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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默克尔政府的非洲政策
及对中非关系的态度
刘中伟
内容提要 德国对非政策是默克尔政府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默克尔政府而言，非
洲不仅是德国发挥“大国作用”的重要依托，来自非洲的资源也是德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非洲近年来的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更是清晰地表明，非洲的稳定与德国安全繁荣密切相关。从
走势上看，默克尔第四个总理任期的德国对非政策将继续重视联合国和欧盟等多边框架，在注
重加强对非经济合作的同时大力开辟新能源和气候保护等新兴领域。此外，遏制非洲难民潮将
成为默克尔新一任期对非外交的重中之重。从默克尔首次就任总理以来对中非关系的态度上
看，前后经历了从批评到相对温和的转变。展望其新的任期，只要中德双边战略关系不出现大
的波折，德国对中非关系谨慎温和的立场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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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担任德国总理长达三届的默

已

上看，德国自 21 世纪以来在非洲主

着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发展，德国要

克尔再次连任，成功开启她的

要有三个层面的国家利益，正是这些

，在应对贫困问题、
发挥“大国作用”

“总理 4.0 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虽

利益诉求促使默克尔政府改变了冷战

恐怖主义、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更是

然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 2017 年 9 月

结束后对非洲相对“漠视”的局面，

越来越离不开非洲国家的合作。在

份就赢得德国大选，但其大选得票率

不得不重新重视非洲。

2017 年 7 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

明显下降，新一届政府经连续五个多
月的艰难谈判才得以建立。舆论认为，

一、非洲是德国发挥“大国作用”
的重要依托

领导人汉堡峰会上，德国利用担任
G20 主席国的机会，大力推动非洲发

这一切都与默克尔对非政策特别是其

德国十分注重发挥自身的“大

展问题成为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在

中的难民政策息息相关，她在艰难中

，非洲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战
国作用”

德国的努力下，汉堡峰会通过了“G20

组阁的新政府的对非洲政策也因此备

略依托，原因在于非洲有 54 个国家，

，明确提出要在促
与非洲伙伴关系”

受瞩目。此外，从中非关系发展的大

按照联合国一个主权国家一个投票权

进非洲基础设施和对非投资的基础

局方面来看，分析默克尔对非政策的

的规则，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投票表决

上，支持非盟 2063 年议程建设。

发展趋势不仅有助于中国理解德国政

时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德国每次当选

治，也有助于更好地促进中非关系的

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非洲国

发展。

家的支持都至关重要。进入 21 世纪，

二、非洲的资源是德国经济发展
的重要保障
德国不仅是欧洲第一大经济体，

德国已不再满足于担任任期只有两年

。
而且是公认的欧洲经济的“发动机”

非洲在德国外交战略中的

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转而

在本轮影响巨大的欧债危机中，德国

重要地位

寻求担任常任理事国。显而易见，在

经济表现依旧抢眼，成为最先走出衰

与大国外交相比，非洲并不处于

任何时候非洲都必然是德国实现这一

退和最稳定的欧洲经济体之一。在德

德国外交战略的核心，但是非洲在其

大国梦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托。除了寻

国经济闪亮的背后，人们往往容易忽

中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可替代。从总体

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随

视德国经济特别是矿产资源需求的高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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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7月举
行的二十国集团
（G20）领导人
汉堡峰会上，德
国利用担任G20
主席国的机会，
大力推动非洲
发展问题成为
峰会的主要议
题之一。在德
国的努力下，
汉堡峰会通过
了“G20与非洲
伙伴关系”。
图为2017年7月
7日，在德国汉
堡，德国总理默
克尔（右）欢迎
出席二十国集团
（G20）领导人
峰会的塞内加尔
总统萨勒。

度对外依赖性。德国本土矿产资源贫

德国本土的安全。2016 年以来，德国

际环境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默

乏，资源消费十分依赖国际市场。德

深陷恐怖袭击的泥沼，在该年 7 月份

克尔新内阁将面临社会民主党掣肘、

国几乎所有的石油和 80% 的天然气依

接连发生四起恐怖袭击。其中，发生

英国脱欧和难民潮冲击等多重挑战，

赖进口，而非洲一直是德国传统的资

于 7 月 22 日的慕尼黑枪击事件，共

其对非政策的制定将是在这种新形势

源和原材料来源地。 近年来，非洲

造成 10 名人员死亡。24 日晚发生在

下多种因素博弈的产物。同时，德国

资源对德国的战略意义进一步增强，

巴伐利亚州安斯巴赫市中心的爆炸案

在非洲的利益需求并没有发生大的变

默克尔政府高层官员不断出访尼日利

则造成至少 1 人死亡、11 人受伤。这

化，这决定了德国对非政策也将体现

亚等非洲资源丰富的国家，矿产资源

些事件深深刺痛了德国政府的神经。

出很强的延续性。综合分析，下述走

供应无疑是最重要的战略考量因素之

默克尔指出，这两起由难民实施的袭

势将在默克尔政府新时期对非政策中

一。此外，德国近年来格外重视同突

击事件对接纳他们的国家是一种打

体现出来。

尼斯、摩洛哥等北非国家建立双边能

击。由非洲和中东难民构成的难民潮

源伙伴关系，在北非地区同非洲国家

不仅冲击了德国的治安形势和民众的

，其战略
一起开展“沙漠科技计划”

安全感，打击了德国经济，造成执政

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和欧洲

意图也是为德国的资源特别是能源需

联盟内部的意见分歧，还导致德国政

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国，德国倾向在欧

求做出长远规划。

府在欧盟的政治动员能力下降，致使

盟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框架下制定本

欧盟各国之间的离心力加大，使得欧

国的非洲政策。德国政府认为，德国

洲一体化进程面临倒退的风险。

对非政策已经深深“嵌入”到欧盟大

[1]

三、非洲稳定与德国安全繁荣密
切相关

一、重视在联合国特别是欧盟框
架内制定和推行其非洲政策

的非洲政策框架内，德国支持欧盟关

非洲在地理位置上毗邻欧洲，德
国在非洲具有人员、投资等重要的海

默克尔政府对非政策的

于非洲的一揽子政策方案。在德国政

外安全利益。此外，德国政府还担心

发展趋势

府看来，非洲—欧盟伙伴关系为欧盟

非洲的恐怖主义和难民问题会威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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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不论德国国内政治还是国

国家发展与非洲关系提供了平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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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指出，欧盟的一系列政策工具

重要。在能源需求结构和技术未发生

然出于对非洲战略地位重要性相对下

可以帮助有效应对非洲面临的一系列

革命性变革的条件下，北非和西非的

降的评估，德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

重要挑战。这包括欧盟共同外交与安

能源供应对于维系德国经济的发展仍

一度削减了设在非洲国家歌德学院的

全 政 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将十分重要。在贸易方面，德国企业

数量，但是 21 世纪以来德国对非文

、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Policy）

开拓非洲市场的雄心也比较强烈。除

化外交的重要作用重新得到重视，新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

了南非、尼日利亚和北非国家，目前

的歌德学院陆续开设。文化合作是默

欧盟发展基金（European Development

德国与其他非洲国家经济联系不是很

克尔政府在 21 世纪大国抢滩非洲浪

Fund） 以 及 非 洲 和 平 基 金（African

紧密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不稳定的政

潮中的一大制胜法宝，它成为散播德

Peace Facility）等等。 有评论家认为，

治环境和糟糕的安全形势，而一旦这

《德国政
国在非软实力的重要工具。

德国同非洲的合作日益由欧盟同非洲

些问题得到改善，德国将有大量的企

府对外文化政策报告》指出，对外文

的关系与对话来决定。究其原因，德

业愿意到之前他们不愿涉足的非洲大

化交流和对外政治以及经贸关系是德

国清楚地认识到，德国的政治、经济

陆进行投资等各种经济活动。

国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应通过积极

[2]

与安全利益已经跟欧盟紧密联系在一
起，离开欧盟，德国将失去在欧洲乃

[4]

三、注重国际多边合作与新兴领
域合作

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德语教学及其他
公共外交活动，增强德国文化和教育
的国际地位，改善自身的国际形象，

至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在欧盟

德国认识到非洲联盟在促进非洲

框架内的一致行动通常会增强对非洲

稳定和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注重就非

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通过价值观对

政策的有效性，这种协调不仅符合欧

洲问题与非盟的多边合作。2013 年 7

话预防冲突，为德国赢得合作伙伴，

洲的利益 , 也符合德国的利益。因此 ,

月 11 日，在非洲统一组织成立 50 周

提高德国的软实力。[5] 促进海外德语

从发展趋势上看，欧盟与非洲之间的

年之际，默克尔在德国柏林会见非洲

教育和德国研究，在德国对外文化政

关系将继续影响德国对非政策的制定

联盟委员会主席德拉米尼 · 祖马时表

策中扮演着一个中心角色。就撒哈拉

和实施。

示，德国重视推动德国、欧盟和非盟

以南非洲而言，德语牢牢确立了仅次

的多边国际合作，愿意看到非盟在非

于英语的第二大语言地位。在过去的

洲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016 年 10

十年多时间里，法语非洲国家和中部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对非关系

月 11 日，默克尔在访问非盟总部时表

非洲国家的德语普及尤其迅速。虽然

中凸显反恐、能源与贸易的重要性被

示，德国重视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德

德语推广在双边合作层面遇到了不少

默克尔反复强调并在一系列政策文件

国还将推出一系列新的措施以推进与

挑战，但德国非政府组织在大学和研

中得到明确体现。默克尔的几次非洲

非盟在非洲国家政府治理能力、经济

究层面资助了难以计数的语言教学项

之行也离不开这三大议题，她宣布能

发展以及教育等诸多领域开展更多的

目。[6] 除了其对外文化品牌项目歌德

源与贸易是德国对非战略的两大重

合作。除了推动与非盟的多边国际合

学院，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洪堡基

点。这充分说明，未来 5—10 年，德

作外，在对非援助领域，德国更是格

金会、外国关系研究所等也在非洲的

国对非战略的重点仍将呈现出反恐、

外重视国际多边协调和共识，在援助

德语推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能源与贸易三驾马车共存的局面。在

重点上越来越向市民社会培育、新能

反恐方面，自默克尔当政以来，德国

源和环境保护等新兴发展领域倾斜。

多次参加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

从非洲范围看，默克尔政府向非政府

如前所述，由于地理上的临近关

屡次派出军舰赴非洲之角执行常态化

国际组织提供资金、由非政府组织具

系和密切的经济联系，德国十分注重

护航任务，通过欧盟、非盟和其他区

体实施一些援助项目的做法十分普遍。

非洲的安全与稳定。近年来，欧洲面

域性组织对非洲安全能力建设提供实

四、德语和德国研究在对非合作

临的史无前例的难民潮更是对德国对

[3]

二、反恐、能源与贸易三驾马车
并行

质性援助。在能源方面，德国历来就

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大

五、遏制非洲难民潮将成为德国
对非外交的重中之重

非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迫使其对非

是一个严重依赖外部石油和天然气供

重视通过文化合作来提升对非软

安全政策由单纯地注重反恐向控制人

给的国家，来自非洲的能源供应特别

实力是德国对非政策的一大特点。虽

口偷渡转变。2016 年 10 月 10 日，默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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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访问尼日尔，成为第一位访问该

会成功召开，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

代，将继续推进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国的德国总理。在访问尼日尔期间，

和采取的对非合作举措之广泛进一步

推动双边合作不断迈上新高度。[12]

默克尔向尼日尔政府承诺 7700 万欧元

提升了德国等西方国家处理对非关系

在默克尔政府对中非关系态度

[7]

的资金和 1000 万欧元的武器装备。

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作为欧盟内部主

的前景问题上，可以认为，她领导的

默克尔之所以访问这个贫穷的最不发

要大国的德国，它在价值观、政治制

新一届内阁仍将继续采取之前几年相

达国家，其主要目的就在于看重该国

度和经济发展模式方面同中国也存在

似的立场和态度，即只要中德战略关

在控制难民流动中的重要地位。据统

重大差异。按照其典型的西方式思维

系处于良性发展的轨道上，德国领导

计，大约 90% 通过利比亚和地中海

与标准，中国对非合作的方式和内容

人会尽量避免像奥运会之前那段时期

[8]

偷渡欧洲的难民都要通过尼日尔。

也无疑会在不同程度上引起德国内部

那样从言辞上抨击中非关系。但是，

因此，德国政府将尼日尔的阿加德兹

的关注与非议。特别是，从西方国家

随着中国企业在技术方面和德国的差

大区视为遏制难民进一步涌向欧洲的

全球战略的角度来看，中国在非洲的

距越来越小，双方在非洲经济利益层

关键。当前，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

经贸活动在经济合作方式、核心价值

面的竞争成分将有进一步增多的可

牵头制定了一份加强对非洲进行援助

观念等方面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构

能。

和发展合作的文件草案，这个被媒体

成了挑战。作为西方世界重要代表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

称为“非洲版马歇尔计划”的文件的

德国坚持维护其固有的价值和权力

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心内容，就在于认识到造成非洲难

体系，视中国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

（责任编辑 ：魏银萍）

民问题的关键是动荡和贫困，它将是

者。

新政府今后一个时期对非政策最需要
解决的议题。

[9]

[11]

第二个阶段，2008 年 10 月默克
尔访华之旅之后，中德关系正式进入
了发展友好关系的上升通道，默克尔

默克尔政府对中非关系的

政府一改之前对中非关系进行批评的

态度及前景

做法，双方在非洲的关系较之前也有

自默克尔 2005 年首次担任德国
总理以来，她领导的政府对中非关系
的态度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演变。

了很大的改观。
2008 年是德国与中国双边战略
关系的低谷之年，在 2008 年 8 月北

第一个阶段从 2005 年组建大联

京奥运会开幕之前，默克尔接见了达

盟政府开始至 2008 年 10 月访华，默

赖喇嘛，高调显示对中国人权和宗教

克尔领导的德国政府对中非关系总体

自由的关心。2008 年西藏事件发生

持批评态度。

后，德国立即宣布总理和外长都不出

西方大国与中国在非洲的竞争与

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决定，中德经

博弈主要发生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

贸关系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在中国

的后半段。

德国政府、媒体和学界

政府的严正立场和一系列反制措施面

对中非关系关注和评论密集度最显著

前，德国逐渐认识到对华外交中的错

的时期也出现在这个时间段。值得注

误，开始积极修复中德关系。继 2008

意的是，德国与其他西方大国的这种

年 10 月展开修复中德关系之旅之后，

“不约而同”并不是一个巧合，而是

默克尔又先后多次访问中国，展现出

对中国持续加大对非洲工作力度做出

大力发展同中国双边关系的积极姿

的反应。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

态。2018 年 5 月 24 日，默克尔第 11

来，中非关系进入全面快速发展的历

次访华。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

史时期。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晤中，双方表示中德关系进入新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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