比尔（约 200 万元人民币）”。 

 

常态化的罢工 

 

华坚在埃塞的制鞋工厂分为两块，一部分在亚的斯郊区的东方工业园，其余大部

分转到了华坚轻工业园。东方工业园的 2000 多员工加上轻工业园，共有 7000 多名当

地员工。中方员工只有约 300 人。 

 

 

东方工业园华坚鞋厂。图片来源：安晶 

 

埃塞有 43.5%的人口为东正教徒，33.9%信奉伊斯兰教，还有 18.5%为新教徒。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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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语言是阿姆哈拉语，只有受过教育的人会说英语。为了管理数量如此庞大、信仰各

异、语言不通的当地雇员，华坚选择了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 

不管在东方工业园还是华坚轻工园，都能在墙上看到用三种语言写成的中式标

语：“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准时是诚信，早到是浪费，迟到是耽误，

准时是责任”。 

工人上下班时还需要列队、唱歌，喊出中文“1、2、3、4”的口号。 

在轻工业城，早上 8 点上班，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下午 5 点半下班；一周工作

五天，不需倒班基本不加班。按照埃塞劳动法规定，员工一个月加班不能超过 20 小

时，一年不能超过 100 小时。 

 

 

东方工业园华坚鞋厂。图片来源：安晶 

 

与很多制造工厂地处偏远郊区不同，轻工业城所在之处酒吧众多，工人下班后还

能去酒吧喝酒看球。 

鞋厂普通工人的基本工资是 960 比尔（约 240 元人民币），加上全勤等杂项，每月

收入在 1700 比尔左右。在亚的斯，普通人的月收入为 1500 比尔。由于在埃塞的中国

企业数量众多达到 689 家，会中文的当地人工资能翻数倍。 

在华坚工作的“辽宁”就是会中文的当地员工。他从建厂开始就在华坚工作，2013

年前往东莞培训两年，如今已经负责管理车间。以前他的工资是 1000 多比尔，现在则

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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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坚老员工“辽宁”。图片来源：安晶 

 

对于半军事化管理和喊口号，来自奥罗莫族的辽宁刚入厂时并不适应，后来慢慢

习惯了，“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有企业文化培训，如果接受不了可以选择退出”。 

在东莞接受了两年管理和中国文化培训的辽宁会和中方员工聊天、聚会，在他看

来“中国人和我们没有什么不一样”。 

据梁护译介绍，从 2012 年开始，公司送出 300 多名当地员工前往中国培训，学习

语言、技术和管理，“有些培训回来就被其他企业挖走了，很多去做中文翻译了”。 

在他看来，与当地人相处并不困难，“只要你说话不要太大声，好好沟通，还是能

沟通的”。但对一个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工人罢工是最头痛的事之一。 

据梁护译回忆，从去年 11 月开始已经先后有过七次罢工，“从东方工业园到亚的

斯，再到哈瓦萨，各个工业园都开始罢工，已经是风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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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坚国际轻工业城鞋厂食堂。图片来源：安晶 

 

在非紧急状态下，工人罢工受法律保护，公司需按正常发放基本工资。罢工期间

没按时完成的订单以及为赶时间而增加的运输成本，只能企业自掏腰包。 

“这里罢工是常态，有时候没有任何诉求也罢工，已经习惯了。” 

作为私人企业主的李林则想出了一条曲线救国路线。 

为应对频繁出现的罢工，他让中方员工负责骨明胶工厂的核心业务，生产则采用

全自动化。 

由于按照规定必须解决当地人就业，工厂计划雇用当地人负责剪草、擦机器等非

核心工作，“就算有罢工，也不会影响生产，争取把每一环节的风险规避到最小”。 

 

“过了那个坎就好了” 

 

李林在等待骨明胶工厂开工期间做起了咖啡出口，三年来已经成为埃塞咖啡直贸

中国最大的公司。 

除了出口，公司还参与上游的咖啡豆收购、处理、加工等环节，在亚的斯南边约

550 公里的山区设立了六个处理厂，覆盖 1000 多户咖农。 

埃塞是咖啡的起源地，咖啡产量为非洲第一。按照埃塞目前的规定，咖啡的贸易

环节并不对外国人开放，因此贸易端需要一个当地的合作伙伴。 

“如果放开了，我可能自己做个贸易公司，自己中国公司买埃塞公司的货就行了。

但是现在不行，我得把我的货物卖给埃塞公司，然后我的中国公司再从埃塞公司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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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选择从咖啡产业链上游开始做，除了控制成本之外，李林认为埃塞还是一

块未被开垦的土地，“如果你去巴西、哥伦比亚、越南，那里基本已经领地化了，没有

中国人的机会，但埃塞不是这样，所以才有机会”。 

尽管去过肯尼亚、南非、卢旺达、乌干达等众多非洲国家，但李林依然选择了留

在埃塞。他认为埃塞和中国类似，有几千年连续的历史文化，政权相对稳定；作为唯

一未被殖民的非洲国家，当地人的民族自尊心很强、性格却相对温和，政府官员有强

烈的发展愿望，“有国家情怀，并不只是为了钱”。 

而不管是像华坚一样的集团化企业还是小公司，在李林看来，民营企业在非洲的

特点就是熬过八到十年，“过了那个坎就好了”。 

熟悉一个市场，一个国家的文化，适应跟当地人打交道至少五年；期间需要做出

实事，给当地一些回报才能赢得当地人的信任和接纳。这之后才可能获得相应的资源

配置，组建得力的当地团队，拿下新项目，得到当地银行贷款。 

“每天都有很多中国人来这里找机会，每天也有很多中国人走。其实就像我们种咖

啡树，一个种子到它结果要七年，再怎么着急你也得到七年，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可

能别的国家两年三年，但是在非洲就得这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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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非洲去⑩|记者手记：津巴布韦，“没问题”的问题 

 

界面新闻  安晶 

 

 

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市中心。图片来源：安晶 

 

编者按：非洲，一个我们熟悉又陌生的“非常之洲”，一个落后与商机交织的“神秘

之洲”。近日，界面新闻记者实地走访了坦桑尼亚、津巴布韦、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

等国，试图发现一个真实鲜活的非洲，勾勒出中国人在非洲大陆的援建生活和商业足

迹。“到非洲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次需要精心准备的奇幻冒险。 

 

看到门外有人张望的身影，坐在柜台后的艾伦按下手边的门禁按钮。和周围的店

铺一样，为了防止被抢，艾伦的店装了铁门和门禁。只有从里面打开铁门，顾客才能

进屋。 

津巴布韦人天性热情，在街上见到陌生人都会主动打招呼。也许是因为体型硕

大，就算有顾客上门，艾伦也不会走到柜台外主动攀谈。 

坐在门旁的当地助手满脸微笑地跟来客打招呼时，艾伦端坐在柜台后的转椅上用

纯正的英语问来客：“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作为欧洲人的后裔，艾伦出生在津巴布韦，他的钟表店位于首都哈拉雷市中心，

距津巴布韦执政党大楼仅数街之隔。 

https://a.jiemian.com/index.php?m=user&a=center&id=10264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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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下午，附近上班的警卫、在外闲逛的年轻人、想给女儿物色手表的母亲，不

停有人进出钟表店。 

一名年轻人进店后取下手上的皮带表，“我想把表带换成‘喝色’”。艾伦一脸严肃地

教育：“是褐色（brown），要说英语就好好说。” 

年轻人笑着重复了两遍“褐色”，几分钟后拿着换好的表带满意地离开。 

没有客人的时候，艾伦谈起了津巴布韦的选举，“这么多年什么变化都没有，我已

经对这个国家失望了，我想去新加坡或者新几内亚”。 

在津巴布韦的一周时间里，艾伦习惯性纠正顾客英语发音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场景

之一。 

虽然津巴布韦已在 1980 年脱离英国取得独立，但从建筑、语言、文化到宗教，处

处都能看到英国的身影。 

 

 

哈拉雷市中心。图片来源：安晶 

 

哈拉雷的城市格局至今依然保持了英国统治时期的模样。市中心林立着各类欧式

建筑，如果不是因为年久失修的道路、徘徊在街头的失业者，乍一看会以为身处英国

某城镇。周边的居住区也依照英国人的传统修建，房屋多为独栋式别墅，几乎看不见

高楼。 

津巴布韦的教育普及率很高，成人识字率达 89%，为非洲国家最高；在哈拉雷街

头随处可见贩卖各类报纸的小贩，报纸使用的语言几乎全为英语。与大部分欧洲国家

一样，津巴布韦人也不喜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排队也是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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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有 80%以上的民众都是基督教徒，周日在市区的公路边，随处都能看到身穿

白衣、就地祈祷的五旬节派信徒。 

 

 

哈拉雷市中心。图片来源：安晶 

 

在保留西方烙印的同时，独立后的津巴布韦开始逐渐抛弃英国人设立的模式和制

度；冷战结束后，津巴布韦与英国的关系跌入谷底。 

但在抛弃旧制度、遭受欧美制裁之时，津巴布韦并没有找到一条适应现代商业社

会发展的新道路，导致支柱产业之一的农业崩溃，最终波及整个国家经济。 

 

 

哈拉雷市中心。图片来源：安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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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濒临崩溃的经济也直观地投射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第一次抵达哈拉雷机场时接近傍晚，走出机场时天已经全黑。刚出机场，公路

两侧还能看见路灯，接机的朋友说这段路是为了庆祝津巴布韦独立而修建，也是哈拉

雷最好的路段。 

当汽车驶离机场后不久，路旁就再也看不到任何光亮；没有高楼大厦和商铺的霓

虹灯，道路一片漆黑，唯一的光源只有来往汽车上亮起的车灯。朋友开玩笑称晚上在

哈拉雷开车只能全凭“经验”。 

由于年久失修，哈拉雷居民区的道路颠簸异常，很容易让人忘记自己身处一个国

家的首都。有传闻称，总统的车队曾在陷入路中的大坑后抛锚。在被责令修路后，当

局修补好了总统车队曾走过的路段，但其他路段依然一如往常。 

在哈拉雷的路上，看不到类似公共汽车的公共交通工具，当地人出行除了开车、

走路之外还有一种私人运营的面包车充当公交。时不时能看见站着挂在面包车后面，

“搭便车”的年轻人。 

 

 

哈拉雷私营面包公交车。图片来源：安晶 

 

除了颠簸的道路，哈拉雷街头最具特色的景象就是在路边、红绿灯路口卖小商品

的小贩。由于失业率高，街头贩卖成了当地人自救的方式之一。 

 



 238 

 

哈拉雷市中心小贩。图片来源：安晶 

 

红灯亮起、车停下后，站在隔离带上的小贩就会走上车道向车内的人兜售商品，

从电话卡、围巾、玩具到报纸、油画，五花八门。 

 

 

哈拉雷市中心小贩。图片来源：安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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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雷路边卖砖头的小贩。图片来源：安晶 

 

虽然小贩们卖东西是为了挣钱，但现金的匮乏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废除自己的货币后，津巴布韦一度将美元作为主要流通货币。为了弥补美元短

缺，政府在 2016 年发行了债券货币，面值为 2 元和 5 元；在黑市上，1 美元至少能换

1.3 元债券。 

债券的出现并没有缓解现金短缺问题。在超市购物付款时，收银台的柜员机里几

乎看不到纸币，能看到的现金基本全是硬币。 

一般来说，买东西用什么方式付款就能看出一个人在津巴布韦待了多久：直接使

用美元或者试图用信用卡支付的是初来乍到的游客，而且很有可能是欧美游客；用津

巴债券纸币付款是待了一周以上或在当地有熟人的访客；结账时掏出手机用 EcoCash

电子支付的则是货真价实的本地人。 

Econet Wireless 是津巴布韦最大的电信运营商，该公司的用户均可申请一个名为

EcoCash 的电子钱包账户。用户可以将银行卡内的钱转入 EcoCash，通过 EcoCash 支付

商品、水电费甚至学费；用户之间也可以互相转账。在超市、加油站、售票处都能看

到 EcoCash 的支付代码，顾客在手机上输入代码就可完成付款。 

尽管津巴布韦已从当年的非洲菜篮子、南部非洲除南非外最富裕的国家沦为世界

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说到自己的国家时，当地人在言语间依然充满着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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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雷贫民居住区。图片来源：安晶 

 

“南非？看看约翰内斯堡，到处都是枪，太多谋杀了；肯尼亚？你去内罗毕看了就

知道，市区堵车多严重、街道有多拥挤。” 

一名司机在聊天时对周边的兄弟国家们做出了如此评价，“我们这里环境很好，很

多中国人来了都不想回去”。当车开始在市区道路上颠簸时，司机吐槽道：“就是这路

太糟糕了。” 

 

 

哈拉雷年久失修的道路。图片来源：安晶 

 

在华人对当地人的评价中，最常听到的形容词就是温和、乐观、骄傲、淳朴；也

有懒散、不靠谱、死板、效率低下。 



 241 

也许是因为津巴布韦不产石油、民族构成简单、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崩溃前大部

分民众为农业人口，又或是受到宗教影响，不管当地华人还是其他非洲国家的人，对

津巴布韦人的评价都是性格相对温和、街头很少发生流血冲突。 

但在谈到与当地人一起工作的感受，华商们怨言最多的就是效率低下、缺乏时间

观念、员工经常以“要参加葬礼”为由请假。 

一位华商直接列出了最不喜欢听到当地人说的两个词：“明天”和“没问题”（It will 

be OK）。根据他的经验，“明天”意味着无数个明天，说“没问题”的人则通常不能解决

问题却死撑着不承认。 

而我在津巴布韦期间就有幸体会到了当地人的淳朴和“没问题”。 

有一次，我需要前往航空公司售票处，因为当地没有正规的出租车，只能选择私

人运营的出租车。上车前，我反复向司机确认是否认识去售票处的路，司机非常肯定

地回答“知道的，没问题”。20 多分钟后，车却开进了一家旅行社。 

当车开进旅行社前院时，我一度怀疑自己遇到了诈骗团伙。在被问到为何要在旅

行社停车后，司机却笑着解释称是“为了问路”。 

“问路”之后 10 多分钟，车终于抵达目的地。到达后，司机并没有让我付钱，而是

表示自己还要去其他地方，会在 20 分钟后返回售票处接我。这意味着，如果我回程时

叫了其他车，这位司机全程都算白跑。 

近一个小时后，司机驾驶着他的二手丰田车出现在售票处外，笑着问我：“事情都

办好了？” 

这段同时印证了华商们所说的缺乏时间观念、不靠谱和淳朴的小插曲让人哭笑不

得。 

而关于当地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最常听到的答复就是“有钱”、“英语不好”、“我们

的朋友”，我也不止一次的被问起“你来自哪个部落？你们周末休息吗？” 

马尔沃法（Brighton Marwofa）是维多利亚城一家旅行社的老板。相比哈拉雷，以

旅游业为主的维多利亚城更为繁荣，随处都可见到直接用美元和债券纸币消费的各国

游客。 

虽然身处汇集了全世界游客的维多利亚城，马尔沃法对中国知之甚少，他的顾客

大多来自欧美国家和澳大利亚。对于中国，他充满好奇，从地理、文化、饮食到中国

人的行为方式都打听了个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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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前往维多利亚城，马尔沃法计划派员工前往中国或者哈拉

雷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以开发中国游客市场。 

在他看来，“中国有 10 多亿人，只要分到 0.1%的市场，我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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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防治疟疾 

 

中国青年报 李隽辉 

 

从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往南，穿过繁华市区和城镇，约 5 个小时的

车程后，就到达一个名为鲁菲吉的地区。这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

制所王多全和同事们 3 年来多次往返的路线。 

两个月前，由他们负责实施的为期 3 年的中国、英国、坦桑尼亚三国疟疾防控试

点项目告一段落。经过多方共同努力，该地区的疟疾感染率相比 3 年前已经下降了

80%。 

库斯尼村是鲁菲吉的试点村之一。村子有 1500 多名居民，房屋多是黄土做墙，秸

秆搭顶，大多数房子里统一挂着的政府发放的蓝色蚊帐引人注目。白天，妇女在家门

前忙着家务、看护孩子，到了蚊虫肆虐的傍晚，全家人再躲进蚊帐中。 

疟疾是经按蚊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7 年的数据，非洲地区约占全世界疟疾病例和死亡总数的 90%。

仅在坦桑尼亚，每年大约有 6 万至 8 万人患疟疾死亡，其中大多数是 5 岁以下的儿

童。恶性疟原虫是非洲大陆最常见的疟原虫，感染后 24 小时内如不予以治疗可能发展

成严重疾病，且往往致命。 

新中国成立时，每年疟疾发病人数是 3000 多万，到了 2015 年本地感染只有 40

例，2017 年基本无本地病例报告。鉴于中国在治疗疟疾方面的丰富经验，中英坦三国

疟疾防控试点项目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负责实施，期限为

2015 年 5 月至 2018 年 6 月。 

项目开始后，中方的工作人员先是在试点地区鲁菲吉的 36 个自然村开展了媒介

（按蚊）分布和生态习性调查，之后在坦桑尼亚国家卫生与社会福利部等机构的协作

下，分发了 5 万顶长效蚊帐。中国国内的一家药企也以成本价向试点地区供药。项目

开展一年半后，中期评估结果显示，试点地区卫生机构疫情和社区疫情已呈显著下降

趋势。 

工作组曾经问当地医生，“在疟疾防控中你认为什么最重要。”有人回答：教育。

王多全介绍，在 3 年的项目实施期间，中方总共有 32 人的工作组分六批次前往试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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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地区，每次常驻 3 个月。除了日常采样和监测，中国专家还对当地的卫生工作人员

进行培训和督导。 

当地卫生工作人员数量不足，大量病例检测、追踪数据都被记录在纸张上，许多

地区供电无法保证，信息网络化难以推进。考虑到当地情况，在试点推行的过程中，

中国在疟疾消除工作中摸索出的 “1、3、7”工作模式（1 天内通过网络报告、3 天内

病例核实和确诊、7 天内开展针对性处置措施）被改成了每周由当地社区的卫生员同中

方专家在社区里开展快速筛查工作，一旦发现病人就及时进行治疗。 

试点项目取得了成绩，但隐忧仍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国际社会控

制和消除疟疾的资金投入，远低于预计每年投入 65 亿美元的水平。项目需要寻找新的

赞助方，中国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担心项目的连续性无法保持，疟疾或将卷土重来，

青蒿素可能发展出的抗药性也令他们担忧。 

奇拉是坦桑尼亚依法卡拉研究所的程序员，3 年来他负责将试点地区收集到的病例

追踪表格进行电子化。遇到中方记者时，他会追问项目下一阶段的启动时间。在与中

方工作人员相处的几年中，该所的另一名工作人员麦基拉鲁学会了用中文熟练地说，

“你叫什么名字？”他们都还没有去过那个为鲁菲吉带来青蒿素的国家。 

 

 
2018年7月26日，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南部的鲁菲吉地区库斯尼村，妇女带着孩子在自家门

前休息。村子有1500多人，曾常年受疟疾困扰，中英坦三国疟疾防控试点项目为村民配发了蚊帐和

口服抗疟疾药，疫情较3年前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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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的基古米在村头经营一个水果杂货摊，他曾于2016年服用抗疟疾药。这种治疗恶性疟疾的

口服药疗程较短，但在疟疾传播媒介（按蚊）难以控制的情况下需要长期服用。 

 
28岁的姆瓦拉米在家门前刷碗，她 1月服用了抗疟疾药。 

 
  49岁的姆贡贝（中）和孩子在一起。她是7个孩子的母亲，全家于3月服用抗疟疾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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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的小学生马吉布在一处有两名医护人员值班的医疗点外，这里一名医生一天可以接诊

20~30人。前一天马吉布出现发热的症状，次日赶来看病。受到感染恶性疟原虫的蚊虫叮咬后，最

初症状可能较轻，因此难以发觉。 

 
48岁的阿卜杜拉于3月服用抗疟疾药。 

 
11岁的艾迪在村里的健康中心办公室门外等待，她的妈妈带着妹妹正在屋里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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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坦桑尼亚的鲁菲吉地区，世界卫生组织疟疾规划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合作

司、国家卫生计生委项目资金监管服务中心、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的官员进行中英坦项目现场

中期评估。（资料图片）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供图 

 

 

2016年5月，坦桑尼亚的鲁菲吉地区，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助理研究员周正斌对当地学生

开展健康教育。（资料图片）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供图 

 

 

 

 

 

 

 

  



 248 

最佳时事报道 

 

上海企业的非洲布局：国民老品牌成非洲网红，农业示范园打通

产业链 

 

第一财经 钱小岩 

 

上海老品牌的牙膏转身一变成为苏丹家喻户晓的品牌，来自上海的农业专家在坦桑

尼亚的田间地头，指导当地人进行剑麻的种植和收割。 

上海老品牌的牙膏摇身一变成为苏丹家喻户晓的品牌，来自上海的农业专家，在

坦桑尼亚的田间地头指导当地人进行剑麻的种植和收割。这是上海企业在非洲的布

局。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申卫华表示，在市场多元化的背景下，上海企业走出去

的步伐在加快，在非洲的布局越来越合理。他还表示，上海企业在非洲积极地进行投

资和贸易，有效地融入了当地，双方在共同发展上会做得越来越好。 

申卫华特别提到，“我们专门有企业在非洲设立了农业园区，它们既带去了加工经

验，同时也带去了管理经验，然后把一些生产的农产品运回到国内。这可能是很多上

海市民没有想到的，上海的农业科技和管理会这么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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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老品牌成非洲网红 

 

美加净是诞生于 1962 年的上海老品牌，与很多老国企一样，美加净也遭遇过老品

牌的发展困境。上海美加净日化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主管李成樑对第一财经记者表

示，他们因应的办法是，走外销的道路。 

李成樑表示，现在公司每个月都有装满美加净牙膏的集装箱出口非洲，在非洲大

陆的年销售额在 2500 万美元左右。在采访期间，不时有非洲当地人路过观展，纷纷表

示在当地听说过这个牌子。 

李成樑表示，作为上海的老品牌，现在美加净在国外的知名度已经超越了国内，

在国外的销售额也早已超过了国内的销售额。 

现在美加净在几乎每个非洲国家都有布局，其中比较夺目的是在苏丹，美加净牙

膏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了 65%，在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市场占有率也相当高，但是

李成樑表示他们也没有押宝在某一个国家。 

问及美加净在非洲成功的秘密是什么，李成樑称，首先是美加净进入非洲市场较

早，于 1980 年代就开始在非洲销售，1992 年国家开放企业外贸自主权后，公司就开始

自主出口牙膏。 

其次，李成樑认为是美加净的营销方式得当。他们在非洲市场的份额并不是一蹴

而就的，而是每年递增，不断滚雪球，逐渐占据市场有利地位。 

至于具体的营销方法，李成樑透露，美加净会与非洲当地掌握市场、有影响力的

经销商进行合作，按照他们的要求打出电台、电视台以及各种媒体形式的广告，不断

扩大知名度。在媒体以外，美加净会在市场上提供一些广受当地人欢迎的实用促销

品，比如印有公司标志的包装袋，不断打造自身的影响力。 

就牙膏成分本身，李成樑表示他们在这个方面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当然也走过一

些弯路。现在会根据当地市场需求，做一些配方上的调整。他举例说，有些市场更喜

欢口感清凉些的，他们就会在牙膏中加入更多的薄荷味。 

 

农业示范园打通产业链 

 

上海展示区内，最接“地气”的恐怕就是上海坦桑尼亚农业示范园区了，展台上陈

列着一盘盘在园区内生产的经济作物，如腰果、花生、胡椒等。不过，在运营示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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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丰裕上海农业示范园区（坦桑尼亚）股份公司执行总裁侯智华眼里，最值得夸耀

的就是他们园区生产的剑麻。 

由于气候条件优越、土壤适宜，纤维质量上乘，坦桑尼亚是世界第二大剑麻产

地，素有“剑麻王国”的美誉。剑麻纤维韧性强，不怕海水侵蚀，是制造船缆、麻袋、

地毡的上等原料，被广泛应用于运输、石油、航海、林业等领域。 

正因为剑麻的广泛用途，已经成为了一种战略物资。侯智华向第一财经记者介

绍，中国国内剑麻的缺口很大，不能自给自足。目前，国内生产的剑麻仅能够满足

30%的市场需求，剩余 70%需要进口。 

示范园成立于 2016 年，直接在当地创造了 1 万人的就业岗位。虽然示范园在建设

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侯智华表示，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 

公司高级副总裁汪路生在坦桑尼亚有着 35 年从事农业指导工作的经验，他对第一

财经记者谈了一些具体的困难，他表示，农业是基础产业，投入大，收益慢。但是对

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农业是不可替代的。 

对于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在经济中的比例虽小，但是并不轻视农业，对于农业也

有很大的投入。而欠发达国家虽然国民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第一产业，但由

于可供政府支配的资源有限，虽然有意扶持和投资农业，却没有能力。 

所以汪路生表示，在非洲从事农业生产，没法像国内一样享受到当地政府的政策

补贴。他说，在国内很多农用生产资料都有相应的补贴，如农业机械、农药化肥，甚

至于农业用油用电，都有农业政策上的补贴或扶持，但在坦桑尼亚就没有办法办到。 

虽然无法享受到政策红利，提升了成本，他们公司仍然从第三国进口农业机械，

并教会当地人操作农机，起到示范的作用。 

农业示范园除了在生产上起到示范作用，还试图在当地打通农业产业链。侯智华

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非洲农业的种植和消费两个市场都存在，但是中间的链条断

了。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有加工、仓储、物流、贸易等中间环节，补足这些中间环

节，才能打通整个产业链。 

如产业链中的仓储，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根据统计，非洲生产出的农产品 40%

都被浪费掉了。他说，“坦桑尼亚很多粮食仓储场所是露天，可能连水泥地都没有。在

东非国家，有旱季和雨季，到了雨季粮食就发霉了。” 

很多非洲农产品生产出来没法储存加工，而所在国在国际贸易上的能力也很弱。

所以对于很多当地农民来说，没有动力去提高产量，“因为多生产的农产品不知道找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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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也不知道卖给谁。而提高产量，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如此一来，投入的成本和

收入不成正比，打击了积极性”。侯智华解释道。 

所以农业产业园在提升农产品产量的同时，示范园也同样重视打通产业链，使得

提升的产量能够实现价值，让当地农民尝到新型农业模式的甜头。 

对于在坦桑尼亚投资农业的前景，侯智华表示，他总体上相当看好，对前景满怀

希望。他解释，一方面是非洲国家本身就具有很强大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另外一个方

面，坦桑尼亚农产品在品质上优良，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几乎都是没有施加过农药或者

化肥的。对于中国市场来说，这相当于精品农业的概念，是对中国农产品消费的一个

补充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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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进博会了解中国市场，南苏丹农贸企业找到了商机 

 

第一财经 钱小岩 

 

一家来自南苏丹的进出口贸易企业，在进博会上获得了商机，了解了中国市场。 

此次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下称“进博会”）近三千家参展企业中，不仅

有二十国集团（G20）全部成员，在全球 44 个最不发达国家中，也有超过 30 个前来，

参展的企业达到 150 多个。 

为了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参展，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时宣布，为每个参展

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免费提供两个摊位，支持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分享中国市场的机

遇。此外，根据联合国此前发布的《2017 年最不发达国家的状况》报告，中国目前已

经成为最不发达国家的最大投资者。 

在非洲最不发达国家中，在此次进博会设有国家展馆的有埃塞俄比亚馆和塞内加

尔馆。每天，埃塞俄比亚馆前都排着长队，参观者在此能够品尝到著名的埃塞俄比亚

咖啡。此外，冈比亚的民族服装服饰、坦桑尼亚的蓝宝石、赞比亚的祖母绿也在各个

其他展馆内呈现。 

 

神奇的阿拉伯胶 

 

进博会 7.2 馆和 8.2 馆是食品和农产品展区，穿过拥挤的中心繁华区域，在展馆的

一侧，是标准展台区域。在这里，零星分布着一些非洲最不发达国家企业的展台。这

里有来自贝宁的可可酱，来自布隆迪的咖啡和茶叶等。 

在另外一角，一群好奇的采购商正围着一家南苏丹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着来自

南苏丹的花生、芝麻、洛神花等。然而，最吸引人的还是一块块不规则的橘红色物

体，采购商纷纷开始嘀咕，有人觉得是糖块，有人觉得是桃胶，为了验证猜想，有人

甚至想拿起一块想尝尝，这时，展台上的两位工作人员急忙制止大家，用刚学会的中

文说：“不能吃，不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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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胶 

 

这引起了记者的兴趣，向工作人员询问，原来这是南苏丹的特产——阿拉伯胶。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阿拉伯胶用途极其广泛，主要可以作为食品添加剂，用于稳定

食品、增加黏稠度等，担心记者还没有明白，工作人员很快拿起手边的可乐，指着说

这里就有阿拉伯胶，其实阿拉伯胶不光可以用于食品，还可用于工业生产，甚至可以

作为肾病患者的辅助治疗药物。 

工作人员指着一旁自己制作的海报说，现在正是胶树产胶的季节，南苏丹的农民

把胶树的树皮撬开，渗出树汁，大约等待 45 天就可以收割了。 

南苏丹是阿拉伯胶最重要的出产地，工作人员介绍：“我们的国家在 2011 年刚刚

独立，之后又发生了内战，经过多年战乱，（阿拉伯胶）现在产量还没有恢复到以前的

水平，因为之前都是通过阿拉伯商人来贩卖这种商品，所以被外界称为阿拉伯胶，我

希望，以后大家知道这种胶的原产地之后，能够慢慢改变叫法，叫它非洲胶，当然我

知道这需要时间。” 

这位名为库育·代尔（Kuyu Dhel）的工作人员，是拉姆塞尔多功能合作社

（Ramciel Multi-Purpose Cooperative Society）的顾问，今年已经 50 多岁，在南苏丹建

国后回到祖国。同时，他还是南苏丹上议院南苏丹州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s of South 

Sudan）的经济事务顾问。 

拉姆塞尔多功能合作社是一家私营企业，在南苏丹独立当年的 2011 年设立，是南

苏丹第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以进出口农产品为主。当前，该公司从阿联酋、肯尼亚

等区域国家进口粮食产品以弥补国内的食品不足，同时，出口南苏丹国内有剩余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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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芝麻、阿拉伯胶等。 

 

 

拉姆塞尔多功能合作社的弗兰科与库育 

 

进博会让公司了解中国市场 

 

库育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关于进博会的消息，他最先是在 CGTN（中国国际电视

台）上看到的，“以前说到中国，希望的就是来看看长城，到了中国，没想到会有这么

多的机会。” 

坐在他一旁的拉姆塞尔多功能合作社的董事总经理弗兰科·多布（Franco Dobu）急

忙补充道：“以前老是想把东西卖给美国人，现在发现中国和美国一样具有吸引力！也

有相当多的机会。” 

在经过了三天多的展示后，拉姆塞尔多功能合作社已经积累了不少潜在客户，许

多中国采购商表达了浓厚的兴趣。在问及有没有已经签订的协议时，库育告诉第一财

经记者，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来中国，南苏丹和中国的银行之间还需要进行信用证对

接，所以暂时还没这么迅速，但对这次进博会所取得的成果，他非常有信心。 

在与记者交谈时，不时有客商前来询问。他们中既有中国客商，也有外国客商，

有的就来自于南苏丹的邻国。其中，来自贵州的郑先生对于展示的南苏丹花生特别感

兴趣。他说，他之前就从代理商那里进口过非洲的芸豆，这次特别赶来进博会，就想

直接与供货商取得联系，能够进一步降低成本。 

在了解了郑先生的需求后，库育同郑先生互留了联系方式。库育对第一财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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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经过这次进博会，到中国实地来看看，了解了中国市场的需求，回去后会按照这

里情况，去当地寻找在中国市场有潜力的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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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创业的危与机 

 

三联生活周刊 黄子懿 

 

种族隔离取消后，南非被隔离人群的物质与精神需求被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这

给中国企业和创业者们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了危险和困扰。当地华人说，南非是第一

世界与第三世界并存的地方，“这里有着中国的所有阶段”。中国发展纵深的几乎每一

个横截面，都能在此找到对应。 

 

“淘金”黄金城 

 

有人说，南非是“非典型非洲”、曾经的准发达国家、美丽的“彩虹之国”。然而，当

你在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简称“约堡”），感受到的却是不安。每个人都告诉你

要注意安全：这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城市，罢工抗议频发、华人易被打劫。提醒事

项包括：只能住特定街区、晚上不要出门、白天出门不要背包、带包也放后备厢、不

要带太多现金、不要在路上用手机……还有，车窗任何时刻都不要摇下。 

快要到达位于约堡市中心的中国香港城（Dragon City Mall）时，我明白了关于车

窗的叮嘱何来。距香港城还有 1 公里时，道路开始塞车，导航地图堵得发紫。每个红

绿灯路口都有叫卖饮品、散发传单的当地人。大街上，停摆车辆像是一个个待宰猎

物，被街边小贩、乞丐围堵问询。司机见状，默默摇上车窗。在香港城入口，我见到

了第一把冲锋枪，然后是第二把，第三把……这些枪，让香港城不怒自威。 

这一天是 11 月 28 日，感恩节，“黑色星期五”（黑五）前一天。香港城是约堡最

大的商品集散批发市场，主卖中国小商品。往里走，像是误入了中国义乌的商品集散

市场。老板多是东方面孔，卖着“Made in China”的衣服、鞋帽、首饰还有假发，地上

散满包装纸和胶带，只是买家成了黑皮肤的当地人，他们推着车来往，在爆满的停车

场中见缝插针地游走。 

如果说南非的经济中心是在约堡，那约堡的商品经济中心，就在市区西边的香港

城一带。这里全是批发市场，香港城外，还有写着中文字体的中国城、非洲商贸城

等。其中，香港城规模最大，已修建六期，占地面积 7 万多平方米，有 600 多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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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一年交易流水约有 60 亿兰特（约 30 亿元人民币）。华人卖家与黑人买家们在讨价

还价中，每天贡献着上千万交易额。 

“高峰时期，找停车位都得找一个小时。”香港城负责人说，这里每天早上 8 点开

门，但常常 4 点到 5 点就热闹起来，中午 1 点后降温，下午 3 点左右人气散光。不少

黑人买家忙着赶路回家，将货物带到周边各地乃至整个南部非洲。“黑色星期五”前

夕，从约堡到比勒陀利亚的 M1 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堵车队伍有时长达数里。一路

细看，可认出中国海信、茅台的广告牌。 

约堡是一座黄金城，恩古尼语中，其名字即意为“黄金”。约堡在 19 世纪末期发现

金矿，在“淘金热”带动下成为南非经济中心。自 1994 年纳尔逊·曼德拉上台以来，南非

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国际制裁解禁。曼德拉最大限度地开放了自由市场，占人口比例

超过 80%的黑人的需求被释放，吸引大量前去淘金的中国人，形成又一波“淘金热”。 

“因为南非物资很匮乏，所以很多东西需要进口。南非最缺的，恰恰是中国最强

的。”南非当地一位华人商会会长说。南非最缺轻工业日用品，90 年代初来淘金的华

人，很多本是被单位外派，后来都自己做了，“价钱你完全想不到的”。比如进价 1 元

钱的商品，从国内运来各项成本算 1.5 元，转手至少是 3 元，两三倍的价钱都是常事，

有的甚至十余倍。该会长说，那时造就了不少华人富翁，“真是躺着都赚钱，无论你卖

什么都赚钱”。 

华人的“淘金热”持续到 21 世纪后。香港城建于 2003 年，由一个香港商人建立，

首期投入三期，之后面积扩至六期。最大的一个华人卖家，一年交易流水能卖到 10 亿

兰特。香港城负责人说，如果就商品细分品类，这里可能只有中国的 1%，但这也足以

让南非买空。一个中国商人甚至表示，生意最好时，他们在国内进货直接会问批发商

有没有卖不掉的货，这些货转手价钱至少翻倍，“甚至两只左脚的鞋子都能卖掉”。 

但这种传统商贸模式，正逐步走下坡路。约堡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从早期 4 万人

增至 40 万人，卖货的利润也从原来的几倍，降至如今的一倍左右。“很多商家会讲的

英文不超过 100 句，就会砍个价钱，来这儿就是为了做生意。”香港城负责人说，虽然

规模最大，但他们有很强的危机感，认为传统商贸模式迟早要走下坡路。比如，最火

时周边有十余家批发市场，现已减至四五家。几年前，香港城的总经理向老板建议：

“国内电商那么火，要不要看看？”2018 年，香港城成立电商平台 DC Online，尝试转型

做电商。 

南非正迎来日益增长的电商市场。据 World Wide Worx 调查，2018 年南非电商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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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额同比增长 25%，高于此前预估，未来 3 年电商销售额将翻一倍多。一位当地某电

商网的中国商家甚至告诉我，今年的“黑色星期五”，他在某平台上的订单同比增长了

10 倍。 

张鑫是中非跨境物流公司 Buffalo 的负责人，他最能感受到这种变化。11 月 28

日，“黑五”前一天，张鑫的公司“爆仓”了。国内的货源，将离机场不远的分拣仓塞得满

满当当，货架上都垒满货物。为此，他让公司十多名快递员停掉当天的配送，集中分

拣舱内的货物，还雇了 10 个临时工，专门应对“黑五”。 

上千平方米的分拣仓里，包装各式各样，有韵达、申通、圆通的，只是在快递签

上方，被贴上 Buffalo 的条形码与标签。它承接着一些国内到南非的快递业务。这个

“黑五”，它的业务增长了一倍多，高峰时每天要处理 3700 多个快递，90%来自中国。

“今年绝对是电商爆发性增长的一年。”张鑫说。 

 

“中国的所有阶段” 

 

当地华人说，南非是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并存的地方，“这里有着中国的所有阶

段”。中国发展纵深的几乎每一个横截面，都能在此找到对应。香港城让我想起义乌，

甚至前些年的北京大红门；约堡北部的桑顿区，是白人聚集的 CBD，豪华公寓林立；

距其 10 分钟车程的亚历山大，则是犯罪高发的黑人聚集区，铁皮屋成片蔓延。而北部

省份，还存有老式黑人部落，牛羊成群漫步街上，由酋长们主导生活。 

南非本地电商已兴，主打中高端人群。香港城自知无法竞争，在电商转型方向上

想到了“网红”路线，通过网红引流，以及类似于农村淘宝一般的“农村包围城市”O2O

模式，即在线下村镇设点，吸引人们从线上订货，香港城即从商家库存调货发货。 

DC Online 负责人樊为桥是个刚来南非不久的年轻人，此前在国内做电商，后来

“国内没什么机会了”，从 2017 年开始往外跑。这种类似农村淘宝的电商模式，是他觉

得“最经济的模型”。当他下到南非偏远村镇讲述这个模型时，对方都一脸茫然，“是一

点概念都没有，这东西中国大妈都懂，但这边真没办法”。樊为桥说，南非很多偏远地

区还呈现一种牛羊成群的状态，保留着部分游牧生活习惯，酋长对大小事务负责。 

当地人不懂电商，却都知道香港城，这要得益于南非良好的基础设施。南非拥有

完善的道路体系，约堡公路像一张密集的网，盖住了这座黄金城。做 Buffalo 物流的张

鑫是上海人，计算机专业出身。他 2002 年第一次来南非，当时其家人在南非做着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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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的生意，他过来帮助家人开发后台系统。这个上海的 IT 男发现，当时约堡比上海

还发达，缜密的道路网络路况良好，跑着很多奔驰、宝马等豪车，“那时上海都很

少”。 

良好的路网系统，并未带来物流业的发展。直到今天，当地邮政妥投率仅为

70%，快递配送时效是 3～7 天，一个件少则几十元，多则上百元；跨境更是夸张，占

南非进口零售品市场超过一半份额的中国商品，如果是走跨境物流，一个包裹要 300

元，耗时 21～60 天。用当地华人的话来说，南非快递是“高冷行业”：上门取件需双倍

价，或注册公司账号。“我一年就寄这么一两次，你让我注册账号？”快递公司多接公

司商业件，后者在乎时效超过价格，消费者需求至今未被满足。 

在张鑫看来，这像是 15～20 年前的中国，电商将兴，快递未满。“如果回到 20 年

前的中国，我又有 20 年中国发展的路径，我不创业就是傻子对不对？”张鑫 40 岁出

头，戴着无框眼镜，语速飞快，言谈很少涉及故事，更多是行业话语与分析，喜欢用

数字解释一切，像是近年从北京或深圳走出的互联网高管。他在国内有过物流创业经

历，做过集中系统，还有南非当地的家族资源。于是，他 2017 年创立中非跨境物流公

司 Buffalo，用一年多时间打通两国跨境通道，将上海到约堡的跨境小件，最快缩短至

3 天，大部分控制在 5～14 天。 

高效的关键在于信息化与系统化。据张鑫透露，最大的竞争对手 DHL，每天在南

非海关负责货物清关的就在 500 人左右，多靠人工；他却能靠着团队开发的信息系统

径直提交，大大节省时间。他的办公室里还有一间管理中心，坐着十余名不同肤色的

当地客服人员，在临近“黑五”的上午不停地接着用户的电话。“这算是少的，99%的售

后我们通过系统都挡掉了。”张鑫说。 

“爆仓”的仓库里，没有国内物流企业的传送履带，但有超 10 位黑人分拣员手持自

主开发的移动设备，对着快件条形码一扫，就知快递归于何处，系统会自动分配司

机，并计算规划好行驶路线，一如滴滴拼车。人在这里，的确有一种中国快递分拣仓

的错觉。在张鑫看来，这个系统能力就是公司最大的优势之一。“如果说国内快递系统

是 10 分，我肯定没它好，但在南非我做到 7 分就可以了。” 

后来的采访中，我去了一家当地近来增长最快的快递公司。该公司是外资，率先

在同行中推行信息化，但很明显地感到与国内的差距：有扫码送件功能，但一张快递

签上贴了三个条形码、一个二维码，分属不同的承包商和快递员；有客服售后功能，

但目前全是人工对接。负责人坦承，中国在这方面确实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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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物流是在尝试用今日中国的模式和技术，解决 20 年前的中国问题，那海信

在开普敦的工厂，更是一二十年前中国制造业的缩影。海信是中国在南非规模最大的

企业之一，目前在南非销量电视第一，销售额冰箱第一，均产自南非本地。 

海信 1994 年进入南非，随曼德拉上台后的中国官方考察队前来。与所有的第一代

中国淘金者一样，海信在此赚到第一桶金后，发现了市场潜力，于 1996 年投资建厂。

经历三次搬迁后，落脚在开普敦市的亚特兰蒂斯（Atlantis）。 

亚特兰蒂斯坐落在开普敦市郊，距市区 40 分钟车程。与约堡的喧闹熙攘不同，开

普敦更像是一座安详的欧洲城市。到达海信工厂，要穿过市区低矮的欧式建筑，在高

速上路过一片广袤无垠的草原，海信工厂就藏身在草原远端的树林中，像是亚特兰蒂

斯古老传说中的秘境。 

海信南非工厂，全称为海信南非工业园，占地面积 10 万平方米。亚特兰蒂斯安静

祥和，没有中国工业园的喧嚷。办公区与厂区紧邻，但很少听见机械噪声，除非走近

厂区。厂区分电视和冰箱两个区，无论哪条流水线，都贴着鼓励勤奋工作的中英文标

语：“坚持永不言弃”“没有勤奋的才华一无是处”，深色肤色的工人们就在标语下操作

着。 

工厂有 700 多人，中方员工只有 30 余人。看惯了中国工厂的自动化流水线后，来

到这里，像是误入一个带着往日中国色彩的异域，工人是深肤色的员工，手脚并不忙

碌，也没有太多自动化机械臂，很多工序都需要人工完成。 

这种感觉在冰箱厂尤为明显，冰箱厂里密集排列着 500 多名员工，要用手工完成

很多工序。负责人说，除外壳、门封条外，冰箱的大多数材料与设备都来自中国，当

地主要负责组装，中方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冰箱组装生产复杂，很多工序需要手工完

成，很难自动化，这里的自动化程度与国内差不多，如今一年能生产 30 多万冰箱。 

电视机厂的自动化程度相对较高，流水线上有 1～2 台摇动的机械臂螺丝机。厂区

的 SMT DEP 贴片车间，有 7～8 位深肤色女性身穿防尘工作服，检测电视主板。她们

穿着统一的防尘服，常年在室温 26～28℃的封闭车间内借着组团式的精细设备进行检

测，像是一个医疗室。 

电视机厂厂长贾吉涛解释，这道工序难度很大，没有一年经验做不了，对工人要

求高，因为需看出主板部件的焊接位置是否准确，“不然板子就废了”。该车间是工厂

最忙碌的车间，周六日也会排小班加班，在“黑五”前后异常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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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有 58 万台电视从亚特兰蒂斯生产出来。它们会被直接送到大型物流基

地，再进入线下大型卖场，参加“黑五”促销。“电视在南非的加工程度还是很深的。”贾

吉涛说，其产能已能达到国内的 80%。这结果，来之不易。 

 

混乱之都 

 

香港城内的那几把冲锋枪并非凭空而来。采访前不久，一位华人小商家在这里进

货，刚出门就被一帮开面包车的劫匪连人带货劫持，保卫见状大声呵斥，准备拔枪时

被劫匪一枪爆头，留下妻子与两个孩子。城内商家听到消息后很难过，捐了大笔抚恤

金。不止一个当地人提醒我，“黑五”临近圣诞节，危险频发，人在约堡要愈发小心，

尤其是作为华人。香港城的商家，不时有连人带货被劫持的传闻。 

混乱来自于高失业率。樊为桥的团队里，有一个会说中文的当地人，曾经被南非

公派留学到中国 5 年，政府要求他学成归来后要为政府工作，但他后来却一度辗转到

香港城做假发生意，因为政府的人对他说，现在失业率太高了，政府也没有工作提

供。 

2019 年，南非失业率高达 29%。在约堡和开普敦的大街上，经常可见随处游荡的

人群，或聚集路口，或“躺尸”街边。华人车从其间驶过，说什么都不要减速，碰见警

察也不要停，“因为你不知道那是真警察还是假警察”。不安全感还来自住宿，南非私

人安保发达，高档的酒店公寓，都有专业保安把守，进出要录入指纹或者提供的密

码。 

南非当地的银行手续费很高，存取都要 1%手续费，一存一取，3%的钱就没了，

所以早期华人们都喜欢带现金。持现金进货卖货的中国人，受益于种族隔离取消后爆

发性的需求增长，也受困于此。上世纪 90 年代前，种族隔离制度尚存，黑人们被限定

居住市郊，形成大聚集地，尤以城西南的索韦托（Soweto）为主。1994 年后，黑人大

规模进城，白人外迁至城东北形成新的桑顿（Sandton）区，约堡市中心反而短期内沦

陷，出现产城空心化。曾经光鲜亮丽的高楼大厦，一度成了黑人们的居住点。 

香港城临近市中心，成为了犯罪频发的高地。在南非待上一定时间的中国人，十

有八九都遭遇过抢劫等风险，“没有被抢过不算老南非”。前述当地华人商会会长说，

早期多是华人雇人抢劫，有人做生意累积了财富，遭到他人嫉妒，“不然劫匪怎么会知

道华人有很多现金？”。后来劫匪单干，导致了今日景象。这位会长也靠做生意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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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次从商场开车回家，被劫匪一路尾随至车库后遭到持枪抢劫，劫匪朝天花板开

了一枪，“当时我都蒙了，完全没意识到那是枪声”。 

由于业务需要下乡，樊为桥在商城持枪保安和当地一名“网红”的带领下，曾经去

过著名的索韦托，约堡最大的黑人城镇，1976 年白人曾在此镇压起义黑人，制造了臭

名昭著的“索韦托事件”。当时，他去了索韦托的商场做推广，一眼望去里面全是黑

人，印巴裔都很少，中国面孔很是显眼，一双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让他心颤。同

行“网红”安慰说，这里是索韦托“轻危险”的地区。不久前，一位香港城商家连人带车被

劫持到索韦托。抢劫后，5 个劫匪一人拿了 20 元钱，让商家自己回家。 

张鑫从没去过索韦托。他住桑顿区，平日很注意安全，出门只带一瓶水，即使坐

车内，身上也不留一物。扎根南非近 3 年，他很少遇到安全问题。理工科出身的他认

为这是概率问题，比如安全的地方发生危险的概率是万分之一，危险的地方是十分之

一，自己不去危险的地方，把概率降低就行了。 

但快递却有被劫持的风险，海信的电视、冰箱在送货的路上都被劫过多次。怎么

办？张鑫选择跟当地快递公司合作，接入对方网络，危险、偏远地区的末端派送让本

地公司去送。他说，这是因为南非快递物流行业有个特点，即不同公司擅长不同区

域，不同公司间互揽业务，并未做到国内那般标准统一。 

“我们类似于‘菜鸟’，一开始连很多快递公司，后来就自己做。”张鑫说，他解决南

非跨境物流的模式就是“半个顺丰+半个菜鸟”。半个顺丰，即主要自建仓库+干线自

营，末端配送找第三方；半个菜鸟，指整个派送流程都有一套自建信息化系统。这是

他解决南非安全、距离与效率问题的中国特色互联网模式。 

海信所在的亚特兰蒂斯，是一个与索韦托类似的地方，偏远且危险。柏拉图的

《对话录》里，亚特兰蒂斯本是地球上存在过的一个超级文明。但开普敦的亚特兰蒂

斯，却是一个犯罪频发、毒品滋生的地方，人口约 6.7 万，失业率近 30%。官方统计

中，2013～2014 年间，亚特兰蒂斯有据可查（Reported）的犯罪数量在 5541～7605 件

之间，其中毒品犯罪超 1356 件，位居全市最高位。 

亚特兰蒂斯的外表是美丽的。居民房子是五颜六色的欧式小院，与街边树林草坪

交织，街区内有公共草坪开满鲜花。但工作时间里在街区徘徊游荡的人，还有肯德基

商铺外高耸的围栏、点餐处的防护栏，都提醒着我亚特兰蒂斯的另外一面。海信的一

位工作人员说，她曾经陪着一位来访者在肯德基点餐，看到外面一群人疯狂殴打一个

人，行人路过，默不作声。她指着肯德基往里的街区说：“我们平时的要求，是绝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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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过去的。” 

海信选择设厂在亚特兰蒂斯，是看重这里的工业基础。一家索尼代工厂曾在这里

生产，2006 年破产后厂房荒废，直到 2013 年海信和中非发展基金在此投资。这是海信

在南非的第三次搬迁。海信工厂厂长李远所介绍，1996 年，海信在南非投资建厂，也

是收购了韩国大宇的一家工厂，位于约堡，后来搬到比勒陀利亚，从生产旧时的 CRT

电视到 LED 电视。2013 年，海信决定扩大业务，加入冰箱生产线，就来到了亚特兰蒂

斯。 

安全是因素之一。海信工厂老员工回忆，在约堡和比勒陀利亚时，当地罢工、骚

乱频发，工作困扰重重。电视机厂厂长贾吉涛就曾遭遇一次入室抢劫，那是 2011 年

初，公司员工宿舍被盯上，一干人入睡时来了五六个劫匪。对方开门时，走廊灯光照

在贾吉涛脸上。他瞬间惊醒，被持枪劫匪认作是反抗。劫匪一枪托砸在他头上，头部

流血，最后缝了 7 针。同事被劫后很快报警，但当贾吉涛从医院缝针回来，警察还没

赶来。 

南非华人们说，开普敦比约堡安全，殖民历史悠久，白人不少，又是旅游城市。

但亚特兰蒂斯是个例外，中方员工在此异常小心。他们主要住在离厂区 20 分钟车程的

公寓里，每天上下班都是集体坐小巴出行，平日不单独出门。但即使这样，麻烦也会

找上门来。 

2014 年 11 月，一名员工在被违纪开除后，对管理层发出死亡威胁，放话要在一个

月内取他们性命。南非籍副总的妻子吓得哭了一晚，副总选择辞职。李远所很害怕，

找到中国领事，又到当地警局报案。警察没有实质行动，只是说：“这很正常，亚特兰

蒂斯就是这样。” 

 

遗留的伤痕 

 

进入海信工厂前，车内所有人都要对着检测仪吹气，无论你是坐在副驾还是后

座，小巴士也不例外。这是为了防止工人酗酒作业的要求。过去 6 年，没有一个中方

员工被查出酒精过量。但为了保证公平，厂方坚持所有人必查。 

流水线上，很多地方竖着操作指示。电视厂某条生产线上写着：1.在操作之前，请

确认嵌板数量正确；2.当你拿着液晶显示屏时，请确保手指不要碰到屏幕……这块指示

牌上的操作步骤共 8 条，每条后面，都有一个签字和时间表。指示牌叫“监督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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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ion Record）。 

“这牌子，中国工厂里是没有的。”贾吉涛指着牌子说，当地员工有时会出错，中

方技术人员就竖了这些牌子，提醒他们关键环节要点，并定点检查签字。李远所说，

海信在南非是走薄利多销的性价比路线，保修期长达 3～5 年，质量问题尤为重要，这

对当地劳动力提出挑战。 

对当地人来讲，一些中国经验似乎超前了。比如，南非很多人还用着老式手机，

流量费高企，两大运营商 1GB 流量收费是 75 元人民币，网络仍是奢侈品。张鑫的员

工会在送完快递拍照后，选择到有 Wi-Fi 的地方上传系统；樊为桥的团队则招了一个

约堡当地的大学生，手把手教他怎么用电商操作系统，结果交了一个月都没学会。他

更是遇到一个员工，入职时发了一个手机，却在随后的工作中失联。员工后来说，他

没有话费，没有流量，家里也没 Wi-Fi，弄得樊为桥哭笑不得，“你说我怎么办？”。 

负责人都无可奈何。南非在 1994 年平权后，于 1998 年颁布《就业平权法案》

（Employment Equity Act），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当初被隔离人群的权利：企业不能考核

绩效；员工犯错后，企业要警告，三次有时效的警告后，才能进行处罚。《就业平权法

案》总结版被要求贴在每位雇主的办公室，方便员工阅读。法案对种族歧视十分敏

感，第二章即是相关内容。 

严苛的法案，不同的文化根基，一度让海信管理困难重重。李远所和贾吉涛在南

非的时间都超过 10 年，是工厂最资深的两位员工，他们理着寸头，说话一板一眼，业

余最大的娱乐活动是踢足球，连球门都是自己修的，工程师的技术气息明显。 

与早一代南非“淘金者”的主动和新生代互联网创业者的灵性相比，这些中国制造

业的外派工程师们，很多人出身平凡，简单质朴，最初来南非的动机很纯粹。李远所

说，2007 年他来南非时，只是为了挣当时 12 万元的年薪，想着来挣一年钱，就回去付

个青岛房子的首付。“没想到首付一直涨，就留下继续挣首付了。” 

然而，他们平日接触更多当地员工，在种族问题敏感的南非，矛盾难以避免。比

如，当地员工性子慢，不着急，中方员工有时赶工期会着急。一些人苦于英语表达，

只有加大肢体语言和语气，而这可能是个雷区。“比如他心情不好时，你拍拍他的肩

膀，他会觉得你不尊重他，就有可能报警。”贾吉涛说。 

7 年前一次纠纷中，贾吉涛差点进了警局。那时候，厂里一个员工辞职了，却在几

日后的工作时间来到厂区，试图跟老同事聊天叙旧。贾吉涛不同意，对方强行进入，

贾吉涛让保安把他推了出去，对方立马报警。这次报警，警方在 10 分钟内开来了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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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警车，各个手持冲锋枪。幸好当时厂门有监控，“不然我就洗不清了”。 

这种敏感，也存在于被隔离人群相互之间。与约堡 90%是黑人相比，开普敦有近

50%是有色人种（Colored），即早年黑白混血的咖啡肤色人种，其次是白人，再次才是

黑人。亚特兰蒂斯的有色人种最多，黑人其次，这也体现在工厂工人的肤色中。 

为提高电视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贾吉涛去年从国内引入一台螺丝机，能在几秒

钟内就安装好电视后部的螺丝。但当他们打算把操作工艺传授给一位有色人员工时，

这道工序前的黑人操作工也想过来学习。中方员工说：“你好好干你前面的工序，不要

过来，不然耽误工作。”黑人员工觉得受了歧视，当场报警，中方同事去了警局做笔

录。“我们甚至都不会统计有色人和黑人员工的数量，这是自找麻烦。”一位工作人员

说。 

“如果换作是我平时布置工作，我可能会说‘麻烦你能不能怎么怎么样，谢谢’，但

中国员工喜欢直接下命令。”易卜拉欣·艾萨克斯（Ebrahim Isaacs）是海信人资部员工

关系主管。他说，如今的南非把平等、尊重看得很重，而中国人有等级观念，二者相

遇，摩擦难免。 

来海信前，易卜拉欣曾在另一家中资公司工作 5 年之久。最初他在该公司应聘的

岗位是投资关系主管（IR Manager），面试官录用了他，但对他说：“你要明白，你不是

主管，这里我才是主管。”易卜拉欣说，此后他每次看到相关文件上虽然写着他的名

字，但内心知道“其实我什么也不是”。 

易卜拉欣与人资主管马克·杜梅特（Mark Dummart）搭档处理劳工关系事宜，员工

培训、开会如今多由他俩出面，这是海信的经验。贾吉涛说，大概 2010 年左右，随着

矛盾渐多，他们开始思考如何转型管理。经摸索，他们在当地员工中培养骨干班长，

通过这些班长作为中间人，去跟基层员工交流，他们本身一般不与基层员工直接对

话。如今，电视厂有 8 个班长，近 20 个技术骨干。我看得出来，贾吉涛跟他们关系不

错。拍照时，贾吉涛有些紧张僵硬，一位班长见状直接喊：“贾，你应该多笑笑！” 

电视线组装质量岗班组长奥瑞莉（Aurielle Dialy）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奥瑞莉是

急性子，认死理。一年多前，中方员工在布置任务时，对奥瑞莉说话声音大了，溅出

了唾沫星子，奥瑞莉径直跑到李远所办公室投诉：“他不尊重我，他凭什么那么大

声？” 

李远所只有打圆场：“你认不认同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奥瑞莉表示赞同。李远

所继续解释，中方员工绝不是有意冒犯，只是英语说得不好，对当地文化也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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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远所对我说，这么多年，从没见过哪个中方员工故意找当地人的麻烦，大家认知上

都是一致的。 

这不是奥瑞莉第一次找李远所了，此前她就因各种小事直接找来过。李远所觉得

很棘手，但也发现能利用奥瑞莉的一些特点，刻板较真认死理，“适合做质检工作

啊”。于是，奥瑞莉被派到质检组，如今成了班长。 

“我是一个消费者，所以知道消费者要什么。”奥瑞莉对我说，她内心很感恩。

2013 年海信来之前，有七八年时间，厂子被废弃，她只有坐公交车，每天花上两三小

时到市区超市上班，靠此养活 4 个孩子。现在她和老公都在此上班，两人班次互补，

可轮流照看孩子。海信建厂后，直接创造 700 个就业岗位，还有 1400 个间接就业岗

位。 

奥瑞莉的家位于亚特兰蒂斯的中心。这是一个半开放式的院落，墙被漆成肉黄

色，里面是一间 100 多平方米的平房，还有 20～30 平方米的洗衣房。院落不大，小而

温馨，挤满了孩子和亲戚等 8 人，家电很多，家具和装修一应俱全。院落外部，有一

处草坪，有儿童游乐设施。这个街区，比传媒渲染的、比我想象中的要好。 

“你觉得亚特兰蒂斯恐怖吗？”第二天采访易卜拉欣时，他径直问我，我摇摇头。

“那是你没有见到它的真实面目，以后再也不要进去了（never do that again）。”易卜拉

欣说，在亚特兰蒂斯深处，酗酒、黑帮、毒品问题频发。两周前，他刚处罚了 10 个酒

精检测不合格的员工。他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封好的大麻标本，那是有些员工

在工厂外吸食时被抓现行没收的。 

为什么问题缠绕在亚特兰蒂斯？李远所告诉我，亚特兰蒂斯过去是一个种族隔离

区。白人不喜欢他们住在城里，就在上世纪 70 年代把他们赶到了这地方，利用他们的

低廉劳动力发展制造业。这听起来似乎耳熟——学者秦晖在《南非的启示》中就认

为，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南非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一种全球化下的“低人权优势”，既能

靠“进城黑人”的廉价劳动力发展工业，也能靠随意大规模圈地修建基础设施，形成今

日良好的路网。 

但时代跟亚特兰蒂斯开了一个玩笑。1975 年，白人政府将亚特兰蒂斯规划为“有色

人种地区”，试图将其发展为开普敦卫星城，鼓励其独立发展，投入大量资源规划空

间、布局工业，取了寓意良好的名字。但很快，80 年代后，种族隔离备受指责，国际

社会启动制裁，大量外资撤离。在亚特兰蒂斯，裁员、倒闭潮来袭，打造中的理想之

城很快沦为罪恶之都。今日在亚特兰蒂斯，甚至还有一个福利院，据说是因内部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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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亲结婚频繁，诞生很多残障人士。 

“你们如今看到的所有，都是当年留下的伤痕，直到今天还隐隐作痛。”人资主管

马克是一个头发花白的有色人，经历了那个时代。早年间，他的父辈们给白人农场主

打工，都没有工钱，只发酒喝，故意让人上瘾。这在当地被称作“上瘾机制”（Dope 

System）。 

年轻时，马克激烈抗争白人政府。当时，他无法在公园和火车软座入座，更没有

机会接受平等教育，知识和技能成了奢望。那时他去面试一份工作，如果看到前面坐

着的是两个白人，他会扭头就走，因为知道工作肯定是白人的。马克说，现今工人平

权不久，管理和技能培养需耐心，但很多中国人并不理解这段历史的影响。 

听亲历者赤裸裸地讲种族隔离及其抗争，我有些惊叹，有些着迷。作为旁观者，

也有了一丝歉疚。一瞬间，似乎约堡的混乱可以解释了，“淘金热”于我也有了更加厚

重的直观印象。我甚至还觉得，哪怕前一天在亚特兰蒂斯被抢劫，也是可以释然和原

谅的。“如果你要细聊，我能给你讲上一整天。”马克说，但我并没有机会再跟他细聊

了。周五这天，他只上了半天班就回家了。圣诞节前后，他还会有一个月的假期。这

也是如今劳工的福利。 

 

寻找亚特兰蒂斯 

 

困扰海信的问题，张鑫似乎并不担忧。他的仓库业务节奏很快，一般一个航空

件，从香港直飞约翰内斯堡，早上 7 点半落地，10 点前后就能走完海关清关手续，运

送到他在机场附近的分拣仓库。一些电商小件，能实现当天出库派送。 

“员工的监督问题，通过系统信息化就能完成了。”张鑫说，分拣、派送的每个关

键步骤，他都能通过信息系统简报看到，他只需每周甚至每半个月看一次简报，就知

道哪些步骤员工有误。剩下的，他认为“都是沟通方式和技巧的问题”，不用经常出

面。国内互联网和实体业在发展路径的分野，也在南非有了分叉路口。 

张鑫的企业目前有当地员工 30 多人，都是他通过硬性指标招来的，前后进出淘汰

过十多人。这些硬性条件包括：至少高中学历、要有合格的数学成绩单、从家庭状况

看其有无诚信和责任心。他也会看个人天花板，要选能往上升的，不然会浪费时间培

养。 

但“踩坑”不能避免。有员工偷了东西，张鑫直接选择开除——樊为桥听后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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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他的电商团队也有过类似情况，却只能先给一封警告信。樊为桥说，如果员工要

上诉，准备的材料可能有几厘米厚。因为南非有规定，员工犯错首先要有三次警告才

能有下一步行动。 

张鑫建议樊为桥，在当地劳动法的基础上制作员工手册，手册做得比劳工法更加

细致，堵上漏洞，根据员工手册执行处罚。“劳工法肯定不会规定偷东西不能开除，对

吧？”张鑫说，这需要找一个好的当地律师。显然，张鑫比刚来一年多的樊为桥更了解

南非，这是他的优势。 

在南非，我有一种感觉：这可能是中国互联网创业者们能到达的最远大陆了，有

基础、有需求，市场下沉、说英语。再往远处，只有更加神秘莫测的拉丁美洲，一如

航海时代一样，除了零星的互联网“哥伦布”，很难有成规模的中国身影。 

张鑫的业务目前增长迅速，快递收费不低，已在盈利。“说实话，并不是我们多

强，我们是运气好。”张鑫说，做中非跨境物流要有几个必备能力：系统研发团队的建

设能力、物流行业管理能力、对南非市场有足够的了解和资源等。国内每阶段都有能

拿 10 分的人，他自认每个环节只有 8 分，但胜在全面。“国内有链条上所有能力的

人，早就是行业大佬了，不会来这么远折腾。” 

从长远看，张鑫看好南非。他认为，外界对南非有“幸存者谬误”，即失业率高、

货币贬值等，而南非的 GDP 确实一直在增长。“因为它过去的经济模型只是照顾到小

部分人口，不照顾到所有人口”，当剩下 80%～90%的人口需求被释放时，原有模型自

然无法满足，于是问题频发。张鑫说，自己几年前一眼望过去，看到的全是“无人占领

的山头”。 

为此，他在打物流基础的同时，也往电商方向进军，从卖中国小商家的物品切

入，同时准备开拓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现在是抢占赛道的阶段。”张鑫说，想做“非

洲的阿里巴巴”，那是一座大厦，物流是其地基。“我们是小股精英部队，正面战场打

不了，只有从侧翼进攻，找一块无人防守的城墙进攻。攻进来了，就扩大一点。” 

海信则是一支正面战场的部队。李远所说，南非市场容量目前几乎固定，每年销

量稳定，能消化工厂 90%的产品。为此，他们在考虑提高效率，生产更多的电视和冰

箱，销往非洲其他国家，“毕竟是一个十几亿人的市场”。 

海信的挑战也更多，除文化冲突外，首当其冲的就是工会。南非工会强势，罢工

问题频发，刚到南非第一天，我就提前两周接到了回程班机取消的通知，这在国内十

分罕见。那一周，执飞的南非航空进行了一场大罢工。工会要求加薪 8%，而南非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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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1 年起就未获利，债台高筑，拒绝任何加薪。有批评家认为，从“低人权”到“高

福利”，是否南非过渡的步伐迈得太快了。 

在海信的工厂，我差点见证了一次罢工。那是工厂门口午间饭后的一阵小喧哗，

时间不长，待我赶去时人群已散。平权后的南非，工会成了能与厂方分庭抗礼的力

量，很多工会要求每年必须给工人涨薪，海信也不例外。 

这让李远所头疼。他说，工会每隔 4 年会跟工厂签一次涨薪协议，之前工厂和工

会所签署的 4 年涨薪协议到期了，目前正是新协议谈判阶段，工会借着小规模罢工施

压。此前 4 年工厂每年涨薪 10%，但今年工会要求涨 15%。李远所说，每次谈判都是

很痛苦的过程。来到亚特兰蒂斯 6 年后，工厂每个员工的人工成本约在 1 万兰特（约

5000 元人民币），在当地并不低，是工厂最大花销。如今，人工成本占所有成本的

85%之高。 

“如果一家工厂，人工成本每年都涨 7%～15%，企业怎么活得下去？”李远所说，

前不久，亚特兰蒂斯附近一家千人钢厂因成本高企倒闭，而远一点的例子，则有厂区

的上一家索尼代工厂，6 年前也因此倒闭。“工人最大的诉求其实就是钱。”易卜拉欣

说，很多工人现在消费需求旺盛，有贷款，不涨钱就闹，闹就管用，这是一个思维定

势（Mindset）了。 

“南非物资匮乏，制造业机会很多，但好多人就因为这个不敢进。”李远所说，厂

方为此想方设法节省成本，研究过很多方法。其一，改进产品设计、优化减员，“比如

说原来电视有 20 个螺丝，是否可以减少到 15 个螺丝”，让已有员工做更多的事；其

二，逐步在当地培植供应商，让一些零部件能在当地生产，而非从中国进口。 

整个过程并不容易。这是海信工业园建设的初衷，也是希望有一批中国企业在此

抱团取暖。但 6 年来，只有他们扎根下来，成了一个孤独的守望者。除了劳资关系的

原因外，当地很多供应商都是零基础，只能供应最基础的包装纸、泡沫等。培育期

间，有何技术问题，中方员工都要加班加点跑去帮助解决。一些员工不太理解，问为

什么，李远所就回答：“为了让工厂长久地活下去。” 

南非创业之初，员工们在当地连一个合格的电阻都买不到。如今，冰箱门封条已

能由当地供应商生产，冰箱抽屉、电视电线的供应商培养也在考虑中。甚至，产品包

装里的电池、说明书、保修卡等打包工作，工厂也出于公益，外包给了社区里那个收

留残障人士的福利院。在南非，他们正在寻找自己的亚特兰蒂斯。 

（本文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 年第 49 期，2019 年 12 月 9 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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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Looking beyond education 

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陈姌、张施磊、夏吉宣、李天夫、徐晓彤、李宁宁、蔡梦霄 

 

Editor's note: September 12 marks the United Nations Day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South-

South coop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is a broad framework of collaboration 

among countries of the global South in areas ranging from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to 

culture,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Under the framework, developing countries share 

knowledge, skills, expertise and resources to meet their development goals through concerted 

efforts. In this episode of the "Come Together" series, CGTN looks at the Institute of South-

South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t China's prestigious Peking University. 

 

On April 20, 2019, an article titled "The significance of 'Belt and Road' for Africa integration" 

appeared in the Ethiopian Herald, the state-owned daily newspaper published in the Ethiopian 

capital Addis Ababa. The author, Wondimu Tekle Sigo, a former state minister of Water, 

Irrigation and Energy, shared his insights into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based on his previous 

visits to China and what he has learned at the Institute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SSCAD) at China's prestigious Peking University. 

 

"When we take lessons from China, we also have to contextualize according to our own context. 

Otherwise, it's very difficult to copy everything from China," Sigo, a PhD candidate in 

Economics at Peking University's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told CGTN about his third 

visit. 

 

"This time I will stay in China for about one year, and we had many visits to companies and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also the education system," added Sigo, who now studies at ISSCAD. 

 

Initiated and announced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2015 during the High-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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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table on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ISSCAD was opened in April 2016 at Peking University as part of China's commitment 

to push forward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institute provides both degree education and non-degree executive training programs for 

mid-level and senior officials, as well as managers and researchers from government, academia, 

the medi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urriculum is taught in English and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namely lectures, field trips, and 

themed seminars on policymaking. 

 

 

The Institute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was launched at China's prestigious 

Peking University. /CGTN Photo 

 

What is more, the lectures are delivered by top experts on Chinese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y [lecturers] are not teaching us by reading books from shelves," Sigo said. "They know 

and they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how China was like 40 years ago, and they also know the 



 272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transform economy." 

 

Coming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students at ISSCAD work together to 

discuss common challenges and share good practices on national development. Currently, 

ISSCAD has 110 students from 50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more than 150 alumni globally. 

 

"I would really love to continue both communication and friendship with my classmates and 

we are expected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which is well after our graduation," said Dr. 

Elena Balbekova, an ISSCAD graduate who works as the adviser to the first vice prime minister 

of Ukraine. 

 

"Getting their experience can facilitate our growth, so learn from the top institu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 think it motivates me a lot," echoed John Solunta Smith Jr., a Liberian youth 

leader who was conferred with a PhD in Economics from ISSCAD in June 2019. 

 

ISSCAD's fruitful results in four years have won the prais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fostering human resource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well as advancement of the UN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institute hopes for communic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find their own paths of 

development," said Professor Justin Lin Yifu, Dean of ISSCAD and former World Bank chief 

economist and senior vice president. "In this way, we can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hich will be beneficial to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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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坦友谊牢不可破--记非洲第一位“友谊勋章”获得者——萨利姆•

艾哈迈德•萨利姆 

Priceless Friendship-China honors former Tanzanian PM Salim 

with prestigious Medal of Friendship 

 

By Li Kaizhi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presents the Medal of Friendship to Salim Ahmed Salim, which was received 

by his daughter Maryam Salim on September 29 

 

Maryam Salim, daughter of a recipient of China's Medal of Friendship, was excited when she 

saw her father in a video clip at the exhibition on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n the past seven decades in Beijing on September 30. 

The video displayed a scene at the 26th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in 1971 when 

China resumed its lawful seat in the UN. Just after the counting of votes ended, a Tanzanian 

representative stood up and waved hands to celebrate. He was Salim Ahmed Salim, father of 

Maryam, former Tanzanian Prime Minister and President of the Tanzanian-China Friendship 

Promotion Association. Salim is a well-known African diplomat and has long served as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the predecessor of the Af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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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 He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consolidating and promoting China-

Tanzania and China-Africa friendly cooperation, and is "an old friend" and "a good friend" of 

the Chinese people. 

 

Rare honor 

The presentation ceremony for national medals and honorary titles was held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on September 29.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conferred top honors 

upon heroes and role models who received the Medal of the Republic and honorary titles, and 

upon foreign friends, who received the Medal of Friendship. 

During the ceremony, six foreign dignitaries and international friends, including Salim, 

received the Medal of Friendship. The other five are Raul Castro, First Secretary of Cuba's 

Communist Party; Princess Maha Chakri Sirindhorn of Thailand; Galina Kulikova, First 

Deputy Chairperson of the Russia-China Friendship Association; Jean-Pierre Raffarin, former 

French Prime Minister; and Isabel Crook, emeritus professor for life a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We have sincere gratitude to the recipients of the Friendship Medal for their contribution to 

China's development," Xi said at the ceremony, adding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willing to 

work with people of all countries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make the planet a better place. 

The Medal of Friendship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highest honor granted to 

foreigners. It is awarded to foreigners who have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rive, the promotion of Sino-foreig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nd 

the maintenance of world peace. This is the third time China has granted the Medal of 

Friendship award. Prior to this, China only awarded the Medal of Friendship to two people: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nd Kazakhstan's First President Nursultan Nazarbayev. 

"It is truly a great honor for me. Really, I did not expect it," said Salim in a written interview 

with Xinhua News Agency after being awarded this honor. 

 

Long association 

On October 25, 1971,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was voted on and ado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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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76 votes in favor, 35 against and 17 abstentions. This 

resolution recognize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RC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to the UN." 

When the final tally confirmed that China had been admitted, Salim was overjoyed. "We 

were, obviously, very happy that after countless negoti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China 

finally returned to the UN," Salim said when receiving an interview with The Paper, a 

Shanghai-based news portal. 

"It was a historic moment. And for me, personally, a great occasion. [And also] for Tanzania, 

for all of Africa, for all of us who worked so hard to make it happen," Salim told Xinhua. 

China,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UN's 

vitality, and its membership is key to making the organization vibrant, he added. 

Salim has always advocated continuous strengthening of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nd hopes 

that China will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Over 

the years, China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Afric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as 

been critical to advancing Africa's economic emancipation," said Salim. 

Also in the 1970s, Salim was impres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ssis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anzania-Zambia Railway. 

The Tanzania-Zambia Railway, originating in East Africa and linking the port of Dar es 

Salaam in east Tanzania with the town of Kapiri Mposhi in Zambia's Central Province, is one 

of the largest projects China has ever undertaken as part of its overseas aid program. It began 

construction on October 26, 1970, and was fully completed and operational on October 23, 

1975. 

In order to build the railwa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provided an interest-free loan of 

988 million yuan (then $401 million) and shipped a total of about 1 million tons of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China dispatched about 56,000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nearly 3,000 experts in various fields. They did all the work of explora¬ti¬on, 

survey and designing, and assisted the Tanzania and Zambia govern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Forty-seven Chinese experts, technicians and workers lost their lives while working on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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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the aid to build the Tanzania-Zambia Railway is a symbol of the profou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African people. Tanzania, Zambia and even other African 

countries have praised the Tanzania-Zambia Railway as a "road of freedom" and a model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Salim sai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anzania-Zambia Railway represents the profou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African people, and I am deeply grateful for the tremendous sacrifices mad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ailway, added Salim. 

 

Unbreakable bond 

"China will work with Africa to achieve our shared goal of building a closer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nd turn it into a pacesetter for building such a community 

for mankind," President Xi said while presenting a new bluepri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 and pointing out new directions at the Beijing summit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held in September 2018. 

China and Tanzania have a very special relationship that has endured several decades. 

Regardless of the ever-changing world landscape, the bond between Tanzania and China 

remains unshakable, Salim said. 

"It is a tie of friendship and trust," he said, adding that he hopes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will boost cooperation to further help Africa fulfill it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t is anchored by those who see the bigger picture and always believe that only we have the 

capacity and ability to promot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he noted. 

"China's prosperity over the past seven decades is a testament to the viability of the Chinese 

path of development. I believ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zanian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will have a role to play in fostering that development. As they say in Kiswahili, Tupo 

Pamoja (we are together)," he said. 

Like her father, Maryam is also full of affection for China. At the exhibition hall, she was 

delighted to be photographed alongside the screen of the video of China's resumption of its 

lawful seat in the UN. She also took photos of the vivid examples of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such as the Tanzania-Zambia Railway and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that were displayed at the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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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a spectacular exhibition. You can see the accomplishments in every aspect from science 

to education, as well as sectors like the high-speed railway and advances in agriculture," said 

Maryam. 

"My father did not expect China to confer upon him such an important medal, but for decades, 

he has always said that Tanzania'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unbreakable. I hope I can carry 

on my father's spirit and continue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anzan ia 

and China," Maryam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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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情缘 

 

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钟源 

 

 

（视频截图） 

 

为配合报道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东非洲五国，中文国际频道于 2018 年 7 月 29 日播出

特别节目《中非情缘》。节目以深度纪实为特色，讲述了塞内加尔商人苏拉、尼日尔留学

生阿多玛、以及“中国妈妈”张月珍等人的中非情缘故事，体现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休戚

与共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 

2017 年 9 月 23 日，驻浙江义乌的非洲外商及留学生们组织了一场“义乌非洲杯足

球赛”。赛场上，来自尼日尔的留学生阿多玛因急性脑梗死突然倒地，生命垂危。由于阿

多玛承担不了昂贵的医药费，义乌的塞内加尔商人苏拉第一时间发起朋友圈救治行动，

20 多个国家 400 多人纷纷捐款。还有一位“中国妈妈”张月珍主动来到医院，无微不至地

守护、照料这位素不相识的非洲留学生。最终，跨越国界的爱心将阿多玛从死神手中夺

了回来，一场跨国救助使中非人民患难与共、命运相连。 

节目以中非情缘为亮点，一是通过充满温情的跨国救助故事讲述中非友谊，深刻

体现中非是世代友好、风雨同舟的“好兄弟、好朋友、好伙伴”；二是通过义乌的中非

商业繁荣反映中非发展，深度展现“中国梦”和“非洲梦”的高度契合、紧密联结；三是通

过民心相通的中非纽带践行“命运共同体”，为中非关系注入新机遇、新动力，开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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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合作的新时代。 

 

http://tv.cctv.com/2018/07/29/VIDElCi1x0t4qLCeP0zzsujG180729.shtml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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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报道》：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 合作友谊之路越

走越宽广 

 

CRI（国际在线） 富梦瑶 

 

2018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是中国根据中非合作论坛非方成员的愿望，着眼于中非

关系发展的现实需要而决定召开的峰会，主题是“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

命运共同体”，可谓意义重大。本次峰会于 2018 年 9 月 3 日举行了开幕式。本篇稿件

在第一时间报道了开幕式当天，与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对此次峰会

的积极表态，强调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入，双方合作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广。文章传达了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已全面落实，取得的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为当地人

民带来了切实的福祉，同时也表明，中非两国正共商友好合作大计，规划着新时代中

非合作蓝图，例如：非洲国家正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让中非经贸合作不断提质

增效。此外，中非近年来关系不断强化，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合作交流不断深入，这

种团结协作更进一步让全世界获益，不仅有助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系、完善

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体系，更有利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本篇稿件被多个语言部采

用，产生了积极的对外宣传作用。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3 日下午，2018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开幕式，峰会主题为“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与

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均表示，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合

作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广。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富梦瑶的报道： 

自 2000 年成立以来，中非合作论坛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成为引领国际对非合

作、提升南南合作的一面旗帜。在 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中非关系

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提出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 3

日的开幕式致辞中说，“十大合作计划”目前已全面落实，峰会取得的一系列丰硕的成

果为当地人民带来了切实的福祉。 

（音响 1 拉马福萨 英文） 

“中非工业化合作计划推动了非洲大陆很多地区的工业发展，有助于实现经济转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9%9D%9E%E5%90%88%E4%BD%9C%E8%AE%BA%E5%9D%9B/1014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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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农业现代化合作计划提高了非洲农业生产力，基础设施合作计划强化了非洲的互

联互通和一体化。这些计划还帮助我们实现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更加完善的医疗

体系、地区和平与安全。” 

在“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的指引下，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所确

定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合作之路和

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广。非盟轮值主席、卢旺达总统卡加梅表示，非洲国家正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让中非经贸合作不断提质增效，前景将更加广阔。 

（音响 2 卡加梅 英文） 

 “我们特别注重非洲同国际市场的互联互通。非洲希望成为‘一带一路’合作中密不

可分的一部分。” 

会议特邀嘉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近年来，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成就，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举措分享发展红利。非洲也取得了很大进步，一些非

洲国家成为世界上极具活力的经济体。中非合作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和平、可

持续、公平的发展，让全世界获益，有利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音响 3 古特雷斯 英语） 

 “中非近年来关系不断强化，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合作交流不断深入，发展合作

不断增加，助力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盟《2063 年议程》。我赞赏这

样的基于《联合国宪章》章程的合作，它可以使中非双方和整个国际社会的人民获

益。” 

中非关系发展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说，中国与非洲团

结协作，对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系，完善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体系，建设新型

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音响 4 法基 法语） 

 “一方面，我们借此机会将重申坚持多边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将为推动建设一

个真正包容和与时俱进的全球治理体系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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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世界：“一带一路”与马达加斯加 

 

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法语频道 集体 

 

 

（视频截图） 

 

《对话世界：“一带一路”与马达加斯加》是 CGTN 法语频道品牌栏目《对话世

界》的组成部分。节目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对话，与马达加斯加为代表的非洲媒体联

合制作，通过走出去与精英对话的方式，改变信息流出流进的“逆差”，展现非洲发展

面临的真正问题并探讨合理的解决方案，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全面的非洲，取得很

好的传播效果。 

上集 https://francais.cgtn.com/t/BfIcA-CIA-BAA/BEIAcA/index.html 

下集 https://francais.cgtn.com/t/BfIcA-CIA-DAA/BEdfcA/index.html 

 

  

https://francais.cgtn.com/t/BfIcA-CIA-BAA/BEIAcA/index.html
https://francais.cgtn.com/t/BfIcA-CIA-DAA/BEdfcA/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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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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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提：酒店里的“万国”军人 

 

香港凤凰周刊 关珺冉 

 

在世界其他地方，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坐标能像吉布提的五星级酒店这样，拥有

如此的“风景线”——世界各国大兵云集于此，谈笑风生。 

沙尘暴席卷的吉布提总是蒙着一层土黄色，这早就成为这个国家的“底色”：从沙尘、

海水、荒漠，再到各国驻军基地外墙，乃至士兵的军服。但在当地的两大五星级酒店，

似乎能瞧见不少亮色。 

吉布提 7 月的某个正午，气温 43 摄氏度。一群高大魁梧的男人们杵在皇宫凯宾斯

基酒店大门口说笑。他们叼着烟，身着短衣短裤，配着一字拖。好几个人小腿后侧的十

字架文身十分醒目。与此同时，几名身着棕色迷彩军装、右臂缝着德国国旗和 UN 标识

的士兵挎着大包，神情严肃地大跨步走出大门。 

在世界其他地方，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坐标能够拥有如此的“风景线”——世界各

国大兵云集于此，谈笑风生。 

 

去基地“上班” 

 

“我要去营地了！”大兵们轻轻说完这句，就各自前往自己的上班场所，如同都市中

普通的上班族。 

沿着吉布提海边开车十几分钟，依次可以看到老港、渔码头、集装箱码头、油码头

以及中国承建的 DMP 港口。这里是国际石油航运的生命线，凡是北上穿过苏伊士运河

去往欧洲，或由红海南下进入印度洋的船只，大多需要通过曼德海峡并经停吉布提港。

可以说，谁控制了吉布提，谁就控制了连接欧、亚、非三大洲之间重要的海上战略通道。 

美国、日本、法国的吉布提基地，分布在港口周围不远的地方。 

美国驻吉布提的基地，距离吉布提安布利机场客机停机坪仅仅几十米，肉眼清晰可

见。美军基地与安布利机场共用跑道，围墙外停放着两架飞机。旁边堆放了几个集装箱，

停了两辆白色卡车。墙内隐约看到白色的联排房顶以及巨型圆拱形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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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的塔吊、监控摄像头、深蓝色的直升机，让每一位落地吉布提的宾客都能近距

离感受到美军基地的森严。但对士兵来说，却有着不同看法。 

“那个破直升机我根本都不敢开。”在凯宾斯基酒店，一位年轻的美国大兵如此抱怨

道。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今年 4 月 3 日报道，美国 CH-53E “超级种马”直升

机在吉布提着陆时机体损伤，这已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24 小时内全球发生的第 3 件事故

了。 

日本基地门口站着几名穿便装的亚洲面孔。他们无时无刻不戴着口罩、胸前挂着白

色工牌。围墙内的基地高高飘扬着国旗。 

吉布提清晨 6 点，室外温度达到凉爽的 35 度，两两并列的法国大兵穿着短衣短裤

围着基地外墙跑步。法国基地因入口关卡较多难以找到正门，但入口处的蓝白红国旗颜

色的盾牌甚是醒目。 

各国基地是外国大兵训练的主场，其中一个重要训练科目是打击海盗。2008 年开始，

在联合国的授权下，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欧盟在内的 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先

后派遣军舰到亚丁湾海域打击海盗，为商船护航。 

日本 NHK 电视台今年 1 月公开报道了日本驻吉布提基地训练的场景：日本自卫队

护航舰甲板上站着 3 名海上自卫队队员，1 名身穿土黄色队服的指挥官用耳麦听着前方

指挥，2 名身着蓝色军装、头戴钢盔帽的士兵遥控主炮，实施警告射击的训练。 

P3C2 机是日本从空中监视海盗的哨戒机，哨戒机的监视区域从索马里海岸可延伸

到 900 公里到 1100 公里。从索马里海域上空可掌握通过雷达航行船只的位置，再拍照

进行分析。 

自 2006 年以来，海盗造成的破坏在索马里海域逐渐增加，最为猖獗的 2009 年一年

曾出现过 218 起案件。日本自卫队也在开展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每个月的监测可达 20

次左右。此后虽然案件数量减少，海盗威胁仍在继续。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二护卫队司令

齐籘浩司说：“索马里国内自身的贫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即使我们再努力，也难以改变

如今的局势。” 

驻扎在吉布提市的各国基地人员还会与吉布提民众进行交流。吉布提《民族报》报

道，8 月 19 日有意大利基地的代表团前往巴尔巴拉市访问。意大利基地指挥官 Lorenzo 

Guani 上校检阅了一支由当地警察和宪兵组成的仪仗队。他表示，决心为整个城镇的发

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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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兵在非洲基地的训练直接关系到生死。今年 6 月 8 日，美国精锐的特种部队在非

洲国家索马里南部遭遇武装分子的猛烈伏击。在战斗中，一名美军被打死，还有四人受

伤，其中三人负伤严重，被紧急运往周边国家进行治疗。 

去年 10 月 4 日，有 4 名美国大兵和他们的翻译车队在尼日尔和马里边境附近遭到

袭击被杀。随即美国在非洲突击队下达一系列新指令。据熟悉新指令的军方官员表示，

负责非洲事务的美国特种作战部将军已命令美国军队应当避免直接战斗。 

 

 

外国大兵在吉布提皇宫凯宾斯基酒店室外游泳池边，度过悠闲的午后时光 

 

“困在”酒店的假日 

 

在基地工作的大兵应该是什么形象？如美国大片《黑鹰坠落》的特种精英埃弗斯曼，

或是《拆弹部队》上士威廉姆斯·詹？ 

但托着白盘子站在你身后排队取餐的美国大兵，是一帮 20 岁出头的小伙儿。“我们

两年后才能回国，到时候怕都找不到女朋友。”年轻的美国大兵打趣说。他的皮肤白皙、

性格开朗，甚至同意来自中国宾客的拍照要求。 

凯宾斯基酒店一层右侧走廊的自助餐厅，已然成为外国大兵的“食堂”。餐厅门口的

签单台，每日都放着几张白色表格，有着来自不同国家的签单。单子最后，大兵们拿着

黑色签字笔在后面潦草地签上名字。酒店还贴心地在签到台的一个方形木盒子里摆放好

了《USA Times》《France-Actuality》等新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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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宾斯基的饭菜更像是为大兵们量身定做的：一整块巨大牛肉七分熟，随要随切；

三文鱼有各种做法，但会配上几片柠檬；山羊芝士、软芝士等更是三餐供应。美国年轻

大兵在甜点区驻足许久，德国大兵先是夹满满一盘子沙拉去吃。未见他们之间进行交流。

当有宾客朝德国大兵照相时，他们会示意“禁止拍照”，而不苟言笑地从你的身边经过。

他们喜欢围坐在餐厅入口处的半封闭包间的圆桌用餐。 

酒店的另一个用餐的场所是六楼的意大利餐厅 Tentazoni。这个餐厅原本设在一楼，

近期经过重新装修开在了有露台的顶层。当时正值世界杯期间，餐厅门口放置的两个足

球增加了节日的气氛。一般来说，大兵们直到下午一点才零零散散来此用餐。 

“你点的三明治不好吃。”一个美国大兵给出了建议：“好吃的是啤酒加薯片！” 

 某个工作日下午，当地另一家五星级酒店喜来登大堂的吧台旁，高脚椅上坐着身

穿宽带跨栏红色背心的一名美国大兵。他一面喝着法国 1644 啤酒，一面抓着白色长条

托盘里的原味薯片。泛红的脸颊、招牌式的美式耸肩和摊手、吐字不清晰的言语，显得

慵懒和惬意。酒店外的吉布提海边、市内破旧游乐场等地只有当地人会光顾，美国大兵

们则多喜欢泡在酒吧消磨时间。每到深夜，在凯宾斯基和喜来登——当地唯一有酒吧的

两家酒店，会聚满找乐子的欧美大兵。 

炙热的非洲东海岸，躁动的世界杯球赛。酒店餐厅特意找了一个写有世界杯标语的

“拱门”立在门口。原以为欧美国家的大兵会利用这难得的机会约起来一起看球，但得来

的回答却是“不看世界杯，西班牙队太差了！”在酒店大厅玩手机的西班牙大兵还带着一

些小情绪。7 月 1 日当日的点球大战，西班牙 4 比 5 负于俄罗斯，无缘世界杯八强 。他

告诉《凤凰周刊》，来到这里两个月了，基本适应了“休息一日、工作一日”的节奏，好在

下个月就可以回国了。 

平日从军营返回的大兵们像是被困在酒店，难得整日的休息日他们会选择去附近的

穆沙岛玩耍。“如果有一整天的假期，我会去钓鱼。在美国也是如此。”除了钓鱼，大兵

们还可以潜水和烧烤。 

 

习惯于被中文包围 

 

问及对于中国存在的印象，美国大兵直接说：“对，中国人来了！” 

吉布提的两大五星级酒店——凯宾斯基和喜来登之前向来是这些外国大兵常驻、休

闲、娱乐的场所。如今独霸的局面已然不再，7 月初，因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吉布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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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自由贸易区开园活动，两家酒店的房间全被预订，一晚的价格也暴涨到约 2000 元人

民币。首届吉布提“中国商品展”的活动现场更是直接选在了凯宾斯基酒店。持着不同地

方口音的中国人在那几日会聚于此。这也让这些外国大兵们习惯于被中文所包围。 

一般而言，新入驻的轮岗大兵大多在报到后，可先居住于凯宾斯基酒店，之后仅仅

获得奖励和休假时才可居住于此。也有一些没有固定基地的外国军人，在执行护航维和

任务途中在此入住。 

下午一点半是吉布提最热的时刻，当天休息的大兵们都泡在了泳池里。蓝色泳池的

水与不远处国旗杆后浑浊的海水形成鲜明对比。泳池中的酒吧台旁，几个赤裸上身的大

兵抽着雪茄，喝着酒。 

恰逢休息日的午后，游泳池边的躺椅供不应求。西方面孔的女兵穿着比基尼，擦着

防晒霜，手捧一本英文书。有些大兵家人随行居住在这里，与孩子戏水的景象让基地云

集的非洲好望角东部海岸多了些生活气息。 

“我的孩子在这里的国际学校上学。”一位日本主妇在游泳池边陪两个小孩玩耍。她

来自日本山口县，其丈夫在吉布提驻日本大使馆工作三年了，今天是丈夫工作的最后一

天。生了二胎后，她带着两个小孩来这里与丈夫团聚，一晃也一年八个月了。“明天我们

就可以回去了。”她兴奋地说。 

在吉布提路边，可以见到由 VISA 赞助的紫色广告牌，上面写有“非洲国际学校”字

样。广告牌上五个小孩子有着各色面孔。 

但有别于外交官，能有资格让家人陪同来此生活的大兵并不算多，更多的还是单身

赴任的人。清晨六点半，常常能看到有大兵在餐厅与家人远程通话。因为餐厅的网络信

号强于房间。一位美国黑人大兵至少聊了 30 分钟，频频噗嗤笑出声来。 

凯宾斯基酒店之外唯一吸引他们的，或许是当地有名的法国品牌超市 CASINO。这

里贩卖各种威士忌、啤酒、红酒。法国进口的薯片、蛋糕、冰激凌也会让很多人驻足。

不过，这里的蔬菜、水果要比一般菜市场贵出好几倍。除了西方面孔外，偶见中国人或

印度人来此购物。每周唯一的一班飞来吉布提的法国航班，负责给超市补给蔬果，而这

里也是当地能找到最新鲜进口蔬果的地方了。 

 

美国撤军的影响 

 

每日在凯宾斯基酒店都能遇见微醺的美国大兵，或是蜷在酒店大堂沙发上网的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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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大兵。但在悠闲的背后，或许他们正在秘密筹备着某项驻军新规划。在这里谈论基地

问题，美国的影响毋庸置疑。 

如今的非洲越来越成为美国与“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斗争的新兴战场。2014年11月，

“伊斯兰国”下属杂志《达比克》着力宣传了其“控制”和“扩张”战略——其在非洲建立了

多个“行省”，包括阿尔及利亚行省、埃及行省、利比亚行省以及东北尼日利亚行省。作

为应对之策，美国试图训练非洲当地部队对付非洲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 

据美国陆军网站今年 6 月 18 日报道，作为美国国家伙伴关系计划的一部分，美国

肯塔基州陆军国民警卫队来吉布提访问，讨论如何共同努力提高吉布提炮兵技能以及帮

助建立吉布提军校。 

但此刻，美国更大的计划是从非洲撤军。 

据《纽约时报》8 月 1 日报道，非洲数百名美国军人将被重新分配，特种作战任务

数量也预计将减少，这也似乎体现了特朗普政府越来越关注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而做出

的战略调整。 

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他们预计削减的大部分来自中非和西非的部队。非洲的缩编

将包括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士兵以及其支援部队的撤离，撤军将从喀麦隆开始。美国分

析人士认为，美国针对喀麦隆特种作战部队的训练很大程度已经取得成功。“美国目前

在喀麦隆有约 300 名士兵。喀麦隆的安全部队已经做到不需要美国人陪同，他们也能执

行任务的程度。” 

特种部队的任务重点是培训非洲军队，以对抗极端主义组织日益增长的威胁。美国

国防部的一名官员直言，尼日尔部队也很快不需要美国的帮助。 

美国驻非洲美军指挥官瓦德豪瑟将军说，非洲司令部是第一个被要求提交缩编计划

的。他还希望世界其他地方的美国作战人员在防御战略下能做同样的事情，以抵御来自

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朝鲜的威胁。如果美国突击队的人数在 18 个月内减少 25%、

三年内减少 50% ，将如何进行反恐？对此，瓦德豪瑟回应说，“我们将保留单方面返回

的权利。” 

诚如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今年年初所言：“我们将继续打击恐怖主义，但大国竞争而

非恐怖主义，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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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总统共话“中非合作新时代”》系列高端专访 

 

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法语频道 宋嘉宁 

 

 

(视频截图) 

 

2018 年 9 月 3 日，第七届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CGTN 法语频道在峰会期间

精心策划播出《非洲总统共话“中非合作新时代”》系列高端访谈节目，共三集，每集 30

分钟。节目专访了自与中国建交以来首次来华访问并参加峰会的布基纳法索总统卡博雷、

加蓬总统阿里·邦戈与科摩罗总统阿扎利。该系列节目第一时间在 CGTN 客户端、CGTN

法语频道电视端与海外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及时呈现了峰会盛况与各国的反馈，有

力的澄清了西方报道的谬误，营造了中非友好的舆论氛围。 

布基纳法索总统在节目中表示“我首次参加中非合作论坛，感受到中非合作之所以

与众不同，是因为中国从不强加任何项目给非洲人民。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我们的目

标是实现‘中非命运共同体’”。加蓬总统表示“非洲有权利自己选择伙伴和朋友。中国目

前已经是加蓬的第一大合作伙伴。中国是非洲的朋友，并且中国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

一点。我们非常欣赏中国的这种‘交友哲学’！”。科摩罗总统也在节目中表示“中非情同

手足，中非合作成效显著。我认为，与中国的这种合作模式应该成为科摩罗与其他国家

进行合作的范本。” 

该系列节目在 CGTN 融媒体平台推出后获得了全球观众的一致点赞。其中，直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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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专访布基纳法索总统》，全球阅读量达到 215 万。非洲网友评论道：有益的事情做

起来往往有困难，为了布基纳法索的最高利益，为你们点赞，加油！ 

 

 

 

 

(视频截图) 

 

https://francais.cgtn.com/program/detail?programId=30 

海外链接： 

1. https://youtu.be/P1WUkT0mS48 

2. https://youtu.be/zrEbX6bndx0 

3. https://youtu.be/oQSwlQEWnpM 

  

https://francais.cgtn.com/program/detail?programId=30
https://youtu.be/P1WUkT0mS48
https://youtu.be/zrEbX6bndx0
https://youtu.be/oQSwlQEWn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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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内铁路一周年系列报道》 

 

编者按：2018年是中非关系的标志性之年，7 月下旬金砖峰会在南非举行，金秋

的北京则会迎来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中国国家习近平主席将全面擘划新时代的中非关

系。大公报三年前刊发的“通向蒙巴萨的列车”系列报道曾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好新闻

奖，在这个体现中国对非合作“真实亲诚”关系的现代化铁路通车一周年之际，大公

报特派记者李理再次前往肯尼亚，记录下中非携手令非洲经济社会面貌一新的故事。 

 

降低四成物流成本  助推肯尼亚 GDP 增 1.5% 

蒙内铁路通车创东非奇迹 

 

大公报 李理 

 

通过自助闸机验票后，迎面而来的微笑属于身着荧黄色制服的肯尼亚铁路公司司

乘。紧接着踏上现代化的扶梯而后再穿过天桥下到月台，一脚踏入漆着橘棕白三色的

列车车厢，全程不过短短 5 分钟。一声长笛，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开往港口城市蒙巴

萨的火车启动， 一趟探寻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创造东非奇迹的旅程随即开启。 

去年 5 月 31 日，东起蒙巴萨西至内罗毕的蒙内铁路开通试运营。这次和我同行的

还有中国外交部中非合作论坛事务大使周欲晓，他指着过夜车中叠成豆腐块一样的被

褥说，“瞧，这完全是中国标准。” 

全长 472 公里的蒙内铁路最大特色是采用中国国铁一级建设标准，在建设和运营

中随处可见中国元素。安爱军全程参与建设工作，这名中国路桥公司肯尼亚标轨铁路

项目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告诉大公报，“我们实事求是地与肯方进行协商，提出采用客运

时速 120 公里、货运 80 公里单线内燃机牵引铁路，并预留双线电气化设施合理方案。

中方的设计方案不仅为肯方节省了近一半成本，而且设计运量完全能够满足肯尼亚发

展需要，符合当地国情，得到了肯方业主高度认可。” 

 

超九五成上座率   货运省时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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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爱军他们当初实事求是的设计理念如今得到了运营数据的可观回报。截至今年 5

月 1 日，蒙内铁路开通客运列车 1026 列，运送旅客近 122.5 万人，平均上座率超过

95%。在内罗毕南站，装满集装箱货车编组一眼望不到头。 过去一年，471 列货运列

车一共运载了 64.6 万吨货物。 

肯尼亚铁路局长阿特纳斯说，“这个项目是本地区最大的项目，如果你沿着走廊走

下去，你会发现由于铁路带来的业务量巨大，那些已经死亡的企业现在已经开始运转

了。 我们将肯尼亚铁路视为一条经济走廊，而不仅仅是一条铁路走廊。” 

肯尼亚总统肯雅塔曾表示，蒙内铁路将促使肯尼亚经济增长率显著提升，为国家

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带领国家实现经济转型。数据佐证 蒙内铁路建设推动肯尼亚 GDP

增长 1.5%，降低了 40%物流成本，为当地带来超过 4.6 万人就业机会。来自内罗毕大

学的运输和物流专家因拉都则告诉大公报，他预计今年蒙内铁路货运量将保持快速增

长趋势，将对疏解公路运输压力，提升蒙巴萨港吞吐能力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肯发展战略对接促成功 

 

有人这样评价肯尼亚殖民时期的米轨铁路，“一个国家修铁路并不是新鲜事，新鲜

的是一条铁路创造了一个国家”。今天在肯尼亚， 一提起中国路桥修建的蒙内铁路，

无论持有何种政治立场的人都机会异口同声，“中国人帮助肯尼亚创造了东非奇迹。” 

安爱军称，透过“集约化、标准化、信息化、专业化、精益化、属地化”管理手

段，蒙内铁路合同工期 54 个月，实际建设工期仅 29.6 个月。此外还实现了现代铁路和

自然环境相融、高强度型号水泥本地采购率达 100%、4 小时准点舒适车程较公路航空

省时省钱等诸多建设目标。 

在周欲晓眼中，蒙内铁路就是新时期中非合作的代表性项目，是新时期中非合作

理念的集中体现和生动诠释，是共同发展理念的成功实践。他向大公报指出，中国奉

行“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其核心要义是把中国发展同非洲发展结

合起来，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这个项目在短短两年半时间建成，体现的不仅

是中国速度，更是肯尼亚速度和奇迹。” 

一个是朝向 2030 愿景出发，建成中等收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肯尼亚，一个是秉承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议“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周欲晓说，中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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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而双方发展战略无缝对接是保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成功秘

诀。 

 

“蒙内玫瑰”变春晚明星  分享乘车独家贴士 

 

在今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节目中，蒙内铁路 10 名优雅大方的女乘务员登上了

万众瞩目的舞台，他们与中国演员一道演绎了“中非一家亲”的故事。在通向蒙巴萨

的白班列车上，我见到了人称“蒙内铁路玫瑰花”的沙伦。红色制服配黄色领巾把黝

黑的皮肤显得更加油亮，大眼睛一眨一眨像极了东非夜空的繁星。 

尽管亮相春晚舞台已经过去大半年，可是沙伦还沉浸在无限兴奋中，一旁的中国

乘务员导师笑说，“你现在走在北京街头说不定有人能认出你”。一颦一笑都透着职业

范儿的沙伦告诉我，从一个漂亮的女孩到拥有令人钦羡的职业女性，她的命运因为蒙

内铁路而改变。 

“蒙内铁路项目是我们国家独立以来最伟大的项目，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在

现代化铁路工作的乘务员，可以说中国和肯尼亚合作修建铁路给我的生命打开了许多

扇门，” 沙伦成了半个世纪以来肯尼亚第一批掌握现代化铁路服务技能的幸运儿，“中

国的导师手把手的教我们，我们一起度过了难忘的半年。虽然一开始实习的时候很具

有挑战性，但现在我已经熟能生巧了。” 

从蒙巴萨到内罗毕全程需要近 5 个小时，沙伦需要时刻关注和响应乘客的需求，

她说她是发自内心的想给乘坐这条铁路的旅客服务。她给我分享了一个独家贴士，“蒙

内铁路的最精华最精彩的地方是穿越察沃公园，如果你搭乘傍晚的班次就可以看到很

多动物，我每一次路过都瞪大眼睛，每一次去都是新体验。” 

在只有殖民地时期铁路的时候，没有几个肯尼亚人能够负担得起昂贵的火车票，

更别提去就在家门口的察沃国家公园旅游。列车平稳的开行，车厢外是一片绿野，车

厢中安静极了，沙伦越说越起劲，“之前都是外国人享受这些美景，现在我们很多肯尼

亚人也负担得起 ，这都要感谢中国。你们不仅改变了许多肯尼亚人的命运，更塑造了

我们国家的繁荣前景。” 

 

列车长懂中文   增文化认同少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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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河在斯瓦西里语中的意思是母亲河，四年前正是在同样的地点，我记录下一

名肯尼亚工程师放弃美国优渥生活，回到故乡参与建设特大桥的故事。从内罗毕车行

不过十几分钟，我在阿西河站遇到了蒙内铁路能讲一口普通话的列车长埃里克。 

埃里克年纪不大，却着实是肯尼亚有为青年的代表。他是被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

推荐到蒙内铁路工作的，“每天都是新的一天，我能遇见不同的乘客，每天都能够提升

自我。” 

中国路桥公司副总经理李强告诉我说，常言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们做好

当地雇员管理，释放当地员工红利，为铁路全价值链培养人才，实现技术转移。对于

人才培养具体来看有三个层次，一是施工期间使用大量的本地工人，二是列车运行管

理和服务也多为肯尼亚面孔，三是制定长远的培训计划，不断提升技术转移水平。 

在列车开行一周年所创造的许多个“第一”纪录中，就有一道巾帼女司机的靓丽

风景线。肯尼亚建国以来首批女火车司机与其他男学员一道，在北京接受为期半年的

培训。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去年肯尼亚总统肯雅塔亲自登上列车试乘，首发列车就是

由女司机驾驶，掀开了肯尼亚历史新篇章。 

埃里克说，他在中国和肯尼亚合力建设的蒙内铁路工作，增加了自己多元文化融

合的丰富阅历，对中国文化和公司文化的内涵有了很多深刻理解。与此同时，他也看

到中方员工也不断融入当地社会，用本地文化习俗和非洲朋友打交道。 

肯尼亚交通与基础设施部长马查里亚说，“感谢中国路桥长期以来对肯尼亚铁路专

业人才的培养，未来这些人才回国后必将积极投身肯尼亚乃至东非铁路网的建设和运

营。” 

 

一名美国旅客的心声 

 

在乘坐蒙内铁路的旅客人群中，一头金发的桑德拉十分显眼。在华盛顿出生也曾

在伦敦生活，如今在非洲经济研究所工作的她上一次乘坐火车还是跨越英吉利海峡的

“欧洲之星”。列车刚到阿西河站停稳，桑德拉和我用几个“非常”来形容她首次乘坐

蒙内铁路的感受，“非常干净”、“非常高效”、“ 非常快”、“运营非常好”。 

由于有了蒙内铁路助推，全球都看好肯尼亚经济增长，来往肯尼亚的商务旅客也

越来越多，甚至催生了即将开航的纽约直航内罗毕航线，免去了像桑德拉这样欧美商

务人士的奔波之苦。见多识广的她说，“蒙内铁路是肯尼亚最伟大的工程，其他非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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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需要类似基础设施的专业经验。” 

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他的祖籍地肯尼亚时，曾提出美国人要给肯尼亚修建一

条高速公路，不过至今没有见到下文。桑德拉揶揄道，和奥巴马口惠而实不至相比，

现在的那位美国总统根本没把注意力放在非洲，“非洲国家需要更多蒙内铁路这样的大

型基础设施，才能够实现经济繁荣。” 

短暂的靠站时间结束了，列车再次开动，桑德拉意味深长的告诉我，“其实不仅仅

是非洲，美国也需要投资这样的现代化铁路。” 

 

记者手记   从永不准时到永远准点 

 

2014 年 11 月，刚得知中国路桥将要承建肯尼亚蒙内铁路的消息，我就从南非直奔

肯尼亚。在当年我在本报刊发的系列报道中，有一篇特写名叫《一趟从未准点的列

车》，讲的是我搭乘旧殖民地时代米轨铁路经历。四年过去了，如今蒙内铁路成功运

营，肯尼亚总统肯雅塔都成了列车上的常客。他身边人告诉我说，“因为准点，不会耽

误总统的日程。” 

以前经常有人说非洲是一个没有时间的大陆，褒义的一面是说非洲人崇尚自然，

不喜欢生活被快节奏所累，贬义的一面则指的是办事效率低下，日常行为散漫。在肯

尼亚短暂工作一周却让我感觉到这样的说法不对，非洲朋友们发自内心想要实现社会

经济发展，也十分享受像蒙内铁路这样的现代化交通给他们带来的便利。 

从永不准时到永远准点，不仅是蒙内铁路给肯尼亚交通物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巨

大改变。中国标准和中国服务乃至中国效率，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非洲朋友们的日

常行为，这也是中非合作所结出的另一大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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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中国技术  打造东非交通“大动脉” 

心系内马铁路  肯国总统亲上阵 

 

大公报 李理 

 

6 月 23 日上午，一身休闲打扮的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出现在内罗毕国家公园里, 这

里是蒙内铁路的终点，也是内罗毕到肯尼亚乌干达边境城市马拉巴段内马铁路的起

点。这天肯雅塔的主要行程就是现场办公进行视察，待到明年全线竣工之日，东非公

共交通的“大动脉”路网将初现，肯雅塔说，“这条铁路承载着肯尼亚和东非国家加强

产品出口的希望，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将得到发展，更多肯尼亚人民将得到就业机

会。” 

放眼整个非洲，没有任何国家元首像肯雅塔总统一样具备信念和决心与中国携手

落地现代化铁路，因此他获得“铁路迷总统”的称谓实至名归。在蒙内铁路成功经验

的基础上，2015 年 12 月 4 日，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期间，中交集团与肯尼

亚铁路公司签署了肯尼亚内马铁路项目框架协议。 

内马铁路是肯尼亚 2030 年远景规划的旗舰项目，起点位于内罗毕，终点位于肯尼

亚与乌干达边境城市马拉巴，全长约 489.57 公里。项目建成后，将与蒙内铁路和乌干

达境内铁路接轨，并逐步与坦桑尼亚、卢旺达、布隆迪、南苏丹等国家的铁路实现联

网，构成东非公共交通的“大动脉”，进一步推动东非次区域互联互通和一体化进程。 

 

征地谈判总统亲上阵 

 

军乐队奏响国歌后，肯雅塔总统先是听取肯交通部部长汇报，紧接着观察内马铁

路宣传片。不顾正午时分猛烈的太阳，他又率众观看跨越内罗毕国家公园特大桥的架

梁过程。 

去年连选连任总统的肯雅塔对铁路项目倾注很多心力，甚至充当起和地方郡长商

谈征地拆迁的“首席谈判员”。在视察的当日，除了亲自召集沿线郡长开协调征地拆迁

的闭门工作会外，在中午午宴将近结束之时，肯雅塔总统突然走向靠近我就餐的郡长

专席，围坐下来不时耳语和郡长交谈，显示出十足的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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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马铁路一期工程中，最大桥梁是 200 孔特大桥，负责这个标段建设的中交二

公局项目经理王远航说，内马铁路建设几乎和蒙内铁路无缝对接，体现了肯尼亚总统

对中国施工和管理的认可，“全线建造使用中国标准设计施工、中国技术集成、中国管

理经验、中国机电设备。内马铁路将进一步推动中肯产能合作，增强中国在肯尼亚乃

至非洲大陆的影响力，奠定中国铁路标准在东非乃至整个非洲推广应用的基础。” 

 

以桥代路 长颈鹿不低头 

 

“肯尼亚是一个旅游国家，铁路沿线有很多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当地政

府对环水保工作非常重视，环保要求高。认真做好施工期间的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

是建设环境友好型工程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做好此项工作，”这是“内马铁

路”项目策划书中的一段原文。 

中国路桥公司肯尼亚标轨铁路项目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安爱军告诉大公报说，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蒙内铁

路项目的全生命周期坚持“绿色”的发展理念。在新的建设阶段，中国施工方将一如

既往的爱护肯尼亚生态环境，与各方共同维护野生动物植物的乐园，营造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美丽景象。 

目前有一种来自西方的批评声音，质疑穿越公园修建现代化铁路是否会给生态环

境带来负面影响。业主方肯尼亚铁路局长阿特纳斯告诉大公报说，在几个选线方案中

最终他们认可穿越公园线路，是经过通盘而周详考虑的，“从城市中穿越的话付出的征

迁代价太大，中国承建方已经有了穿越察沃公园修建铁路的经验，我相信中国人完全

能够在建设和运营中保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 

安爱军他们说到做到，曾经在青藏铁路积累丰富环保经验的他告诉大公报，在选

线设计中，重点考虑合理利用既有交通走廊，大部分路段与既有铁路贴近并行，最大

程度减少对土地的占用。此外，在施工设计中，注重减少施工过程及后续铁路运营对

当地自然环境的影响，专门设计多处野生动物穿越通道、桥梁、涵洞，满足各类动物

通行需要，长颈鹿通过都不用低头。采用“以桥代路”的设计方案穿越察沃和内罗毕

国家公园以及基博科湿地等段落，保障生态完整性。 

至于运行设计，中国施工方会在公园和居民区域安装隔音围挡，尽可能减低列车

通过噪音。在大公报记者看到的设计底稿中，甚至每一座车站的外观和自然环境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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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融合，不少肯尼亚元素会充分展示非洲的标志性形象，生动诠释建筑特点。 

 

恩贡山下修隧道  创东非百年工程史纪录 

 

传世名著《走出非洲》的作者凯伦布里克森在开篇写道，“我在恩贡山脚下有个咖

啡园”。对当地人乐善好施的她一定不会想到，将近一个世纪后中国施工企业能穿越恩

贡山修筑铁路隧道，那些曾接受她美意的当地人后代更得到中国企业的巨大实惠。 

从内罗毕市区往西南方向大约 15 公里，就到了恩公山隧道的施工营地。西安人于

玺贞是去年毕业参加工作的新大学生，学习隧道工程的他算是学有所用, “贡山隧道是

肯尼亚最长的铁路隧道，创下东非百年的工程史。我刚毕业就能参建这样的历史性工

程感到很幸福。” 

恩贡山隧道净高 7.6 米，净宽 6.4 米，穿越五条断裂带，其中两条为活动断裂带，

施工空间狭小，施工组织难度大。于玺贞介绍说，隧道地形起伏大，隧道进口地势整

体较为平坦， 洞顶整体较为平缓。不过隧道出口就十分陡峭，多危岩，崩塌和落石。

隧道内部地质变化大，很不稳定，地质风险高。 

于玺贞说，除了施工技术要求高外，隧道工程还格外看中安全管理。这个隧道营

地的安全教育和管理是一大亮点，不仅劳动保护器具齐备，进入隧道安全员还会逐一

登记检查，隧道外的电子显示屏则实时显示掘进进度以及气体浓度和湿度等安全信

息。 

黑人安全员卢卡斯家住在附近，他告诉我说和中国工程师在一起工作学到很多新

的职业技能，而那些隧道工人同胞更能成为肯尼亚首批掌握隧道工程技术的专才，未

来显然不愁找不到工作。 

差不多一百年前，凯伦布里克森用一己之力给当地人谋福利。如今，中国的施工

企业也做了不少好事，在尽可能增加当地就业之余，这个营地还准备引入天然水采用

水处理和收集系统，把隧道工程产生的饮用水无偿给当地居民使用。卢卡斯说，他这

是第二次受聘于中国企业，“如果中国企业未来还有留在我们国家，我还想跟着他们

干。” 

 

铁路园区联动   互联网小城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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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从靠旅游产业创汇的单一经济支柱再到区域物流中心，铁路成为国家发展

提速器。在铁路沿线，许多原本一片萎靡荒芜的小镇被规划成物流园区，甚至以互联

网和云服务为特色的物流城也呼之欲出。 

凭借着铁路和港口的双重优势，蒙巴萨港继巩固自己东非第一大港的地位，这里

还有一块规划占地面积 12 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蒙内铁路运营公司总经理李久平告诉

我说，这个经济特区的最大优势是港铁联运，入驻企业不仅享受经济特区法等政策优

惠，还能够双边及多边贸易协定，坐拥庞大的区域共同市场。 

四年前我途径阿西河附近时四下还只是一片荒芜，如今依托铁路逐渐建立成一个

物流城。未来这里被规划为占地 900 英亩的现代综合物流中心，主要以集货运转运，

仓储、物流服务为一体 。李久平说，远期则会运用互联网和云服务，建设现代化智能

物流平台，可谓一座互联网小城呼之欲出。 

虽然内马铁路尚未落成，可是沿线也已经有不少产业园区破土动工，例如纳瓦沙

工业园和基苏木经济特区等。在内罗毕国家博物馆里，有不少反映肯尼亚历史风貌的

老照片，其中介绍道早在殖民时代，位于维多利亚湖畔的基苏木就是区域贸易中心。

另一幅画着铁路的宣传画则写道，效率和路网是一个国家繁荣的基石。 

从整个东非地图上看，现代化的铁路促进了沿线经济走廊、沿海经济走廊、蒙巴

萨经济圈、以及内罗毕经济圈以及维多利亚湖经济圈“两廊三圈”的形成。### 

 

资助百名学生留华  机务段员工近五成 

 

今年 4 月 20 日，由中国路桥资助的第三批肯尼亚赴华留学生送行仪式在内罗毕举

行，40 名当地学生开启为期 4 年的铁路相关专业本科教育。作为前两批的优秀学生代

表，丹尼尔告诉我说，他们在中国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中国的现代交通发展全球

领先，我在交通博览会上就遇到了全世界的专家，这种机会十分难得。” 

身为肯尼亚人的丹尼尔，会在中国的国庆日时在社交媒体发布“我爱你，中国”，

像他这样受资助学生内心大多怀有“热爱中国，建设肯尼亚”的情愫。在蒙内铁路运

营中心的机务运用车间中，一名肯籍机务员工如数家珍般地告诉我，他们这里有肯尼

亚员工 103 人，包括副司机 74 人，整备工 5 人，保洁工人，转盘司机 4 人，油脂发放

工 7 人，救援起重工 6 人，化验员 1 人，占到整个机务运用车间人数一半。 

机务运用车间破天荒地给从没有现代化铁路运营经验的非洲带来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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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铁路机务管理的核心，主要工作包括编制机车周转图和机车运用计划， 供

应质量良好的机车以及严格按照列车运行图行车，安全正点地完成列车牵引任务等。

每天和中国中车生产的机车打交道，这里的肯籍机务员工称， 来自中国的动力正每天

不断地帮助肯尼亚铁路公司实现“联通国家、富裕民众”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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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200 基建项目落地 注入经济强心剂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打造黄金时代 

 

大公报 李理 

 

6 月 24 日的内罗毕洲际酒店大会议厅里，云集了来自东非地区肯尼亚、埃塞比

亚、南苏丹以及西非尼日利亚等几十名专家学者，他们全天讨论话题只有一个：“中非

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成效与经验”。中肯携手落地现代化铁路给全球非洲问题研究者提供

了新的样本，有助于打破西方援助非洲的旧有思维范式。中国驻肯尼亚大使孙保红

说，蒙内铁路是“一带一路”建设和中非产能合作重要成果，其成功建设运营为中非

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提供了多方面的经验和启示。  

在中非关系研究者必读书《龙的礼物中》，作者黛博拉既赞赏中国为非洲带来的财

运和机会，也提到了中国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有评价说，这本书彻底颠覆了“中国在

非洲是一个轻率的援助者”观点。在内罗毕，与会的非洲各国智囊则一致同意，由中

国资金支持的“交钥匙”且管理得当的大型基建工程，能够给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注入

良心强心剂，不会轻易造成债务负担。 

面对一些人对劳工和环保标准的疑问，中国外交部中非合作论坛事务大使周欲晓

在会上时常用英语即席发言。对于有人称似乎项目上中国面孔多了些，他不徐不疾的

回应道，“请大家放心，现在中国的人力成本也不断上升，要不了多久，恐怕未来你们

想让我们多带一些中国技术工人来帮忙，我们都是有心无力。” 

 

中非合作  黄金时代 

 

周欲晓告诉大公报说，据不完全统计，论坛约堡峰会以来，中非双方在交通、电

力、电信等领域已完成、正在或即将实施基础设施项目 200 余个。相关项目的建成和

运营、对完善地基础设施、助推本国工业化进程和经济社会民生发展、促进区域互联

互通和一体化发挥了积极作用。孙保红则称，当前中非合作正进入 “黄金时代”和

“深耕时代”，中非双方应不断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进一步夯实中非互利合作的基础，

打造更多的合作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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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欲晓说，近年来在中非双方共同努力下，中非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各领域

合作深入推进，开启了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征程。这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合

作是一个突出亮点。他指出，今年 9 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对中非关系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中非双方达成的共识，峰会将以“合作共赢、

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重点聚焦中非共建“一带一路”、联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2063 年议程》等领域合作。中方期待着此次峰会在

促进中非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方面推出有力的新举措。 

主管非洲事务的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此间在北京透露，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将把中方资金、技术、装备、人才等优势，同非洲自然资源、人口红利、市场潜力等

禀赋紧密对接起来，出台务实合作新举措，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授人以渔  技术转移 

 

孙保红表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非合作的重点。中非在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提升了非洲的基础设施水平，带动了非洲相关产业的转型升

级，促进了非洲经济的快速发展。 

肯尼亚交通和基础设施发展部副部长马林加向大公报指出，中肯基础设施合作不

仅推动了肯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也为肯方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中国交

建旗下所属中国路桥为代表的中资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当地开展人力资源培训

和技术转移，为中肯关系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学者：东非基建面临三大不足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教授张艳茹最近几年都把研究重点放在东非交通网络

上，这名埃塞俄比亚梅莱斯领导力学院访问学者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说，东非基建

面临三大不足。 

一是部分交通设施老化难以满足货运需求。在东非地区，肯尼亚、乌干达等国家

铁路以米轨铁路为主，从乌干达坎帕拉通往蒙巴萨港的窄轨铁路全长约 4000 km，实

际速度约 40 公里/小时。火车单列货载重量为 1000 吨，可运集装箱数量为 34 个标准

箱。2012 年全年运货量约 150 万吨，完全不能满足周边国家日益增长的货物贸易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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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二是现代化物流交通网络建设不足。作为东非港口物流枢纽的肯尼亚，为改善周

边国家贸易物流服务环境，大力发展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管

道运输建设。但目前肯尼亚铁路货运量在整体运输业中的比重仅占 7%，尚未充分开发

铁路作为陆上现代化陆运工具优势，东非现代化铁路经济发展建设不足。由于铁路运

输能力有限，内陆运输通往蒙巴萨港货物运输依然是公路运输为主。而公路基础设施

尚在更新，由于道路年久失修，运输时间较长，运输效率偏低。 

三是内陆物流运输成本居高不下。根据联合国对非洲港口调查数据显示，非洲地

区运输成本占商品进口成本的 12.65%，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在非洲内陆国家尤为

明显，运输成本占比达 20.69%，由此，商品贸易成本很难降低。 

张艳茹说， 内陆运输网络、运输的可用性和效率是港口物流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要想提高以蒙巴萨港为枢纽的东非港口物流竞争力，促进东非贸易发展，需要港

口腹地物流现代化建设的强有力支持。 

根据世界银行 2016 年公布的全球物流绩效指数，肯尼亚的国际物流绩效指数为

3.33，位居东非第一位，非洲第二位，仅列南非之后，世界排名第 42/160，交通与港口

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使物流绩效得到显著改善。肯尼亚根据《2030 年远景规划》，未来

五年将继续投入 400 亿美元用于进一步改造升级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 

张艳茹表示，蒙内铁路终将实现连接东非共同体 6 国的远期规划，全长 2700 公

里，成为东非第一条铁路大动脉，促进东非港口腹地物流现代化建设。 “一带一路”

倡议背景下， 蒙内铁路不仅是非洲物流与贸易之路，发展与希望之路，而且是中非合

作与友谊之路。 

 

非学者赞中企环保尽职尽责 

 

在西方不时给中企在非洲投资行为“找茬”的时候，非洲本地的学者却中肯清醒

地表示，中企是负责任的投资者，看待中非大合作框架中的项目只有参与者最有发言

权。内罗毕大学运输和物流系教授因拉都告诉大公报说，“我对蒙内铁路项目有深入的

观察，社会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做到和环境保护寻找到平等点。” 

因拉都表示，现在有舆论把非洲国家向中国借贷搞建设等同于造成债务负担，这

样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说法。据他研究，只要做好借贷规划，像蒙内铁路和内马铁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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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基建项目会产生持续的效益，不仅还贷不会成为问题，还会有力推动社会经济发

展、就业并增加财政收入。 

肯尼亚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经济调查报告显示，2017 年肯尼亚国内生产总值

（GDP）增长 4.9%，其中旅游部门表现最为抢眼。去年肯尼亚全国旅游业收入增长了

20.3%。到访肯尼亚的国际游客数量增加了 8.1%，达到 144.88 万人。  

因拉都表示，肯尼亚国民经济结构单一，财政收入主要靠旅游。有了现代化的铁

路助推，现在国内旅游市场已经部分淡旺季。此外，铁路沿线涌现出的越来越多的工

业园也令肯尼亚看到了布局制造业的发展希望。 

尽管赞誉有加，但他也不忘提醒中企要更加细致地做环评工作，特别是倾听铁路

沿线社群的声音，“外界最关心铁路对地表和地下水、植被以及国家公园的影响。” 

来自西非国家尼日利亚社会经济研究所的地理学博士达拉默拉（Daramola)则向大

公报指出，中企在非洲的许多大型基建项目绕不过环评门槛，特别是在跨越公园修建

铁路要考虑对动物行为的影响，“我知道你们在生态环境脆弱的青藏高原修建了一条铁

路，动物可以不受影响地迁徙，这些经验完全可以在非洲复制。” 

与此同时，达拉默拉还希望中国投资者能把已经在中国自己的国家公园内使用的

科技手段引入到海外项目中，“例如对动物行为的白天和夜间跟踪，还应该引入大数据

技术。如此一来中非学者能够联手研究到底如何来提高动物福利，最大限度减少铁路

对动物的影响。” 

 

巾帼大使的“非洲梦” 

 

孙保红是中国目前为数不多派往非洲的女大使，早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就她就和

非洲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非洲司科员再到驻南非使馆，后来又在非洲司做了多年副司

长。来肯尼亚履新之前，她在阿克拉度过了四年的中国驻加纳大使时光，推动并见证

中国保持加纳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来源国地位。 

孙保红在她位于内罗毕的官邸告诉我说，她从到肯尼亚来的第一天就感觉这里很

熟悉，完全没有到新环境工作的生疏感，可见她过往职业外交生涯对非洲感情至深。 

孙保红到任后迅速开展工作，在我到访内罗毕的几天中，她的日程表都排得满满

当当，除了给出席中资企业在肯项目的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她还陪同肯雅塔总统视

察了内马铁路铺架作业现场。身为常驻联合国环境署、人居署代表，孙保红还出席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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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内罗毕办事处主任泽维德女士离任招待会。 

秉着“真实亲诚”对非合作理念的孙保红说，今年正值中肯建交 55 周年，两国友

好关系历久弥新、历久弥坚，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她用数据佐证，中国已经连续三

年成为肯尼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投资来源国和第一大工程承包方。2018 年到肯

尼亚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有望达到 10 万人次，每周将有 10 趟直飞航班往来于中肯两

国。 

对于蒙内铁路，孙保红评价它很好地诠释了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和正确义利

观，体现了“一带一路”坚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

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型范例。围绕这条铁路的故事还在

继续，必将对中肯、中非友好关系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肯尼亚《国家报》记者萨乐顿告诉我说，孙保红大使履新之初就在这家主流媒体

上发表署名文章，字里行间完全可以感到这名女大使对非洲对肯尼亚发自内心的热

爱。孙保红在那篇文章中写道，“从事对非外交工作 20 多年来，我走过 30 多个非洲国

家，对非洲大陆感情深厚，亲眼见证了这片古老土地的巨大变化，也深刻理解非洲人

民对和平与发展的渴求。我非常荣幸能够继续见证和参与非洲发展的历史进程。” 

孙保红说，中国和肯尼亚都在为实现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而不懈努力，中国驻肯

使馆将继续支持肯尼亚政府和人民为实现发展做出的努力，支持肯尼亚实施“2030 年

远景规划”和“四大发展目标”，推进中肯友好关系及各领域务实合作。     

“作为首位中国驻肯女大使，我既要发扬中国女性善良亲和、坚韧不拔的优秀品

质，也要展现新时代女外交官自信干练、不让须眉的良好形象，以时不我待、只争朝

夕的精神，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全力以赴地推进中肯各领域交流与合作，”这是孙保

红的心里话，也是这名“巾帼大使”矢言将中非合作推向更高台阶的最好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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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合作新时代 携手命运共同体》全媒体报道 

 

 

 

 

http://event.takungpao.com/zf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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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在东非：空难背后，那些在埃塞俄比亚追梦的中国面孔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吴雨浓 

 

 

早晨八点左右的博莱机场，埃塞俄比亚航空的部分飞机检修中。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我算是埃航的铁粉。” 

刚到非洲的那几年，林立涛经常奔波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以下简称“亚

的斯”）和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之间，选择埃塞俄比亚航空（以下简称“埃航”）几乎成了他

的习惯，至今已累计搭乘了数百次。 

早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就被看作是“第三世界中最可靠和最赚

钱的航空公司”。这家人称“埃塞最大国企”的航空公司，连结全球 85 个国家，提供了从

其首都中转到非洲 30 多个国家、50 多个城市的航线，也是中国飞往非洲各国最便捷的

航空通道。“埃航的飞机都比较新，而且基本所有非洲国家都能飞。”林立涛说。 

自从 2011 年常驻亚的斯之后，林立涛到内罗毕执行公务也是常事。上午出发时，

这个处在高原的城市正逐渐迎来太阳，夜晚残留的凉意很快散尽，林立涛熟悉地走进博

莱机场安检区域，脱掉鞋子，抽出皮带，汇入人流。 

这个机场年吞吐量达 900 万人，墙上挂着“埃塞俄比亚机场，非洲的桥梁”的标语。

与之相对的，是不到 30 个值机柜台，5 个海关入口和 2 条起飞跑道。有些当地华人戏

称，人多的时候，挤得像地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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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的博莱机场值机柜台，人流尚且稀少。 

 

穿梭在东非两大都市——亚的斯和内罗毕之间的航线每天四班，是埃航在非洲频次

最高的航线，而 ET302 不过是这几班“公交”中的一班，飞行的时间比京沪航线还要短。 

北京时间 3 月 10 日下午五点，东非时间当日中午，刚调回北京工作几个月的林立

涛得知了埃航 ET302 的波音 737 MAX8 型客机坠毁的消息。据报道，机上 149 名乘客

与 8 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其中包括 8 名中国公民——4 人为中国公司员工，2 人为联

合国系统国际职员（包括 1 名香港居民），另 2 人为因私出行。 

 

年轻的土地与中国开垦者 

 

在林立涛的印象中，从亚的斯出发的飞机常常几近满载，尤其是飞往内罗毕的航班，

起飞的时侯，他通常在小寐。 

的确，相比绮丽迷人的热带雨林、高耸入云的冰川雪山，亚的斯飞往内罗毕的沿途

似乎没什么好看的。除了七八月份（当地雨季），这一路常是一片晴空，可望见因干燥呈

现金色的平坦高原。“坐了这么多年，也就遇雨季期间会颠簸的比较厉害。”林立涛回忆

道。 

在飞往内罗毕的飞机上，太容易遇见熟悉的中国人。来埃塞的中国人很多，圈子却

很小，在这里，只要你是中国人，就“都是老乡”。 

1998 年，林涛成为一家国企年轻队伍中的一员，离开祖国，追随着工程奔走在肯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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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等东非国家之间。那时候，他风华正茂，承载着中

埃两国的梦想，来到这片充满机会的大陆闯一闯。 

 

 

亚的斯亚贝巴街景，城市轻轨为中方承建工程 

 

“为什么要来非洲？”和林立涛类似，国企的徐建国也常遇到这样的询问。 

“在非洲的确苦，但我们很感谢非洲，我们这一代农村孩子很感谢非洲。”从乡村到

城市，英语专业的本科学位似乎并不足以帮徐建国在北上广立足，然而派驻非洲的工作

机会让像他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开启了人生的转向。 

最早来非洲时，他呆过西非的加纳。而到亚的斯，他所做的是帮助当地完善供电设

施，保证稳定的电力输送。要知道，即使在首都，停电也是常见的事，餐厅、宾馆把“备

好发电机”看作“常识”。 

“能吃苦、有毅力”是徐建国的信仰，看着大城市来的孩子几个月就呆不住回去了，

他在非洲一守就是四、五年。他记得有一次因公务飞去索马里，载着几十人的小飞机在

空中忽上忽下，他双手紧紧抓着扶手，全身肌肉紧绷，旁边的非洲大哥面色平静，有些

好笑地看着他。 

从西非到东非，今年刚 30 岁的他，已经从基层员工成长为企业在当地的核心领导。

平时，徐建国的一大乐趣是刷推特，在那些西方媒体指责中国的阴谋论报道下义正辞严

地提出反对。“可能我是个愤青吧？而且工作之余，似乎也没那么多别的事可以干，”他

坦然笑道。 

偶尔，他也会看不惯一些做研究的人：“非洲研究，很多人看的只是欧美人研究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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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人来了，也根本没在非洲呆几天，写两篇文章发表，吃吃喝喝，买几袋咖啡就走了。

没多少人想把这件事情做实。” 

亚的斯亚贝巴被看作是非洲的政治文化中心。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各国 NGO 在这

里设立办公室。作为非洲联盟的总部，每年 2 月初，非盟首脑会议都会在这里举行，街

头飘扬着各国国旗，欢迎非洲各国首脑的到来。 

 

 

非盟峰会期间，主干道两侧飘扬着埃塞和其它非洲国家国旗 

 

与之相应的，越来越多具有很高教育背景的人，开始来到埃塞工作、学习。有年轻

的联合国官员，有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做非洲研究的学者，还有耶鲁、北大、清华的博士

生、研究生……“有 150 万中国人在非洲，不在这里呆久一点，你很难理解我们扎根这

里的状态。” 

就像这次，面临突如其来的灾难，只有这些抱团取暖的人，才更能懂得唇亡齿寒的

寓意——这次，徐建国失去了他的朋友。“我们能感觉的是，身边的人走了，”即使这里

是他感恩的土地，也让他感到了危机，“再美也不是故乡。埋骨他乡，何等凄惨？” 

中国人是埃塞俄比亚第一大外国人群体，埃塞也是中国人在非洲最大的聚集地。有

的人说埃塞有三十万中国人，有的说有二十万；居住在首都亚的斯的华人，登记在册的

约有两万，但不少华人觉得，“少说也有十万人”。 

而亚的斯几乎 60%的工程由中国人完成——从城郊的莫托托山俯瞰全城，一栋高耸

的大楼矗立在城市中心。虽然还未封顶，但人尽皆知那将是“东非第一高楼”。那是中国

人建的——连同其它的“奇迹”一样，东非第一条城市轻轨、埃塞第一条高速公路、从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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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通往红海沿岸的吉布提港的电气化铁路，都是中国人建的。有人说，在首都几乎能找

到所有中国搞建筑的大型公司。 

 

 

亚的斯市内在建的大型体育场，同样由中国公司承建 

 

这是属于海外中国建设者共同的成果、每个人的勋章。然而“成绩”背后的辛苦，只

有他们自己知道。 

驻外记者李卫国也是去内罗毕出差的常客：“到现在都不敢看航班号。”事发后他第

一时间赶往坠机现场，被砸成了陨石坑的地面、连续两夜缺席的睡眠，构成了一种无力

感。紧贴着博莱机场，由中国公司承建的新航站楼正在隔离带中紧张建设，而 ET302 坠

机现场的救援队伍中，也包括中铁七局和中国交建。他们的路，还得继续。 

 

在路上的非洲之梦 

 

要比飞机飞得高更多，直到可以从卫星的视角俯瞰，就能看出埃塞处在非洲大陆形

似“犀牛角”的东北部——人们喜欢叫这片地方“非洲之角”。其中，沿海的地域被厄立特

里亚、吉布提和索马里地区占据，它们围绕着埃塞这个内陆国，为它勾勒出与非洲之角

几乎完美吻合的轮廓。 

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几乎就落在埃塞国土的正中心。往北飞，有壮丽的火山、硫磺湖，

有令人惊叹的岩石教堂；往南飞，有东非大裂谷和丰沛的瀑布，还有几近消亡的原始部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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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去过埃塞所有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林立涛热爱摄影，用相机定格非洲，是

再合适不过的了，而在往返亚的斯和内罗毕的沿途，他不怎么爱看风景，因为早就“看习

惯了”。 

与林立涛、徐建国都不同，李海在埃塞的中国民营企业工作了快四年，“民营企业在

这边投资，几乎是没后路的，身家性命都押在这儿了。”他与徐建国算是同龄，两人关系

不错，周末的时候，他有空就跑到徐建国的家里吃饭，聊聊天。 

上次从国内飞回埃塞，他把自己 21 公斤行李托运额算得清清楚楚——行李箱里塞

了几乎等重的书，“这边网络不好，晚上出门逛又不安全，下班回家，除了看书，真的没

别的什么可干了。” 

“我常觉得，在这里‘过一年老三年’，人好像衰老得很快。”他记得在非洲呆了一年

多后第一次回国，不知道遍布街头的共享单车是什么东西，根本跟不上国内城市的生活

节奏，“所以有时候又觉得非洲很好，可以相对安静的读书、思考人生，这在国内几乎是

不可能的。” 

 

 

春节假期结束，几个中国员工刚回到厂房宿舍，埃塞员工帮他们搬行李。 

 

作为一家中资陶瓷厂的销售总经理，钱文则谋划着自己的产业版图。过完了元宵节，

他便赶往博莱机场，搭乘航班飞往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在那里，新的陶瓷厂正式投产，

他们陶瓷产业的版图正从非洲到中东缓缓拉开。 

他在埃塞投资的开始也恰始于博莱机场。2016 年，随着国内房地产行业的降温，陶

瓷产业跟着走了下坡路，钱文开始了海外商业考察，从沙特到坦桑尼亚，正当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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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回国时，在埃塞俄比亚转机的他看到了机会——初具规模的机场、不算贪心的海关、

夜晚灯火通明的街道和怡人的气候，都给他留下了好印象。 

同年，他选择了在距离首都不远、由中国民间资本投资的东方工业园，设厂投产。

短短两年过去，整个工业园里，无人不知这家陶瓷厂效益很好，昼夜不停的生产也始终

供不应求。 

除此之外，东方工业园里其它中国厂房也都高速运转着：“白菜价”的拖鞋和运动鞋

供不应求，两三百人的小厂争分夺秒；七百余名工人的服装厂，日产一万件约合 30 人

民币一条的牛仔裤，仍然供不应求；拥有两三千名员工的鞋厂生产着运往欧洲的出口产

品；刚刚投产的制药企业，仅靠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订单就足够忙得不可开交。这些都是

非洲的“中国制造”，他们瞄准这个上亿人口的非洲大国，享受着政府提供的“投资前几年

免税”政策，试图重写中国模式的奇迹。 

 

 

东方工业园内的中国鞋厂 

 

钱文所在陶瓷厂的销售办公室设在亚的斯市中心，从窗前可以看到车水马龙的主干

道博莱路，“这条街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如果这里还不安全，我们还能跑到哪里

去？”2019 年春节期间，几起针对中国人的抢劫事件接连发生，亚的斯华人们的精神多

少有些紧绷。 

“所以总是要走的，”坐在办公室的沙发里，钱文拉长了音调，“一年也好，五年也好，

二十年也好。我们创造的，最后也只能是埃塞人的，就像中国当年也一样，以前很多国

外的品牌在中国落地以后，最后还是中国的。何况你想啊，来在这里赚钱是我的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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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子不一定想，这里说到底不是我们的家。” 

要比钱文早得多，李洁记得自己第一次来埃塞，还是高中刚毕业的暑假，那是 2007

年。那时当政的梅莱斯总理十分认同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多次访华，并亲自到广

东招商引资，吸引中国投资者到埃塞——李洁的家人便在其中。 

“那时候真是躺着都能赚钱”，她回忆道。大量中国基础建设工程齐头并进，她家的

水泥厂从没愁过订单。 

数据显示，2006 年到 2015 年期间，中国在公路、铁路、工业园区等众多领域提供

了超过 130 亿美元的贷款。然而，随着建设趋于饱和，埃塞政府欠的钱也越来越多，梅

莱斯总理去世后，政局、相关政策面临转变，埃塞走向何方，谁也没有定论。 

 

 

东方工业园外等待工作机会的埃塞人。 

 

现如今，李洁的家人早已撤资回国，她却在亚的斯安了一个家，一年里必有一半的

时间呆在埃塞。埃航事发时，她正在北京攻读公共管理硕士的课程。她是个人尽皆知要

“玩遍非洲”的女孩，第一时间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问候。 

两年前，她乘坐过 ET302；为一些投资找地，她曾好多次去过飞机坠入的那片农田。

“只能尽量以平常心对待了，所以才要过好每一天。”这个几乎每月都会搭乘埃航往返北

京和亚的斯的女孩想得很开。 

 

脆弱的异国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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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涛记得，那班往返于内罗毕和亚的斯的飞机恰好不在用餐时间，提供给乘客的，

往往只有简单的饮料、小面包以及一张餐巾纸。餐巾纸上印着埃航的标志，来自埃塞俄

比亚的国旗的绿、黄、红三色，形成鸟的翅膀一般的形状。 

当地一家可以品尝埃塞国菜“英吉拉”的特色餐馆，也可以看到埃航飞机的模型。 

这个标志除了遍布埃航飞机和博莱机场，也会在亚的斯市内的大小宾馆、旅游特色

餐厅露脸，还会神奇地出现在一些中餐馆餐桌的玻璃桌面下。 

玻璃桌面下，压着的正是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香港的埃航直飞航班时刻

表，中文书写，还包括详细的机票预订流程和注意事项。 

中国是埃塞航空最大的海外市场，每周有多达 34 个航班直飞中国，埃航也招收了

一些中国籍空姐。而在埃塞开中餐馆、超市的华人，有的会和这些空姐比较熟络。王诚

就是其中之一——为了帮当地华人搞点“家乡味儿”，而又不至于负担关税和海运费用，

他会让空姐帮忙捎带一些国内的东西，柑橘、五香瓜子、酸奶，甚至榨菜、十三香，论

公斤给空姐付钱：“离家在外的人，都想吃点家里的口味嘛！” 

王诚来埃塞开中餐馆不过两年，他带着赚钱的梦想来，来了才懂人在海外的辛苦，

每次和当地员工交流，他总是中文夹杂一点英文，有时候还带几句阿姆哈拉语（当地官

方语言），兼顾着肢体动作表达意思，一来二去，员工们也能明白几句中文了。 

“当地员工每天盯着你有没有偷税漏税、有没有对员工不好，一旦举报你，被罚就惨

了。”他总是叹气，“哎呀，哪儿都不好赚钱，但是相比国内你没什么可消费的，那也算

是攒下钱了。” 

过年期间很多中国人都回家了，餐馆看起来有些冷清，电视上循环播放着春节联欢

晚会，有中国老乡来了，他拿出满满一盘瓜子，捧着金灿灿的小橘子招待。 

 

一家中餐馆的院子里，埃塞员工在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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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诚只是众多中餐馆中的一个。他开店的区域属于亚的斯被称作“China Market”（中

国市场）的地方，这里最早因为靠近卢旺达使馆，而被称为“卢旺达菜市场”。 

从 2000 年左右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驻埃塞，尤其是进行大型工程的

企业，食物采购成了不小的一笔投入。有商业头脑的中国人抓住了商机，从最初的倒卖，

到后来开设农场、自产自销，依靠着中国企业，这块菜市场兴盛起来。 

渐渐的，中餐馆、烟酒超市、KTV、理发店、洗浴中心、洗脚城等中国式娱乐服务

一条龙，顺理成章的形成了，服务着区域内数万华人。在这里，他们仿佛给自己造了一

个中国。 

住在附近的中国人都有几个微信群，某个饭店需要哪个中国农场运什么货，今天谁

带了哪个老总去哪个歌厅喝酒，甚至是 KTV 或者洗脚城里来了多少个小姐，一切都通

过微信群迅速传播着。 

 

 

China market 一家中国煎饼店里，埃塞姑娘在摊煎饼。 

 

然而这些无法填充他们的全部，今年春节的连环抢劫案件，也成为了微信群内广泛

传播的“病毒”。大年初二，一家华人开的珠宝店被五个埃塞人持枪抢劫，两个保安被捅

了五刀，紧随其后的，有华人超市，有中国企业的办公室...... 

“这样集中针对中国人的抢劫，之前从来没遇到过，是这次新年才发生的。”谁也不

知道仅仅是因为中国人过年，正是“有钱且不够警惕”的时候，还是故意针对着“中国人”

而来。然而不安的感觉也从没真正消散过。 

而随着政府税收政策的不断收紧，查税的人有时在店里一坐就是一天。因为埃塞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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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短缺的外汇，许多中国人赚了钱却不能换成美金，只好冒着违法违规的风险，以更高

汇率与来埃塞旅游、出差的中国人兑换当地货币，把资金转移到微信、支付宝转账回国。

“不这么干，你有什么办法？！”餐厅的合伙人嘬了一口茶，大声喊道。 

假如是人生地不熟的新人来了，不懂英语、不知道当地的法律法规，只好花钱求助，

却还可能被同是中国人的中介，骗得血本无归。 

“都不容易，挣点钱提心吊胆的！飞机又掉了，都崩溃了……”李松民也是中餐馆老

板，这个北方汉子说话向来豪爽，可谈及这件事，也忍不住感慨失语。 

埃航失事之后，老乡群里出奇的有些寂静，唯有一篇名为《下一次我回家的时候，

请紧紧地抱一抱我》的文章，在华人圈疯转，短短两三个小时内，达到了 10w+的阅读

量。文中的话，说出了王诚心底不知如何表达的东西：“当坠机的那一刻，他们心里想的

不会是神，也不会是财富，一定是朝思暮想的爱人和最宝贵的家人吧。” 

孩子的母亲已经离开，王诚的父母在国内老家带孩子，在外赚钱很重要的原因，就

是“供小孩读书”。中埃混血的小姑娘 Angel 来店里玩的时候，他会抱着她、逗她吃橘子。

可一年也就回国一两次的他，有时甚至不知道该如何跟家人亲近。 

 

 

一家中国民营企业，办公板房也贴了春联。 

 

 “在国外呆久了，没有亲情的关怀，就会人情冷暖。”王诚感叹。北京时间和亚的斯

时间相差 5 个小时，东非高原上每个结束工作的傍晚，都是家人已经熟睡的深更半夜。

而对于非洲，遥远的中国永远有太多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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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飞机失事后，我妹妹第一句话就是‘以后别去非洲了，飞行员和飞机不靠谱’。”

林立涛在非洲呆了整整二十年，在 2018 年底刚调回了国内，而这种不解始终存在。 

“我见过很多埃航的飞行员，水平比较高，有些还是岁数大的白人，我觉得飞行员的

失误概率比较低，尤其是起飞阶段。”林立涛说。 

他记得，亚的斯与内罗毕往返，大多数时候天气都很好。每次飞机要降落内罗毕的

时候，都可以看到广袤的非洲大地。内罗毕焦莫肯雅塔机场就建在内罗毕国家公园旁，

在停机坪便可以看到远处的肯尼亚山。 

而每次从内罗毕返回亚的斯的时候，他都习惯早去，这个联合国非洲总部的所在地，

堵车也出名的严重。“一般就早点出发去候机，写写材料，处理公务。”常常飞行这条航

线的人，早有了固定的习惯，而对没有归期的旅行者来说，一切戛然而止了。 

徐建国说，这里大部分中国人都是跟着企业来的，大约 80%是国企、央企员工，另

有将近 20%是民营企业。可以想见，个体经营户大概只占统计饼图上约为一条线的体积，

但却一样不可忽视。因为如果有一天大型企业都收工、离开了，这些人或许会留下，成

为这块土地的一部分。 

“这次空难就像是平静的湖面上起了一个小小的涟漪，马上就会恢复原本的平静。”

总是叹气的王诚又叹了口气，“一切照旧，生活还要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