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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关系▓ 

 

中国南非发表《北京宣言》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8月 24日同南非总统祖马举行会谈。会后发表关于建

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宣言。 

 
 

  两国元首同意从以下方面促进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政治交往和对话

  一、通过双边和多边会晤保持两国元首的经常性接触，在最高政治和经济层

面推动和指导合作，以增进对彼此立场和利益关切的相互理解和支持。 
二、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加强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的功能和作用，以

指导、协调双方在共同关心的双边和多边政治经济事务中的交流与合作。 
三、中国外交部和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每年举行一次部级战略对话，以促

进双方政治对话、合作和相互理解，为双边高层交往以及国家双边委员会全会做

好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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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安排中国外交部和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间经常性高官级会晤和互访，

同时鼓励双方外交学院和外交官培训机构间增进联系与合作。 
  五、加强两国立法机构高层领导人、专门委员会和办事机构间的交往，以继

续鼓励和加强两国全国立法机关间的合作。 
 
经济领域

  六、同意共同努力以改善两国间现有贸易结构，特别是努力使贸易更加平衡，

鼓励高附加值工业制成品贸易。 
七、中方将鼓励中国企业增加对南非制造业的投资，推动原材料产地附近地

区的高附加值产品生产。 
  八、在绿色经济、技能开发和产业融资等领域开展合作和相互提供技术支持。

在产业融资方面，双方将设法加强其资本市场的参与，为产业开发和小企业发展

提供优惠利率的资金支持，以推动可持续发展。 
  九、鼓励两国企业探讨在公路、铁路、港口、电站、机场、房屋建设等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方面的合作。双方鼓励两国金融机构加强合作，为两国企业开展上

述合作提供融资支持。 
  十、南方欢迎中方在南非建立水产养殖示范中心，升级改造职业培训学院，

并实施其他双方商定的项目。中方将继续为南非提供人力资源培训，以支持南非

创造就业和发展经济的努力。 
  十一、在中方按照南非具体需求提供的优惠贷款支持下，南方将推动中非合

作论坛框架内有关项目在南非的落实工作。 
  十二、欢迎农业、农业深加工和渔业产品贸易，鼓励上述领域的人员和技术

交流与合作，以提高粮食安全水平。 
  十三、加强农产品检验检疫、食品安全和工业品检验等合作，并为此就具体

问题继续开展磋商。 
  十四、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非共和国政府关于海关事务的互助协

定》，建立对话机制，商讨共同关注的问题，应对共同挑战，并加强信息交换，

同时加强双方在世界海关组织中的合作。 
十五、深化两国在交通、铁路、民航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重点包括：海运、

公路、铁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交通安全、交通服务、道路交通、运营管理、航

空运输等。 
  十六、为两国能源企业在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核能、能效和能源基础设

施等能源相关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创造条件，并考虑第三方参与。 
十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非共和国政府科技合作协定》，加强

在与两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科技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包括农业、信息通

信、空间技术、纳米与新材料、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环境、采矿技术等领域。     
十八、保持密切沟通，进一步推动双方在地质和矿产资源领域的合作。 

  十九、支持两国政府部门和产业界在信息通信领域开展信息技术开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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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鼓励两国企业在通信网络建设和电信服务等领域开展互利

合作。双方将加强在该领域国际组织中的磋商与配合。 
  二十、认识到旅游业是经济增长和发展、就业和增加外汇收入的动力，愿在

旅游培训和能力建设、推动和开发文化旅游和医疗旅游、宣传推广及信息交流等

方面开展合作。 
  二十一、为促进各领域合作的有效开展，双方同意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促进

和加强两国人员健康、有序往来，简化有关签证手续。 
 
其他领域

  二十二、加强和扩大现有双边防务交流与合作。 
  二十三、加强和扩大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对彼此文化多样性的深入了

解和认识。 
二十四、加强和扩大两国在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二十五、开展卫生领域合作。 

  二十六、开展在电脑技术开发、信息通信领域的中小企业孵化器项目、综合

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管理、性别主流化、支持弱势群体成功经验共享等方面的

合作，并在国际劳工类组织和论坛中就上述问题协调立场。 
  二十七、在城乡规划、减贫、社区发展等领域开展合作。 
  二十八、加强在森林资源管理领域的合作，包括相关政策与规定、研究与开

发、贸易与商务、机构能力建设与人才培训等。 
二十九、加强在水资源领域的合作，重点开展经验交流、技术交流、合作研

究、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合作。 
  三十、加强和扩大两国已有的移民领域合作，共同打击非法移民活动，进一

步便利两国人员的正常往来。 
 
国际和地区事务

  三十一、双方重申致力于促进和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增强国际

机构决策机制的作用、责任、信誉和合法性，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

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三十二、欢迎通过全方位、多领域的改革，加强联合国的地位、效力、作用

和效率，以使联合国充分发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所赋予的功能；并支

持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代表性；主

张改革应坚持民主协商，寻求能获得会员国最广泛政治支持的方案，以维护会员

国的团结并充分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关切。 
  三十三、肯定二十国集团峰会对国际社会合作应对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

复苏作出的积极贡献。支持二十国集团峰会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在全球

经济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继续加强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的磋商与协调，以促进

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3



 

  三十四、强调应通过发展融资、公平贸易、全球经济治理以及有利于发展中

国家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来促进经济发展。 
  三十五、呼吁国际社会加快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三十六、重申各国应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框架

内，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进“巴厘路线图”双轨谈判取得积极

进展。双方将积极探讨建立应对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巩固和加强在气候变化方面

的对话，以协调双方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立场，交流双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

策措施，促进双方在该领域的务实合作。 
三十七、满意地注意到双方正在为促进非洲和平、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发

挥的作用。 
三十八、积极评价中非合作论坛为加强中非平等互利合作和中非新型战略伙

伴关系作出的重要贡献，愿为加强论坛建设、落实论坛各项举措共同努力，以促

进非洲的和平与发展。   
 

                                        
 

罗本岛监狱如何塑造祖马？ 
 

如今，罗本岛监狱已成为南非黑人民族解放斗争的象征。1994 年以来南非

的四位黑人总统中有三位曾在罗本岛监狱关押过，而塔哈博·姆贝基的父亲戈

万·姆贝基也曾是罗本岛之囚。 

对于南非现任总统雅各布·祖马来说，罗本岛监狱的意义尤为重大。 

祖马被关进罗本岛时，仅仅拥有一些初级的文化知识，而且大部分都来自自

学。进入罗本岛后，祖马开始参与曼德拉等人组织的学习班，并接受了函授教育。

祖马非常好学，有狱友说祖马涉猎广泛，喜欢读人类学著作，并对莎士比亚颇有

研究，尤其欣赏《麦克白》。 

除了文化教育外，祖马还在罗本岛监狱中获得了政治学习和锻炼的机会。他

与狱友一起讨论政治理论问题、参与秘密的政治组织活动、发展党员以及练习政

治发言和演讲技巧。在祖马看来，罗本岛监狱是一所不折不扣的政治学校。在这

里，他们讨论“世界、国家和党组织”。 

祖马认为罗本岛监狱生涯对他的成长非常重要，罗本岛监狱是一个能塑造具

有特殊品质的领导者的地方。在监狱里，既有思想家，也有律师，还有真正的智

者、最好的谈判者以及最善于忍耐的政治家。 

 
（节译自：Fran Buntman，Jacob Zuma’s Robben Island Legacy，November 2009，

http://concernedafricascholars.org/bulletin/84/bun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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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资料◣ 

罗本岛之囚 
• Autshumato, one of the first freedom fighters against colonialism  
• Dennis Brutus, former activist and poet  
• Patrick Chamusso, former activist of 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 Laloo Chiba, former accused at Little Rivonia Trial  
• Eddie Daniels, author and activist  
• Jerry Ekandjo, Namibian politician  
• Nceba Faku, former Metro Mayor of Port Elizabeth  
• Petrus Iilonga, Namibian trade unionist, freedom fighter and politician  
• Ahmed Kathrada, former Rivonia Trialist and long-serving prisoner  
• Gamzo Mandierd, activist  
• Billy Nair, former Rivonia Trialist and ANC/SACP leader  
• Langalibalele, one of the first freedom fighters against colonialism  
• Mosiuoa Lekota, imprisoned in 1974, President and Leader of the Congress 

o

 

 

 Mac Maharaj, former accused at Little Rivonia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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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lson Mandela,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leader and former President of 
South Africa  

1873  

• bane, leader of Young African Religious Movement. 

t in the 

• 

. 
enced to life in 1963 but was released from Robben Island in 

• 

• oturu, the Muslim Iman who was exiled on the island 

ber of the African 

• frican lawyer and member of the African National 

• osa prophet responsible for the Cattle Killing  
 

• i Pokela, co-founder and former chairman of the PAC  

• oivo ya Toivo, Namibian politician  
leader of the African National 

 
 
 

 

• Chief Maqoma, former chief who died on the island in 
• Makana, one of the first freedom fighters against colonialism  

Michael Matso
Sentenced at Bethal in 1979; released by PW Botha in 1987.  

• Jeff Masemola, the first prisoner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
apartheid era  
Amos Masondo, current Mayor of Johannesburg  

• Govan Mbeki, father of former President of South Africa Thabo Mbeki
Govan was sent
1987 by PW Botha  

• Wilton Mkwayi, former accused at Little Rivonia Trial  
Murphy Morobe, Soweto Uprising student leader  
Sayed Adurohman M
and died there in 1754  

• Griffiths Mxenge, a South African Lawyer and mem
National Congress  
M. D. Naidoo, a South A
Congress  
Nongqawuse, the Xh

• Maqana Nxele, former Xhosa prophet who drowned while trying to escape 
John Nyath

• Joe Seremane, current chairperson of the Democratic Alliance.  
• Tokyo Sexwale, businessman and aspirant leader of 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 Walter Sisulu, former ANC struggle hero  
• Robert Sobukwe, former leader of the PAC  

Andimba T
• Jacob Zuma, President of South Africa and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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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调查■ 

卢萨卡的三个集市 
刘伟才 

 
集市是指在一个 品交易活动的有

组织的公共场所。集市中最基本的活动是经济交换。但由于人员流动的存在，集

 
 
赞比亚首都卢萨卡有三个著名的集市，这三个集市按照特定的开放日期被称

为周二集市、周末集市和月末集市。

（Burm ）上的一座教堂的庭院内举行，主

要是一个菜市，并且是一个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菜市。集市上的经营者主要是黑

人和华人，二者比例约为四比一。虽然华人所占比例不高，但相对其他集市而言，

集中在这里的华人经营者人数最多。 旧书刊、日用品、花卉以

及具有当地特色的野生蜂蜜、可食用虫类、 集市上的商品主要是

瓜果蔬菜。除了各个人群广泛食用的橙子、苹果、香蕉、黄瓜、土豆、洋葱、西

红柿、卷心菜、鸡蛋、豆类等外，集市上还有多种食用者基本只限于华人的菜品

如豆芽、豆腐、韭菜、香菜、大葱、茄子、丝瓜、冬瓜、萝卜、芹菜、大白菜、

中国种蘑菇等。这其中，豆芽和豆腐只有少数几家华人经营者能够供应，是最具

代表性的中国特色商品。此外，还有少数华人贩卖中国运去的烟、酒、调味品。 
周二集市的顾客以华人居多，另还有印巴人、中东人，也有少数在当地从事

志愿工作的日本人和韩国人。一般来说，当地华人获得蔬菜的途径主要有这样几

种：自种、从农场购买、从超市购买以及从周二集市购买。对于餐饮企业和人员

较多的单位，有条件的可以自种，不能自种的话一般与某一或某些农场建立固定

的业务联系，但周二集市仍是一个重要补充。一般的华人个体和人数少的华人集

体，获得蔬菜的途径比较灵活，而从周二集市获取是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在卢萨

卡当地买菜地方少、菜价高、买菜场所设置和营业时间安排常常不能满足华人需

求、出行成本高的情况下，华人去周二集市买一次菜，再加上一次性从肉店、鱼

店和超市购入一些荤食，然后以此维持一到两周，是较普遍的现象。 
周末集市于每周日在卢萨卡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阿凯兹（Arcades）的广

场上举行，主要是一个黑人工艺品集市，经营者基本上全部是黑人。集市上的大

部分产品可分为木制品、金属制品以及纺织品三类。木制品主要是以动物和人物

为题材的木雕以及木箱木桌木椅木几木凳木床等木器，还有反映黑人传统文化的

木面具等；金属制品主要有用铁皮焊制的动物和人物形象的工艺品、

廉价首饰；纺织品主要是黑人特色的服装、挂毯、布画。除上述三个大类外，集

市上还有角雕、象牙雕、鸵鸟蛋雕、草编篮筐、原矿石、宝石、仿宝石、以多种

固定地点、每隔一定时间间隔、定期进行商

市也可作为社会交往和信息交流中心。

 
a Road周二集市于每周二在缅甸路

除了少数旧服装、

干鱼和熏鱼外，

铜版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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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排列粘帖而成的种子画等。周末集市的顾客包括旅游者、离赞前购买纪念品

者以及对黑人工艺品感兴趣而购买收藏者，还有一些顾客购买木器、草编篮筐等

用于实际生活。 
月末集市于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在卡布隆戈路（Kabulonga Road）上的一

座教堂的庭院内举行。这个集市上的业务比较丰富，经营者有黑人、白人和华人。

黑人出售的商品跟阿凯兹周末集市上的基本一样。白人出售具有白人特色的食

品、

卢萨卡的三个集市上，黑人的经济活动主要有如下几种： 

营者。 

。 
者，主要是为顾客提物和搬运。 

和乞讨。 
上开展工作。

他们或通过图片、宣传板进行宣传，或提供宣传资料，或摆摊接受咨询。 
性行为，在集市上从事宣传

咨询

娱乐

活动

生特殊的政治事件如游行示威、选举等时，集市上“无所事事”的黑人更

有可

数较少、居住较分散、与其他人群在文化习俗

酒类、日常生活用品、珠宝首饰、书籍等。其中食品包括自制的面包、蛋糕、

牛肉干等；日常生活用品包括餐具、家具、小工具、家庭装饰品等；而书籍则主

要是以白人在非洲的探险、传教、征服和生活为题材的纪实性著作和文学作品。

此外，集市还提供饮食服务，有黑人经营快餐、烧烤和饮料。另有一家由当地著

名华人餐饮旅游企业经营的饮食摊位，主要卖中国特色的炒面、炒粉、包子、春

卷等。月末集市的顾客与周末集市的顾客性质大致类似，但由于白人经营者的存

在，月末集市的白人顾客也比较多。 
 
由于管理的需要、交易的存在以及人员的流动，集市存在多种经济机会，也

为多种活动提供场所。 
在

首先是作为集市的管理者，其主要的管理工作是收费。 
其次是作为集市的经

第三种是作为集市经营者的雇员。 
第四种是向集市经营者提供服务者，主要是提供餐饮服务

第五种是向集市顾客提供服务

此外，还有少部分黑人在集市上行骗

由于人员集中，一些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也借机安排人在集市

经济机会是相对稀缺的，行骗和乞讨也不是持续

等工作的黑人也有较多的闲暇，这使得集市上有一部分黑人在某些时间段内

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这时，一部分黑人就会聚集起来，或从事唱歌跳舞等

，或谈论某些话题。这种情况下，集市就成为部分黑人文化休闲和交流的场

所。 
当这些黑人所谈论的话题具有政治性时，其意义就更为复杂。赞比亚黑人政

治意识浓厚，对政治活动的参与比较积极，对特定的政治事件也比较敏感。尤其

是当发

能直接进入成为政治事件的一份子。在这样的情况下，集市又可以被看作是

塑造黑人政治文化的一个场合。 
 
集市不光是一个以商品交换为基础而形成的物质场所，也是一个地方社会的

公共空间和活动场地。对于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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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存在较大异质性的人群来说，有定期聚集的机会非常重要。通过定期聚集，这

个人

互助乃至团

结。

新人会引起议论和互相询问，一些情况下会有引介

人出

 

群的成员可以互通信息、互通有无以及洽谈合作，同时满足各自的交流欲望，

排解封闭孤独情绪。集市正是提供这种定期聚集机会的重要场合。 
赞比亚的一位华人企业家曾谈到这样的问题：在赞比亚的华人虽多，但难以

聚合。除了在国庆、春节以及因某些临时事宜由使馆召集聚会外，华人很难大规

模聚集。这不利于加强中国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业务往来，从而影响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没有经常性的联系枢纽。在这种情况下，集

市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聚合器。一些华人是三个集市的常客，一些短期居留的华

人从旅游观光留纪念的考虑出发，也会想方设法光顾。这样，以集市为平台，华

人可以相遇相聚，交谈交流，在有的情况下还约好再次相聚交流乃至合作的计划。

这对华人自身某些不佳情绪的排解、华人之间关系的良性发展很有帮助，尤其是

有助于形成和加固关系圈。 
除了熟人之间的沟通外，周二集市也是“新人”被认知和进入固有圈子的一

个场合。一些刚到赞比亚的华人，当出现在集市时，往往会引起注意，因为当地

华人毕竟还是少数。一方面，

现；另一方面，一些新人出于自身生活或者企业经营的需要也会主动去认识

别的华人；再一种情况，一些华人在知道某个“新人”的某些信息后，也可能会

出于自己的需要去结识这个“新人”。这之后，一些“新人”可能离开，而另一

部分则可能开始逐渐进入固有的圈子。一定程度上，周二集市可以作为观察华人

流动的一个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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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 

里德里克·科特尼·塞卢斯 
 
弗里德里 1年生于伦

敦。父亲为当时的伦敦股票交易所主席，母亲是一位诗人。 19 岁的塞
卢斯来到非洲，随后长期在南部非洲游历、狩猎，并逐渐成为著名的猎人、探险

家。塞

卡兰

（Rufiji River）附近执行侦察任务时被德军射杀。 

“白人猎手”

部队的核心是具备高超单兵作战和自我生存技能的白

人军

 

片《血钻》

 

 

弗

克·科特尼·塞卢斯（Frederick Courteney Selous），185
1871 年，

卢斯注意观察和记录所到之处的地理和动植物情况，并写下了《一个猎人

在非洲的游历》（A Hunter’s Wanderings in Africa）、《在东南非洲旅行和探险》
（Travel and Adventure in South-East Africa）和《非洲自然笔记与回忆》（Africa 
Nature Notes and Reminisceneces）等著作，成为著名的自然史学家和作家。 
此外，塞卢斯还在罗得西亚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凭借

对广大地域的熟悉，塞卢斯于 1890年作为向导，带领英国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的殖民武装进占马绍纳兰（Mashonaland），还具体负责与马尼
（Manicaland）的酋长进行谈判，将其纳入英国南非公司名下。此后，塞卢

斯又参加了 1893年征服马塔贝莱兰（Matabeleland）和 1896年平定马塔贝莱兰
暴动，并写下了关于马塔贝莱兰暴动的著作《罗德西亚的阳光与风暴》（Sunshine 
and Storm in Rhodesia）。 

1914年，“一战”爆发，年已 64岁的塞卢斯加入英军对德作战。1916年，
塞卢斯获得“特殊贡献勋章”（DSO，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1917年 1月，
塞卢斯在坦噶尼喀鲁菲济河

塞卢斯死后，英国南非公司为他在索尔兹伯里建立了纪念碑。在随后的岁月

里，塞卢斯成为罗得西亚的一些小镇、街道以及机构团体乃至罗得西亚军队单位

的名字。罗得西亚白人当局还对塞卢斯进行塑造和宣传，将其刻画为一位伟大的

，一位能力超强的“丛林英雄”，一个征服非洲荒野和“野蛮人”的

白人典型。 
1973 年，罗德西亚白人当局成立了以塞卢斯为名的特种部队——“塞卢斯

侦察队”（Selous Scouts）。这支部队以打击津巴布韦民族解放运动为主要任务，
在丛林中侦察和机动作战。

人。津巴布韦诞生后，“塞卢斯侦察队”的很多成员加入南非国防军（South 
African Defence Force），还有一些人则成为活跃在西南非洲、安哥拉的雇佣兵。
在塞卢斯阵亡的区域现有以塞卢斯命名的国家公园。塞卢斯的著作影响颇

广，著名的文学作品《所罗门王的宝藏》即以塞卢斯为原型，并采用了塞卢斯著

作中的很多材料。另外，关于塞卢斯侦察队可参考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著名影

。 
（刘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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