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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习近平主
席有几句掷地有声的话，让人印象深
刻——

“任何人都不能破坏中非人民的
大团结！”

“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非人民振
兴的步伐！”

“任何人都不能以想象和臆测否
定中非合作的显著成就！”

“任何人都不能阻止和干扰国际
社会支持非洲发展的积极行动！”

这四句话，是习主席在系统阐释
中非特色鲜明的合作共赢之路的同时
提出来的，非常坚定地表达了一种中
国态度。

中非合作，首先是中国和非洲这
两家之间的事情。在这个层面上，中
国的态度是鲜明的，四大特点：其一，
真诚友好、平等相待，这就是习主席
总结的中国对非的“五不”原则；其二，
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多予少取、先予
后取、只予不取，这是中国人倡导的义
利观；其三，发展为民、务实高效，中国

之所以在中非合作中言必信行必果，
为的是中非人民福祉的增加；其四，开
放包容、兼收并蓄，这是说在合作问题
上，中国没有排他的态度。

但是话说回来，中非合作又不仅
仅只是中非两家之间的事情。地球村
里各家各户，相互关系千丝万缕，人类
命运紧密相连。任何国家和地区之间
的合作与对抗，都会产生全球性的影
响，也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舆论。

中非合作开展得好，一方面为世
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与非洲的合作打造
了样板，一方面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和
地区与中国合作提供了经验，甚至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树立了典范。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恰恰就是
在这样一件好事上，国际上也有一些
怀疑质疑甚至居心叵测的声音。有人

说中国援助非洲是图谋政治私利，有
人说中国掠夺非洲自然资源，有人说
中国向非转移落后产能……总之是要
派中国的不是，这就叫“欲加之罪，何
患无辞”。炮制和传播这种言论、甚至
持此论调倒行逆施的人，独独无视中
非合作给非洲的工业建设、基础设施、
教育医疗、民生就业等方面带来的巨
大改善，独独无视非洲人民因切身体
会而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的友好感情。

对此，中国的态度也是鲜明的。
“任何人”！“都不能”！这就是态度。
既有菩萨低眉，也有金刚怒目，既然世
界上的事情总是有是非的，中国当然
要体现自己的是非观，让世界更准确
地了解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真实看
法，以免总有人拿中国的克制当软弱。

在中非合作的广阔前景里，“一带

一路”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五年来，共商共建共
享的理念和举措，不仅仅给中国和非
洲，而且给沿线许多国家和地区带来
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合作空间。但是，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
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你的发展
好了，机遇多了，他的“地缘扩张论”

“规则破坏论”“经济掠夺论”“债权帝
国主义论”和“环境破坏论”之类的陈
词滥调也就跟着来了。

我们好好地种着庄稼，蝲蝲蛄又叫
起来了。怎么办呢？实际上就是三条：

一是寻求理解。误解之所以发
生，常常是因为文化传统不同、历史记
忆不同、思维习惯不同，中国应该用他
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把自己讲清
楚。中非合作就是好例子，中国和非

洲有相似的历史遭遇，也有相似的发
展愿景，从过去和未来出发，容易找到
共同语言，来谋求共同发展。当非洲
老百姓都爱看《媳妇的美好时代》这样
的中国剧了，这沟通还难吗？

二是划清底线。国际上有些人，
对中国不是误解而是曲解，不是误伤
而是中伤，对这样的人，寻求理解那是
缘木求鱼，应该划出底线。所谓“君子
交绝，不出恶声”，中国是文明大国，没
必要讲狠话讲脏话，但自己的底线要
讲明白，嘴巴和手脚长在那些人身上
我们管不着，可是对过了界的言论和
行为，“勿谓言之不预也”是必要的。

三是做好自己。这也是最根本的
一条。正是因为有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独立自主、40 年来改革开放、中共十
八大以来砥砺奋进，中国才在世界上

有了今天的地位和底气。归根到底
就是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当
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
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霸权主义单边
主义横行。但有道是“他强任他强，
明月照大江”“他横由他横，清风拂山
岗”，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步调一致稳
健前行，中国必能走好自己的人间正
道。

北京峰会东风强劲，新时代中非
关系前景广阔。传承中非传统友好，
深化中非政治互信，推进中非共同发
展，加强中非团结协作，习主席在主持
峰会圆桌会议时强调的四个“矢志不
渝”，同样掷地有声！

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民族向非洲、
向世界传递的真诚，推动人类共同进步
的行动，必将融汇成浩荡的历史潮流。

论坛规模
前所未有的大

50 多名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
脑出席峰会，联合国秘书长作为特邀
嘉宾、27个国际和非洲地区组织作为
观察员相聚北京——这是中非合作论
坛继 2006 年北京峰会和 2015 年约翰
内斯堡峰会之后，中非友好大家庭的
又一次大团圆，也是中国今年举办的
规模最大、外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主
场外交。

本次峰会规模空前，出席峰会的
各国领导人、各界代表人数及相关配
套活动都超过以往。更为特别的是，
自约翰内斯堡峰会以来，中非合作论
坛相继增加了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
西比、布基纳法索3名新成员，进一步
壮大了中非友好的力量，为中非合作
注入了新的动力。

此次峰会两天时间，可谓是行程
满满，成果累累。峰会期间，习近平
主席发表主旨讲话和演讲，和夫人彭
丽媛为各国领导人夫妇举行欢迎晚
宴，和论坛共同主席国南非总统拉马
福萨主持圆桌会议，同非方有关领导
人共同会见记者等。除多边活动外，
习近平主席还同与会的外方国家元首
和政府首脑等举行密集双边会谈会
见。这体现习近平主席对中非关系一
如既往的高度重视，为中非互利合作
注入更强动力。

本次峰会通过《关于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
2021年）》，为未来3年和今后一段时间
中非合作进行规划。这两份文件是对
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的有序承接与发
展，为中非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卢旺达总统卡
加梅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
方的努力已经充分表明，一个更加强
大的非洲是发展的机遇，与非洲合作
大有前景。

交往密度
前所未有的高

“合抱之手”，这是中非合作论坛的
会徽，更是中非友好关系的生动写照。

“中非合作要给中非人民带来看
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和实惠。”中非合
作，在一个“共”字。中国同非洲人民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携手打造责
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
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
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
立典范。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世界

大变局之中，中非如何继续携手同
行，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习近平主席宣布了未来3年和今
后一段时间重点实施中非合作的“八
大行动”——实施产业促进行动、设
施联通行动、贸易便利行动、绿色发
展行动、能力建设行动、健康卫生行
动、人文交流行动、和平安全行动。

“八大行动”涉及中非合作所有关
键领域，在总结中非“十大合作计划”成
果基础上，更具有针对性、普惠性、完整
性，为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指明了具体路径，成为本次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务实合作的最大亮点。

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许镜
湖认为，“八大行动”最大特点就是
体现一个“实”字，看得见、摸得
着。例如农业方面，中方提出支持非
洲在 2030 年前基本实现粮食安全，
目标非常明确。

博茨瓦纳中国友好协会执行主席
南庚戌认为，习近平主席宣布的中国
对非务实合作新行动、新举措高瞻远
瞩，这些新举措非常契合非洲各国经
济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相信这些举
措有助于把非洲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发
展动力，加快非洲工业化进程，提高非
洲人民福祉，更有助于推动中非合作

加速提质增效，也将为中非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

合作发展
前所未有的快

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
中非人口占世界人口近1/3。

独行快，众行远。发挥各自优势，
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是中非合作
的必由之路。依托“一带一路”，中非
致力于开拓新的合作空间，发掘新的
合作潜力，在传统优势领域深耕厚植，

在新经济领域加快培育亮点。
如何用好共建“一带一路”带来

的重大机遇？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
支 持 非 洲 国 家 参 与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愿同非洲加强全方位对接，打
造符合国情、包容普惠、互利共赢的
高质量发展之路，共同走上让人民生
活更加美好的幸福之路。

习近平主席为非洲国家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的方式和内容给出更加
清 晰 的 答 案 。 中 非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是言必行、行必果的合作之
路，是造福中非人民的共同繁荣之
路。中国欢迎包括非洲企业家在内的

世界各国企业家到中国投资兴业，也
积极鼓励中国企业家到非洲开拓发
展，携手共建“一带一路”。

“我们已经制定并在实施一项雄
心勃勃的经济金融改革计划。”乍得
总统代比发出邀请：欢迎中国企业家
赴中部非洲国家投资兴业。

在坦桑尼亚国会议员达拉利·卡
夫姆看来，中国在对非洲提供援助与
开展合作的同时不附加任何政治条
件，是非中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关
键。他相信，非中之间越来越密切的
经贸往来与多领域合作必将为非洲国
家带来更多机遇。

多哥工商会主席梅巴表示，中国
和非洲国家之间可以在“一带一路”
倡议下实现互惠互赢，创造出一种新
的协同发展模式。“目前非洲很多国
家不被其他国家所看好，现在中国给
了我们希望，我们一定能携手共进。”

中非关系
前所未有的好

2000 年，英国 《经济学人》 杂
志将非洲称为“绝望的大陆”。正是
在那一年，“中非合作论坛”应运而
生，开辟了中非集体对话、共谋发展
的新路径。

如今，非洲已成“希望的大陆”
“发展的热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
快的地区之一。中非合作正助力“非
洲雄狮”加速奔跑。

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
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中国与非洲
紧紧联系在一起。诚如习近平主席所
强调，任何人都不能破坏中非人民的
大团结，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非人民
振兴的步伐，任何人都不能以想象和
臆测否定中非合作的显著成就，任何
人都不能阻止和干扰国际社会支持非
洲发展的积极行动。

新时代中非关系正蓄积起强劲动
能，迎来广阔美好的前景。北京峰会
发出了构建更加紧密中非命运共同体
的新呼唤，谱写出“一带一路”对接
非洲发展的新乐章，制定了中非合作
朝着更高水平迈进的新路径，奏响中
非人民心手相连亲如一家的新旋律。

此次峰会向世界再次释放非中致
力于加强友好协作、促进发展中国家
大团结的强烈信号。非洲各国领导人
认为，这次峰会务实高效，成果丰
富，有力推动非中合作深入发展，开
启了非中合作新时代。

习近平主席在4日举行的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圆桌会议上发出号
召，“让我们以此次峰会为新起点，
秉持初心，团结一致，为实现中非共
同发展振兴的伟大梦想而努力奋斗。”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凝共识明方向

乘北京峰会东风，澎湃前行
本报记者 王 萌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凝共识明方向

乘北京峰会东风，澎湃前行
本报记者 王 萌

9月3日至4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中非领导人围绕“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主题，
共同规划未来中非合作前行路径，赋予中非关系与合作新的时代内涵。

中非命运共同体、“八大行动”、“一带一路”、北京宣言……本次峰会形成一系列新倡议新理念新纲领，为中非携手再出发指明方向。

盛装的青少年载歌载舞，欢迎参加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贵宾。
新华社记者 申 宏摄

9月4日，来自刚果 （布） 的记者 （前） 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新闻中
心工作。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9月4日，来自刚果 （布） 的记者 （前） 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新闻中
心工作。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9月3日，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欢迎晚宴文艺演出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图为演员表演《鼓角相闻》。 新华社记者 燕 雁摄

9月3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任何人”！“都不能”！
杨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