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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考察记 
祝 鸣 

 

 

2011 年 1 月 1 日—12 日，笔者随同工作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同

事访问了非洲肯尼亚、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三国，其中 1 月 6 日—9 日在津巴布

韦进行调研和访问。 

笔者将此次在津巴布韦考察归纳为三个特点：政治上的热情接待，对华态度

极其友好；经济上受到西方制裁，但国内经济已经好转；中津交流与合作成果显

著，潜力巨大。 

 

 

政治上的热情接待，对华态度非常友好 

 

在津巴布韦期间，代表团得到了中国大使馆、津巴布韦外交部、当地智库和

中资企业的热情接待。代表团刚一抵达哈拉雷机场下了飞机，就有中国驻津巴布

韦大使忻顺康和两位津巴布韦外交部的中级官员亲自来迎接。我们离开哈拉雷时

那两位津巴布韦官员还特别到机场贵宾室送行并陪我们聊天了 1 个多小时，这个

接待规格是我们之前没有意想到的，这也是我们在访问非洲三国中唯一“享受”

到这种接待的国家。 

津巴布韦代外长穆雷瓦和现任外长蒙本盖圭都先后接见我们代表团，其中外

长还特别从度假中抽空赶回来专程和我们进行会谈。而且两位外长的言谈中流露

出对中国的深厚感情与热情都很让人感动。代外长和现任外长和我们交谈的

后，都不忘加上一句：我们坚定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而我们和他们交流时

根本就没有涉及台湾问题，可见津巴布韦官方对中国的支持已经成为一种自发性

和习惯性的行为了。尤其是现任外长蒙本盖圭讲话之中的那种真情实感已经到了

热情如火的程度了，在讲话中涉及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关系、两国合作等情况的时

候，他已经不是光用“好”（good）或是“很好”（very good），而往往是连用 2

个或 3 个“非常”，变成“非常非常好”（very very good）或是“非常非常非常好”

（very very very good）了。这么高的评价弄得我都有点害羞，觉得有点受之有愧

了。因为从我们大使馆介绍的情况来说，中国对津巴布韦的援助等方面虽然也做

了不少，但也有很多改善的地方。 

 

 

经济上受到西方制裁，但国内经济已经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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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来津巴布韦前已经知道津巴布韦遭受着西方的制裁，经济情况不是非常

好，而且西方对津巴布韦的许多报道肯定有妖魔化的地方。但自己亲身走访了之

后才发现，津巴布韦的情况比自己之前设想的还是好了很多。虽然肯尼亚首都内

罗毕也是一个非洲的国际化大都市，但是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表面看来和其并没

有多大差距，而且大概因为气候关系，这里的绿色是郁郁葱葱、一望无际，看上

去非常舒服。街道市容也是整洁有序，路上行人也都表情平和。一切都和一个正

常的国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当然这肯定离它的鼎盛时期还有一定距离，所以有

一个中国商人说：看着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可以明显感到“昔日一个繁华城市

的背影”。 

在表象的平和之下，只要一用钱就能马上感受到西方制裁对津巴布韦造成的

巨大影响。津巴布韦一度是世界上通货膨胀率 高的国家，根据 2008 年 7 月官

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当时该国通货膨胀率高达 2.31 亿%。津巴布韦储备银行曾经

发行了面值为 100 万亿的津元纸币，创下了人类历史的货币面值纪录。2009 年 2

月，津巴布韦联合政府废除本国货币，允许多种外币同时流通，美元成为津巴布

韦合法货币。随后，美国大量被淘汰的旧纸币被运到津巴布韦。由于流通次数过

多，纸币肮脏甚至散发异味，当地居民便把纸币放到洗衣机里清洗、晾干后再用，

成为当地一大独特景观。由于市场上流通的美元辅币非常少，所以就美元而言 1

美元纸币就成为实际上的 小货币。但实际上当地的消费力还是相对比较低，例

如当地中国大使馆的当地雇员月基本工资为 150 多美元，已经相当于政府中下级

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但是在超市等地方所销售的物品还是有很多不是整数而是有

零头的，那购物时需要找零该怎么办呢。 

忻顺康大使介绍说，津巴布韦使用美元后曾经派出财政部长访问美国，希望

美国能给予大量辅币，以帮助津巴布韦国内的美元流通。但美国以津巴布韦遭受

制裁为理由拒绝了这一请求。当地华人介绍，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流通找零的问

题，一是直接给认识的人打白条，表示欠了多少找头，下次再来购物的时候就把

这些所欠的找头抵消这次购物的费用；还有个办法是如果对方也能接受的话，就

给点小糖果之类的小东西抵消零头。后来，本人还亲自经历了第三种办法 —— 

离开津巴布韦前，代表团的同事去超市购物，结果大概收银员看到是外国人，无

法以打白条的形式找零，竟然找了几枚硬币。我们仔细一看，竟然是津巴布韦邻

国南非货币（兰特）的硬币。 

津巴布韦的经济几年来受到几次比较大的冲击，先是因为土改问题遭遇西方

制裁，后是大选后的国内动荡，再是霍乱爆发对旅游业的打击比较大。当地导游

说：霍乱爆发对旅游业的打击比大选动荡都大，然后就是 近的全球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对西方旅客的影响自不用说，对中国游客也有影响。因为中国政府推出

了限制公务出国的新规定，导致中国游客访问津巴布韦的数量下降颇大。虽然津

巴布韦官方旅游数据还是显示访问津巴布韦的中国游客是明显增长的，但当地中

国导游说这数据实际上不足采信。不过中国华人在津巴布韦普遍生活得还不错。

当地华人导游介绍说津巴布韦的华人从绝对富裕程度上说比不上南部非洲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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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的南非，但是从相对富裕（和当地黑人比）程度来说则是南部非洲 好的。他

甚至说：“在津巴布韦的华人没有穷人。”因为遭遇西方制裁，中国制造的日用品

因为物美价廉的优势在当地占据了较大份额，尤其是在零售领域几乎已经把传统

势力较大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给排挤了出去。就中国商人在当地的内部竞争问

题，当地华人介绍说中国商人之间已经初步形成了行业自律的潜规则。如果在一

条街道上有两家中国商店的话，那如果之前落户的那家已经卖服装了，那另一家

就自动规避不卖服装而卖五金等其他产品，进行错位竞争。 

 

 

中津交流与合作成果显著，潜力巨大 

 

笔者在津巴布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深刻感受到了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合

作已经实实在在地给两国政府和人民都带来了好处：中国在那里援助的农业示范

中心已经在收尾阶段；中国在那里开展的医疗“光明行”行动给几百名白内障病

人成功实施了手术使他们重见光明；中国企业在那里的烟草种植、矿产开发等方

面已经形成规模，并且大企业比较注重在社会公益事业上的投入，已经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反响。 

当然这种帮助不是中国单向的，津巴布韦产品在中国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

位。笔者在那里意外知道，在中国人日常所抽的高档香烟“中华”、“芙蓉王”等

的原料配方中，津巴布韦烟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有一位津巴布韦前驻华大

使对我们自豪地宣称，中国知名的“中华”香烟中有 15%的烟草是津巴布韦烟草。

当笔者半开玩笑地问他，现在中国政府和民间开展禁烟工作的力度越来越大，那

日后你们烟草对中国的销路不是要受影响吗？他很认真地回答说：所以我们现在

需要实施“B 计划”，不仅要向中国出口烟草，还要出口其他的原材料。津巴布

韦学者也对我们介绍说，津巴布韦除了农业资源非常丰富外，钻石等矿产资源也

是非常可观。这方面可以成为双方未来进一步合作的领域。 

在文化和人文交流方面，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在津巴布韦大学开设了孔子学

院。此外，中央党校、中国国防大学、新华社等都已经或即将和津巴布韦开展相

应的党务、军事和传媒等方面的培训交流计划。可以说，就我们此次所走访的非

洲三国而言，虽然津巴布韦的硬件和国际化程度不是 好的，但得益于两国非常

友好的政治关系，这种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格局是非常罕见的。 

当然，在双方关系中还是存在一些小的问题。但是这种良好交流合作的态势

已经如同津巴布韦的赞比西河那样奔流向前，势头已经不可阻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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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给力的欧非峰会 
祝 鸣 

 

 

2010 年 11 月 29 日至 30 日，来自欧洲和非洲共 80 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

脑出席了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举行的欧非第三届峰会。会后通过的多份官方文

件承诺将继续推进双方在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关系。 
表面看来，欧洲和非洲之间合作基础良好，前景广阔。目前，欧盟为非洲的

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援助伙伴，双方的进出口占据了非洲对外贸易的 1/3 以上。尽

管历史上，欧洲国家对非洲的殖民统治造成了非洲深重的灾难，但这客观上也成

为双方密切的历史纽带。峰会召开前，就有非洲联盟的高级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虽然现在已经有中国、巴西等新兴大国在非洲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但欧

洲是非洲 了解的伙伴、欧洲对非洲也是 了解的。我们期待着双方更有效的合

作关系的诞生。  
三年前，在里斯本召开欧非第二届峰会之后，就曾有非洲媒体对峰会的未来

成果表示了谨慎的乐观，因为当时尽管欧非领导人形成了一些共识，但双方在人

权、民主以及贸易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有舆论认为当时双方所签订的《欧

盟—非洲战略伙伴关系》文件只是朝既定目标迈出的一小步。现在三年来的事实

表明，这一判断是正确的。此次峰会期间，南非总统祖马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自

从 2000 年的第一届欧非峰会以来，欧非双方所签订的各项文件的履行情况并不

令人满意。可以说所谓的欧非伙伴关系的成果并不多。之所以双方伙伴关系的发

展会出现如此不尽如人意的情况，笔者看来主要的责任还是在欧盟一方。 
首先，欧盟长期以来对非洲缺少“真心诚意”。虽然欧盟提出与非洲要建立

平等的伙伴关系，但是一直在言与行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欧盟方面的市场开

放和良政等要求往往存在着强加于人之嫌，让非洲很难接受。一个真正的伙伴关

系迄今都没有形成，所以非洲官员委婉地批评道：非洲应该被放在双方伙伴关系

的驾驶席上，而非乘客席上。 
其次，欧盟现在事务缠身而对非洲是“三心两意”。欧非峰会召开前后，正

好赶上墨西哥坎昆气候峰会与 2018 年和 2022 年世界杯申办的关键时期，英国首

相卡梅隆等欧洲国家首脑的心思就很难集中放在非洲身上了。法国和德国领导人

更是因为种种原因缺席了此次峰会，使得这次欧非“全家福”的聚会并不完满。 
更重要的是，欧盟现在和近期都会是“有心无力”。受金融危机波及，欧盟

自身也风雨飘摇，各国纷纷量入为出，削减对外援助，使非洲的发展受到较大影

响，尤其是双边贸易。由于经济不景气，2009 年情人节前后肯尼亚对欧洲的鲜

花出口较往年下降了 40％以上。在此情况下，欧洲能愿意投入多少资源以推动

双方关系深入发展值得怀疑。 
更让人难言乐观的是，此次会议依旧暴露出了包括移民等在内的非欧之间众

多的分歧，这些分歧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总之，欧盟目前自身所面临的困

难与机制上的弊病，都使得打造欧非之间真正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面临着不小的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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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与津巴布韦 2008 年选举危机 
刘伟才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下称“共同体”）是非洲 重要的区域政府间组织之一。共同体前身是 1980 年

成立的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 SADCC，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Conference），当时主要进行协调性的经济合作，奉行松散和弹性

的机制；1992，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因应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世界形

势和南部非洲区域形势的转变而革新成为共同体，寻求开展一体化的经济合作；

21 世纪初，共同体再次改革，除了进一步加深经济合作外，还开始关注区域内

的民主、法治建设和冲突解决等政治性问题，并建立了 “政治、防务与安全合

作机构”（Organ on Politics, Defence and Security），通过了相应的《政治、防务

与安全合作协议》（Protocol on Politics, Defence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政

治、防务与安全合作机构战略指示性计划》（Strategic Indicative Plan for the Organ 
on Politics, Defence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和《民主选举原则和指南》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Governing Democratic Elections）等文件。 
津巴布韦是共同体的创始国之一，也是重要的成员国之一。自 1980 年独立

以来，津巴布韦因为种族关系、土地分配问题等一直冲突不断。2008 年 3 月，

津巴布韦举行选举，随后因总统选举结果迟迟不公布而引发严重的政治、经济乃

至人道主义危机。危机持续蔓延，津巴布韦形势不断恶化，直到 2009 年 2 月摩

根·茨万基拉伊（Morgan Tsvangirai）就任津巴布韦总理、联合政府形成，危机才

在表面上告一段落。在这一过程中，共同体通过多种形式参与了问题的解决。 
 
 

选举危机的发生与发展 

 
2008 年 3 月 29 日，津巴布韦举行选举。此次选举是一次全面性的选举，总

统选举（Presidential Election）、众议院选举（House of Assembly Election）、参议

院选举（Senatorial Election）和地方政府选举（Local Government Election）同时

进行。选举的主要角逐方为罗伯特·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

阵线”（ZANU-PF，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 - Patriotic Front）、摩根·茨万

基拉伊（Morgan Tsvangirai）领导的“民主变革运动-茨万基拉伊派”（MDC-T，
Movement for Democratic Change-Tsvangirai ）和阿瑟 · 姆坦巴拉（ Arthur 
Mutambara）领导的“民主变革运动-姆坦巴拉派”（MDC-M，Movement for 
Democratic Change- Mutambara）。 

选举结束后，验票和计票工作随即展开。根据规定，选举委员会应立即公布

选举结果。4 月 3 日，众议院选举结果完全公布。随后，参议院和地方选举结果

也公布出来。在总共 210 个席位的众议院选举中，ZANU-PF获得 99 席，MDC-T
获得 100 席，MDC-M获得 10 席，独立竞选人获得 1 席；在总共 60 个可竞争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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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①的参议院选举中，ZANU-PF获得 30 席，MDC-T获得 24 席，MDC-M获得 6
席；在地方政府选举中，ZANU-PF在中马绍纳兰省、东马绍纳兰省、中央省和西

马绍纳兰省取得较好成绩，分别获得了 88.89%、82.61%、74.07%和 72.73 的席

位，MDC-M在布拉瓦约、哈拉雷和马尼卡兰省领先，分别获得了 100%、96.55%
和 76.92 的席位，MDC-M仅在南马塔贝莱兰省表现尚可，获得了 58.33%的席位。 

但是，总统选举的结果却迟迟不公布。多种消息来源称茨万基拉伊获胜，茨

万基拉伊本人及其党派也声称自己是胜利方，但作为官方的选举委员会却迟迟不

公布结果。4 月 6 日，MDC-T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请，要求高法发布裁决让选举委

员会公布选举结果，但高法拒绝了这一申请。与此同时，ZANU-PF方面声称，

选举结果之所以迟迟不公布是因为在计票过程中存在不规范和错误，需要对 16
个——后来增加到 22 个——选区重新计票。但是这一说法立即受到多方的怀疑：

作弊的竟然不是掌控着警察、军队、媒体以及其他各种选举资源的执政党，而竟

然是反对党②？4 月 12 日，选举委员会宣布对 23 个选区的总统选举、众议院选

举、参议院选举和地方政府选举全部进行重新计票。对此，MDC-T再次向高法

申请，要求高法裁决选举委员会宣布重新计票为非法，但高法同样没有批准。 
这种情况迅速引发了津巴布韦国内的骚动，关于选举作弊的传言迅速蔓延，

主要党派 ZANU-PF 和 MDC-T 之间的冲突也迅速升级。MDC-T 号召自己的党员

和支持者进行无限期罢工，而 ZANU-PF 控制下的政府则派出安全力量，弹压抗

议者和骚乱者。MDC-T 进而怀疑不光总统选举有问题，其他三项选举也不公正；

ZANU-PF 也不示弱，指责 MDC-T 在各项选举中都存在可疑行为。双方展开了

口水战，并在一些地方爆发面对面的暴力冲突，城市里大量的人走向街头，农村

中也人心惶惶，津巴布韦局势日益混乱。共同体国家、非盟和国际社会都呼吁立

即公布结果，一些国家领导人公开谴责穆加贝，要求穆加贝立即下台。英国、美

国等还开始对一些津巴布韦公民和公司进行人员旅行、金融以及商务来往方面的

制裁。因长期不稳定而脆弱不堪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生产快速下降，通货膨胀

日甚一日，医疗、水电、交通等公共服务大面积瘫痪，依赖进口的生活必需品日

益短缺甚至枯竭，大量人民面临饥饿，部分人逃亡邻国，各种犯罪活动盛行。 
5 月 2 日时，选举委员会终于公布了总统选举的结果：茨万基拉伊获得了

47.9%的选票，穆加贝获得 43.2%。由于双方都没有达到压倒性多数，需要进行

一次决选（run-off）。MDC-T先是拒绝这一结果，声称自己实际上获得了压倒性

多数，只是被ZANU-PF抹煞了。随后，茨万基拉伊又同意进行一次决选，但提

出决选应在两周内举行、停止暴力、保证国际观察员可正常观察选举、共同体派

出力量维和、重组选举委员会以及自由接触和使用媒体 6 项条件。5 月 16 日，

选举委员会宣布决选将在 6 月 27 日举行。6 月 22 日时，MDC-T宣布将不参加决

选，声称持续的混乱已导致超过 200000 万津巴布韦人流离失所、86 名MDC支持

者被杀、20000 个家庭被摧毁以及 10000 人受伤③，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理由相

信选举的公正性和和平性。但是，选举委员会仍在预定的日期进行了选举，随后

穆加贝被宣布为获胜者。但是，这无益于缓解危机，只能加剧MDC-T的反弹，

从而导致更激烈的冲突。 
面临这样的情况，外界认为只有建立一个包容各党派的联合政府才是出路。

                                                        
① 参议院共有 93 个席位，其中 60 个由选举产生，其余的部分，2 席归酋长委员会（Chief’s Council）的主

席和副主席，10 席归省领导人，16 席归传统酋长，5 席由总统任命。 
② Peter Henriot, SADC, Zimbabwe and the Way Forward, The Post (Zambia), 15 April, 2008. 
③ Electoral Institute of Southern Africa, Zimbabwe: 2008 Post-election - rising tensions and legal manoeuvres, 25 
August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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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加贝和茨万基拉伊本人也意识到，任何希望抛开对方而独掌权力的想法都是不

现实的。7 月 1 日，非盟峰会通过一项决议，呼吁津巴布韦各党派建立一个联合

政府，尽快结束冲突，以缓解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7 月 21 日，ZANU-PF和MDC
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确定了对话以达成一项全面政治协议从而建立联合政府

的原则。MDC-T强调必须建立一个能够反映 3 月选举实际结果的政府，即通过

给予茨万基拉伊足够的权力来确认其在选举中的胜利。茨万基拉伊的发言人说：

“我们不会进入一个只让我们使穆加贝统治看起来具有合法性的政府，而是要求

握有能给水深火热的津巴布韦人民带来转机的权力。①”但是，穆加贝方面认为

茨万基拉伊要求的太多了，指出他的要求实质上并不是什么分权而是完全的攫

权。穆加贝只想提供一个没有实权的虚位总理头衔给茨万基拉伊。另一方面，

MDC-M中的一部分人希望能尽可能地与穆加贝合作，以求保证自政治解决中的

地位。穆加贝看到了MDC中存在的裂痕，因而加以利用。8 月 21 日，穆加贝任

命了津巴布韦全国十个省中八个省的领导人，同时将另外两个省的空缺留给

MDC-M。 
9 月 11 日，ZANU-PF和MDC签署了一项《全面政治协议》（Global Politics 

Agreement）②。根据协议，穆加贝继续担任总统和武装力量领导人，同时主持内

阁和新设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茨万基拉伊任总理。总

统有权在与总理协商的情况下任命警察、监狱和国防力量专员；有权解除部长职

务，但在替换人选上需与总理协商；有权经与总理协商解散议会，但即便总理不

同意，解散也仍可进行。总理只能在总统不在的时候主持内阁，还可以定期主持

一个新增的部长委员会（Council of Ministers），但这一实体没有制定政策或立法

的权力，只能监督政策和法律的执行。协议还规定，总统和总理必须认可对方管

辖的事务，但没有说明一旦出现分歧将如何解决。协议没有明确某些关键部门的

部长职位的分配，也没有明确总统和总理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具体权限。由于没

有明确，ZANU-PF坚持要占据关键的安全和经济部门，MDC-T也不甘示弱地争

取更多重要职位。这一协议明显有利于穆加贝，但茨万基拉伊在部分共同体国家

领导人的压力和MDC-M不提供坚决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 
12 月 9 日，共同体在一次峰会中提议让ZANU-PF和MDC-T的人共掌拥有巨

大权力的内政部，但穆加贝拒绝将这一能掌管警察和控制选举过程的职位出让。

紧接着，穆加贝又任命了央行行长，任期 5 年。这表明穆加贝坚持控制联合政府

中的所有重要机构的决心。实际上，ZANU-PF只是希望将茨万基拉伊作为一个

小伙伴纳入政府，以此向国际社会做出联合政府的姿态，从而推动国际社会解除

制裁，同时让西方国家重新进入津巴布韦投资和开展经济活动。如果不能达到这

一目的，那么茨万基拉伊迟早还是会被踢出去③。穆加贝领导的ZANU-PF不愿意

与茨万基拉伊的MDC-T分权，而后者也不愿意加入自己在其中没有实际权力的

政府。 
此时，津巴布韦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人道主义危机也越来越严重，民众的基

本生活都开始显得困难。城市和农村中都有很多人在冲突中受伤和死亡，更有大

量人因饥饿和疾病而或死亡或岌岌可危。还有一部分居民为了寻找活路而向外逃

亡，也给邻国造成了很多问题。与此同时，大片地区相继爆发霍乱，在短时期内

造成成百上千的人员死亡。霍乱还由逃亡的人带到博茨瓦纳、莫桑比克、赞比亚

                                                        
①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Ending Zimbabwe’s Nightmare: A Possible Way Forward, 16 December 2008, p.3. 
② 全称《ZANU-PF和MDC关于应对当前津巴布韦所面临挑战的协议》（Agreement between the ZANU-PF and 
Two MDC Formations, on Resolving the Challenge Facing Zimbabwe）. 
③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Ending Zimbabwe’s Nightmare: A Possible Way Forward, 16 December 2008,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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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邻国，迫使这些国家派人管制边境。 
在《全面政治协议》的基础上，ZANU-PF 和 MDC-T 又进行了一系列关于

各部部长安排的谈判。2009 年 2 月 11 日，茨万基拉伊在穆加贝总统面前宣誓就

任津巴布韦总理。联合政府内阁安排也随即确定，内政部由 ZANU-PF 和 MDC-T
各派一人共掌，其余各部主要在 ZANU-PF 和 MDC-T 之间分配，其中 ZANU-PF
获得包括国防、司法、土地与农村安置、外交以及运输与基础设施发展等重要部

在内的 17 个部的部长职位，MDC-T 获得了 14 个部的部长职位，其中只有财政

部比较重要。至此，在党派间分权、建立联合政府的协议终于得到实施。无论各

方是否满意，由选举引发的政治危机至少从表面上看告了一个段落。但是，经济

恢复和人道主义问题仍待解决。 
 
 

共同体的介入 

    
津巴布韦因选举发生危机后，共同体 初的反应比较消极，大部分共同体成

员国的领导人保持了沉默。因为，津巴布韦的问题由来已久，在选举之前共同体

就已经为它费尽了心思。对共同体成员国的一些领导人来说，危机并不是 3 月

29 日突然发生的，而是一直在持续。时任共同体轮值主席的赞比亚总统姆瓦那

瓦萨做出了“因恨铁不成钢而放弃努力”式的表态，声称不如让津巴布韦自生自

灭，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不要干预。一直担任津巴布韦问题调

停人的姆贝基则说，津巴布韦没有危机。在这两位领导人看来，津巴布韦发生的

那些事并不是什么新鲜紧急的问题。但是，选举结束后却不公布选举结果毕竟引

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共同体无论如何必须采取行动。 
作为共同体指定的调停人，姆贝基虽然早已被津巴布韦问题弄得精疲力竭，

但仍继续自己的工作。姆贝基坚持津巴布韦问题 终应由津巴布韦人自己解决的

原则，始终寻求让穆加贝和茨万基拉伊达成妥协，而不希望采取过激措施。但在

津巴布韦政治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姆贝基的调停总是难以同时满足冲突各方的需

求。4 月 12 日，姆贝基在与穆加贝会晤后称“津巴布韦没有危机”，茨万基拉伊

立即对此表示不满，指出姆贝基帮穆加贝掩盖事实，提出必须立即更换调停人；

6 月 27 日决选前不久，姆贝基提出穆加贝和茨万基拉伊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而不需要决选，无意参加决选的茨万基拉伊当然同意，但穆加贝却明确拒绝。姆

贝基的调停行动也受到一些主张对穆加贝持强硬态度的国家的非议，它们认为姆

贝基的行动常常过于摇摆，无助于解决问题。但是，无论是共同体、非盟还是联

合国，其主导性的意见仍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即便是一直谴责穆加贝、要

求穆加贝立即下台并对津巴布韦实施制裁的欧洲国家、英国和美国也不认为有可

能对津巴布韦问题实行武装干涉。因此，调停仍是主要的出路，而受共同体委派

的姆贝基在没有其他人愿意接手调停的情况下仍是主持调停的 佳人选。实际

上，由于站在姆贝基背后的是共同体，他的调停工作仍是发生了作用的。 
在派员调停的同时，共同体不断召开会议讨论津巴布韦形势，探索解决方案。

2008 年 4 月 13 日，共同体在卢萨卡举行首脑特别峰会，确认 3 月 29 日的选举

是在公正和平的环境中进行的，但同时对一些关于议会和总统选举中的数据不准

确表示关注，并指出选举结果仍未公布这一事实。峰会敦促津巴布韦选举管理机

构应按规定进行验票计票和公布结果，并指出验票和计票的过程必须有全部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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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他们的代表的参与并有他们对验票和计票结果的签字确认、验票的计票过程

还必须有共同体派出的选举观察团的参与。峰会还指出，如果验票和计票结果显

示各党派必须进行一次再选举，那么津巴布韦政府应保证再选举的适宜环境，届

时共同体仍将派遣选举观察团①。 
6 月 25 日，共同体政治、防务与安全机构召开峰会。峰会对茨万基拉伊宣

布不参加 6 月 27 日举行的决选表示失望，但同时又表示对在暴力和政治侵害情

况下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的可能性的担忧。峰会呼吁津巴布韦当局应将决选日期

推迟，因为津巴布韦的局势需要“冷却”一段时期。在“冷却”的这段时期中，

各党派可以积极谈判讨论弥合分歧和创造决选适宜环境的可行性办法②；8 月

16-17 日，共同体政治、防务与安全机构召开特别峰会，讨论津巴布韦的政治形

势，呼吁成立联合政府，敦促各党派先签订谅解协议，以尽快恢复津巴布韦政治

稳定③；12 月 9 日，共同体举行首脑特别峰会，认为《全面政治协议》签署后的

津巴布韦仍处于无政府状态，不能有效应对所面临的挑战，因此应尽早组成联合

政府，由ZANU-PF和MDC-T共同掌管内政部并在六个月之后由两党人士会同担

保人、共同体、非盟和调解人确认执行情况④。 
2009 年 1 月 27 日的首脑特别峰会讨论了《全面政治协议》的执行问题，认

为津巴布韦人民所正在遭受的痛苦只有在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情况下才能解脱。

峰会指出了津巴布韦联合政府成立的期限，确定联合政府成立 6 个月后应接受共

同体的查核，并提出成立一个监督《全面政治协议》执行的联合监督执行委员会

（ JOMIC， Joint-Monitoring Implementation Commitee）。对于在ZANU-PF和

MDC-T之间难以达成一致的央行行长和大法官的任命，峰会指出可以在联合政

府成立后再行商讨⑤。 
联合政府成立后，共同体开始加大对津巴布韦经济恢复和人道主义问题的关

注。2009 年 3 月 30 日是津巴布韦 2008 选举冲突爆发一周年的日子，共同体在

这天再次召开首脑特别峰会，讨论了成立不久的津巴布韦联合政府提出的《短期

应急恢复计划》（STERP，Short Term Emergency Recovery Programme），认为这一

可以用作经济和社会恢复行动和努力的指导。峰会建议共同体成员国通过贷款、

合资公司和收费项目建设等方式支持这一恢复计划，并呼吁发达国家解除对津巴

布韦的制裁，因为这些制裁的存在削弱了津巴布韦和共同体缓解危机的努力。峰

会还同意成立一个包含南非、赞比亚、刚果（金）、博茨瓦纳、津巴布韦五国财

政部长和共同体秘书长的委员会，以协调支持津巴布韦经济恢复的行动，并派员

访问欧洲、亚洲和美洲国家以及主要的金融机构以获取它们对津巴布韦恢复计划

提供支持⑥。  

 

共同体作用的局限及原因 

2009 年 2 月联合政府形成后，津巴布韦的局势仍然非常不稳定。穆加贝和

茨万基拉伊二人貌合神离，ZANU-PF 和 MDC-T 在内阁中争斗不息，双方的支

                                                        

ugust 

① SADC, Communique of Summit of the SADC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13 April 2008. 
② SADC, Communique of Summit of the SADC Organ on Politics,Defence and Security, 25 June 2008. 
③ SADC, Communique of Extra-Ordinary Summit of the SADC Organ on Politics,Defence and Security, 17 A
2008. 
④ SADC, Communique of Extra-Ordinary Summit of the SADC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9 November 
2008. 
⑤ SADC, Communique of Extra-Ordinary Summit of the SADC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27 January 2009. 
⑥ SADC, Communique of Extra-Ordinary Summit of the SADC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30 March 2009. 

 9



 10

                                                       

持者也时时发生冲突。而长期不稳定造成的经济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亦非一朝一

夕能解决，尤其是在联合政府难以联合的情况下。 

事实表明，虽然共同体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它仍无

法从根本上解决津巴布韦问题。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津巴布韦问题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津巴布韦的当前

的种种问题是在殖民征服和统治的历史中慢慢形成的，1980 年独立后这些问题

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复杂化。津巴布韦问题的一个关键是土地分配问题。在

殖民统治时期，占少数的白人移民攫取了大量土地，而占多数的黑人却没有多少

土地或者占有的土地质量很差。在争取解放的过程中，以穆加贝为代表的解放运

动领导人不断以解放后可获得土地招揽和留住黑人解放战士。但是，1980 年解

放后，很多黑人解放战士却无法立即获得土地，因为大部分土地仍在白人的实际

控制下，而津巴布韦的白人势力又非常强大。穆加贝采取土地国有化、收购白人

土地、让黑人进入白人土地与白人“联营”等方式向黑人提供土地，一些黑人老

兵则以先前承诺为由，武装侵入白人土地，驱赶白人，占据土地。然而，获得土

地的黑人大部分都不能很好地经营，却又认为这是土地不够的结果。这样，一方

面，黑人的土地需求难以满足，另一方面，白人的抵制又时常引发冲突。土地分

配的冲突中有夹杂了种族间的隔阂，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自独立以来，作为津

巴布韦问题重要相关方的英国、南非以及津巴布韦邻国进行了无数次努力，但都

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直到 2007 年，共同体的首脑特别峰会仍在 “呼吁英国履行

其在兰开斯特大厦会谈中同意的与土地改革有关的补偿义务”——这已是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事了①。 
共同体之所以不能有效解决津巴布韦问题，还在于共同体是一个主权国家组

成的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一般不拥有保障其决策得以执行的物质手段，因而不

能像主权国家那样，可以通过政权机关推行其对外政策。……国际组织在国际政

治中的作用与国家行为主体相比仍然处于从属的地位。②”共同体没有能力强制

要求津巴布韦怎么做，而津巴布韦虽然是共同体成员国，但同时也是一个主权国

家，从本质上来说它只会从自己所认为的主权国家利益出发来面对共同体。共同

体的第一条原则是“所有成员国主权平等”，共同体通过的各项关于政治事务的

文件，无论是《政治、防务与安全合作协议》、《政治、防务与安全合作机构战

略指示性计划》还是《民主选举原则和指南》，都强调“一致同意”的原则。作

为共同体成员的津巴布韦如果不同意共同体针对自己的决议，那么“一致同意”

就无法达成，共同体的决议也就不可能实现。 
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个成员国的大型国际组织，不同的成员国难免有不同的意

见。在共同体中，博茨瓦纳一直是持强硬态度者，它提出相关国家可以封锁与津

巴布韦的边界，并切断其电力、燃油等的供应，但大部分共同体成员国不愿采纳。

南非在姆贝基长期调解无法取得彻底效果的情况下，继任的卡格拉玛·莫特兰德

（Kgalema Motlanthe）和祖马不愿继续在政治冲突调节上花力气，转而关注津巴

布韦的人道主义危机问题。但是，津巴布韦问题的重点仍在政治和解上面。不同

成员国的不同看法进一步削弱了共同体对津巴布韦问题的能力。 
 

 

 
① SADC, Communique of Extra-Ordinary Summit of the SADC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28-29 March, 
2007.  
② 宋新宁，陈岳著，《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 1 月，第 220 页。 

http://en.wikipedia.org/wiki/Kgalema_Motla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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