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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爆

冷”赢得总统大选，其竞选期

间的“出格”言论及就任后“言行一

致”的“浑不令”式施政风格，搅得

世界不得安宁。不管是颁布针对进入

美国的移民和难民问题的“限穆令”，

还是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中原则”

以及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犹如

闯入瓷器店的愤怒公牛。特朗普作为

一位反建制及传统政治体系之外的

“商人总统”，其理念和治国风格正引

起包括美国国内及国际社会的广泛争

议。虽然目前特朗普总统暂时还顾不

上就非洲问题推出政策或颁布相关法

令，但非洲同样感受到了这些震动的

“蝴蝶效应”。

非洲对特朗普

当选的反应

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特朗普“爆

冷”赢得总统大选不仅出乎非洲的意

料之外，而且被普遍认为对非洲的未

来发展具有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带来

灾难性的后果。在美国大选期间，南

非、尼日利亚等非洲大国的知识界和

特朗普当选对非洲及中非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爆冷”赢得总统大选不仅出乎非洲的意料，而且还被普遍认为对非洲的未来发展具
有负面影响。非洲知识界、媒体和政界均不看好未来的美非关系，担心特朗普强调的“美国
第一”和贸易保护主义将会使非洲在美国的外交和经贸政策中更加边缘化。非洲国家则会因
此更快和更多地走近中国，通过与中国更紧密的合作弥补美国离开所造成的发展资金短缺
和边缘化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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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普遍倒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

里一边，寄希望于这位访问过非洲多

次、似乎更了解非洲的美国前国务卿

希拉里能够把未来的美非关系带向一

个新的高度。特朗普竞选时的排外和

歧视黑人、拉丁裔等少数族群的言论

激怒了很多非洲知识界精英人士。其

中最典型和最具代表性的反应莫过于

尼日利亚的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非

洲知识界著名人物、已经 82 岁的沃

莱·索因卡（Wole Soyinka）。2016 年

11 月初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他曾在

英国牛津大学演讲时愤怒地表示，如

果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

统，他就“立马放弃美国绿卡，打包

回非洲”。[1] 索因卡 1986 年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黑

非洲作家。索因卡 20 世纪 90 年代因

反抗尼日利亚军事独裁者萨尼·阿巴

查（Sani Abacha）的统治而被没收护

照，并被以“叛国罪”缺席判处死刑，

被迫逃亡到美国后的索因卡此后长

期在美国各大学执教，长期居住在美

国。据说其美国绿卡是 20 世纪 90 年

代索因卡在美国埃默里大学任教时，

在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帮助下获

得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索因

卡说到做到，践行承诺，在特朗普当

选后离开美国回到了尼日利亚的老家

阿贝欧库塔（Abeokuta）居住。不久

前，他接受尼日利亚《访谈》（The 

Interview）杂志采访，谈及特朗普要

建阻止墨西哥人进入美国的隔离墙时

说道 ：“特朗普的墙已经在建了，（这

堵）墙建在了人民的思维中。特朗普

已经竖起了这座墙，不只是在美国的

精神世界，还席卷了全球。”[2]

失望情绪不仅普遍存在于非洲知

识界，非洲政界其实也不例外。虽然

非洲领导人也都礼貌性地向特朗普的

当选表示了祝贺，但也难掩失望情绪，

面对媒体直抒胸臆的领导人，如 2011

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非洲首位女

性国家元首、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

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

在特朗普当选次日回答 BBC 采访时

就明确说，对希拉里落选“感到极度

悲伤”，并对特朗普能否架设与非洲

之间理解和沟通的“桥梁”并延续美

国前任总统们的对非政策“深感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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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前瞻仍可大致勾画出以下脉络。

首先在对非援助和经贸合作领

域，预计特朗普政府会在奥巴马政府

的基础上后退。特朗普过去一直声称

美国对外援助花费过多，并且没有产

生好的效果。2013年7月当奥巴马访

问非洲并推出旨在提高非洲国家的电

力供应、总额为 70 亿美元的“电力

非洲”（Power Africa）计划时，特朗

普随即在其“推特”上评论说，“投

入非洲 70 亿美元的每一美分都将被

“偷走”——腐败太猖獗”。[5] 另外，

在“让美国更伟大”和“美国中心主义”

的思想指导下，特朗普政府不仅要削

减对外援助，把更多预算用于美国国

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不鼓励美国

企业对外投资，希望美企投资于美国

国内，为国内创造就业机会。2017 年

3 月 16 日特朗普政府公布的 2018 年

初步预算提案显示，除了国防部、国

土安全部和退伍老兵事务部三个部门

预算增加外（其中国防部预算将增长

520 亿美元，涨幅 9%），国务院、国

际开发署（USAID）和财政部国际项

目的预算则大幅缩水，减少 109 亿美

元，减幅高达 29%。[6] 可见，特朗普

减少外援的决心已定，其政策已从说

辞转化为行动。

2016 年 12 月 19 日，英格兰和

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England 

and Wales，ICAEW）会同牛津大学

经济研究所共同在伦敦发布了其最

新研究报告，指出特朗普政府将呈

现扩展性的财政态势，很有可能通过

削减支出以应付骤增的基础设施建设

费用。因此，对非洲的援助也将随之

削减，而这将影响一系列依赖美国援

助的非洲国家，如埃塞俄比亚、肯尼

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和民主刚果

等国。[7] 由于美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的主要援助国，美国援助以及投

资的减少会影响到非洲发展的资金来

源。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还可

能使非洲经济遭受到更严苛的农业和

制造业贸易壁垒的影响。另外，非洲

国家还普遍担心，强调“美国利益第

一”的特朗普政府是否会继续实施其

历届前任总统所推出的有利于非洲发

展的若干法案及合作计划，如克林顿

政府推出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

（the 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AGOA）、小布什政府提出的“千

禧年挑战合作计划”（the Mille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MCC）以及奥

巴马政府启动的非洲能源项目“电力

非洲”（Power Africa）等。[8]

其次在反恐与和平安全领域，预

计特朗普政府会在奥巴马政府的基础

上前进。其实，在安全领域，奥巴马

自 2008 年底上任以来，美国在非洲

的军事和安全行动相比其前任小布什

时期原本就有了大幅增加。强化小型

军事基地部署和激活“非洲司令部”

是奥巴马非洲安全政策的两大遗产。

迄今，美军已经在非洲各国建立起一

个由十余个小型空军基地组成的情报

网和快速反应基地，常态性使用无人

机在相关非洲国家进行空中侦查和情

报搜集。1000多名美军特种部队还踏

足非洲，部署在乌干达、肯尼亚等中

东非国家。2007年就宣布成立但却长

期遭到非洲国家冷落的美军非洲司令

部的建设也在 2011 年北非局势动荡

之后被重新“激活”并加强，目前已

在非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设立了

联络处。另外，在 2014 年 8 月召开

的“美非峰会”上，奥巴马政府还宣布，

美国计划在未来3—5年，每年投入1.1

亿美元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维和力量，

虑”。[3]

非洲知识界和政界之所以对特朗

普当选感到失望甚至愤怒，一则缘于

特朗普此前一贯不留情的“大嘴”对

非洲的恶言相向，二则更重要的是担

心特朗普强调的“美国第一”和贸易

保护主义将会使非洲在美国的外交和

经贸政策中更加边缘化。特朗普早前

曾毫不掩饰其对非洲以及非洲人的负

面看法，认为“非洲人是群懒汉和蠢

货”，“尼日利亚人都应该被驱除”等。

特朗普甚至在推特评价非洲大国南

非，认为“整个南非都非常危险，局

势一团糟”等等。[4] 虽然作为地产商

的特朗普对非洲的评价是否会成为作

为总统的特朗普制定非洲政策的依据

现在还未可知，但可预期的是特朗普

执政后美国财政、经贸及外交政策的

转变则几乎肯定带给非洲的是“伤害”

而非“福音”。

特朗普非洲政策前瞻

特朗普 2017 年 1 月 20 日宣誓

入主白宫，执政不满 1 个月其任命的

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

（Michael Flynn）就因涉嫌在总统过渡

期间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谈论解除美对

俄制裁议题而辞职，其内阁成员也有

多达十人因还未通过参院认证相关程

序而未到岗。特朗普总统本人在就任

的首月里除了先后在白宫会见了英国

首相特蕾莎·梅、日本首相安倍、加

拿大总理特鲁多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

尼亚胡以外，还无暇会见任何一位非

洲国家的领导人，其团队也还没有出

台相关的非洲政策和指导方针。然而，

综合特朗普此前有关非洲事务的表态

及其对美国对外战略的若干新理念和

新表述，特朗普政府在对非援助、经

贸合作以及反恐和安全这两大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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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这项计划已首先在近年维和记录

良好的加纳、塞内加尔、卢旺达、坦

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等六国

展开。

对奥巴马政府留下的这份安全遗

产，特朗普政府有望继承并发扬光大。

首先，特朗普本人一直强烈谴责恐怖

主义并誓言要严厉打击和铲除“伊斯

兰国”等极端国际恐怖组织。在“伊

斯兰国”活动猖獗的伊拉克和叙利亚

等中东国家，特朗普还提出要与俄罗

斯合作反恐，把打击恐怖主义置于首

位，而不是反复要求“叙利亚总统阿

萨德必须下台”。其次，非洲反恐形

势的日益严峻亦会促使特朗普政府在

奥巴马政府的安全介入遗产上继续前

进。如今，不仅北非“伊斯兰马格里

布基地组织”、索马里“青年党”和

尼日利亚“博科圣地”这三大非洲伊

斯兰激进组织已经开始合作，过去以

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主要据点的“伊斯

兰国”也开始把重心向利比亚等北非

国家转移，反圣战和反恐行动的焦点

已经转移到了非洲。对此，美国著名

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非洲研究中心

副主任克尔西·利勒（Kelsey Lilley）

在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上

撰文指出，为防止非洲恐怖主义活动

外溢到欧洲乃至美国，“反恐和应对

非洲的不稳定应当是特朗普非洲政策

的首要选项”。[9]

特朗普当选

对中非关系的影响

尽管特朗普在竞选以及选举获胜

后也不断在有关贸易和汇率问题上指

责中国，甚至还在“一个中国”原则

上频频对中国挑衅，但这种涉及中美

双边关系的问题对中非关系发展的挑

战极其有限。相反，凭借近十多年中

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在非洲影

响力的不断提高，非洲国家不仅可以

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给中国施以援

手，中国也可以在特朗普政府削减对

非援助和设置贸易壁垒时逆势而上，

增加对非援助和加强中非贸易。事实

上，习近平主席在 2015 年底南非约

翰内斯堡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宣布的

未来三年总额 600 亿美元的对非合作

计划就是中国坚定开展对非合作和推

动非洲发展的一个突出证明。如果特

朗普政府弃非洲而去或置非洲更加边

缘化，并不意味着非洲崛起的故事由

此就进入了尾声或沦为空谈，相反，

非洲国家可能会因此更快和更多地走

近中国，通过与中国更紧密的合作弥

补美国离开所造成的发展资金短缺和

边缘化困境。

2016 年 10 月 24 日，非洲知名

独立无党派调查机构“非洲晴雨表”

（Afrobarometer）发布题为《中国在

非洲影响力持续加强赢得广泛积极评

价》的报告。通过对来自非洲 36 个

国家的 5.4 万名民众进行调查的结果

显示，大部分非洲人认为中国在非洲

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为各自国家的发展

做出了贡献，中国对非洲的基础设施

投资、中国在非洲的商业贸易活动及

中国在非洲的多个公路、铁路项目或竣工通车或正在建设，这些项目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改善了当地

人们的生活。这些公路、铁路不仅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友谊之路，更是一条条合作共赢之路和繁荣发展之

路。 图为2016年3月5日，在肯尼亚马萨比特郡，工程机械车辆在由中国武夷肯尼亚分公司承建的托比-摩亚

雷公路施工现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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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的产品均得到积极评价。除

了对中国在非洲经济发展方面作用的

好感度以外，报告还显示，中国是受

访者心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受欢迎的

国家发展样板。由此可见，如果特朗

普政府真的采取边缘化非洲的对非政

策，那么美国目前在非洲处于排名第

一的受欢迎国家发展样板地位恐怕就

有可能迅速被排名第二的中国取代

了。

事实上，中国不仅在对非贸易和

投资等经贸合作领域不断开创历史新

高和引领国际社会的对非发展合作，

而且近年来还积极推动非洲从全球化

发展中受益并使非洲议程进入国际合

作平台。2016 年中国作为 G20 主席

国，充分发挥了主场外交的平台搭建

和议程设置的主观能动作用，不仅将

“支持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

化”设置为峰会的重要议题，首次将

支持非洲国家工业化写入 G20 公报，

而且为非洲国家与G20国家的互动提

供沟通和交流平台。除 G20 成员国南

非外，中国还专门邀请了非盟轮值主

席国乍得、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

国塞内加尔，以及北非重要国家埃及

参会。此举既体现了中国对非洲发展

的重视，也为非洲国家提供迫切而又

必要的全球治理改革机会。2017 年 1

月 18 日，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

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又发

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

展》的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

移推进经济全球化，坚决反对贸易保

护主义，并将通过共商、共建、共享、

共赢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与国际

社会共享中国以及全球化的发展成

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

席的讲话赢得了包括非洲媒体在内的

国际媒体的积极评价，就连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 CNN 也发表文章称，习

近平主席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有力

的辩护”，强调经济一体化是推动人

类进步、改善数百万民众生活的强大

动力。在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退出世

界舞台、质疑经济全球化之时，中国

站出来担起世界领导者角色。[10]

的确，特朗普的“美国利益第一”

原则以及质疑经济全球化和倾向于搞

贸易保护主义等将使其前任奥巴马八

年任期内好不容易有所恢复的美国在

非洲以及世界舞台上的“软实力”再

次掉头向下，而这亦给中国在非洲和

世界的话语权塑造提供了历史机遇。

【本文系 201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第一批）“中国对非洲关系的

国际战略研究”（批准号为 15ZDA066）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

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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