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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背景与过程

说起坦赞铁路的修建，首先要讲

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非洲政治形势。20

世纪 60 年代是整个非洲大陆民族独立

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第一个独立的

黑非洲国家是西非的加纳，于 1957 年

独立。当时中央很重视，派聂荣臻当

特使去加纳参加独立庆典。我当时在外

交部亚非司工作，陪着他一起去。接

着独立的是西非的几内亚。当时，东非、

中非以及南部非洲的大多数国家还没

有独立，还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在东非第一个独立的是坦桑尼亚，

当时叫坦噶尼喀。桑给巴尔独立后，

两国合并成为坦桑尼亚。坦噶尼喀在

当时被称为“前线国家”。北边的肯

尼亚，西边的布隆迪、卢旺达，南边

的莫桑比克、赞比亚、津巴布韦，还

有南非等都没有独立。领导这些国家

独立运动的政党，都在坦首都达累斯

萨拉姆设有办事处。它们主要通过坦

桑尼亚寻求外部支援。我们要支援这

一片广大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也是

通过坦桑尼亚。所以，那时坦桑尼亚

的地位非常重要。

从整个战略上看，毛主席曾提出

第一中间地带和第二中间地带的战略

思想。什么叫第一中间地带？就是指

正在争取独立或已经初步实现独立的

发展中国家，即亚非拉地区。新中国

成立后，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制裁。

要突破重围，就要广交朋友，得有同

盟军。我们把这些亚非拉独立的和争

取独立的国家视为直接同盟军。处于

美国、苏联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发达国

家，虽然是发达国家，是第三世界发

展中国家的剥削者，但也受到霸权主

义的欺负，同霸权主义有一定的矛盾，

可以被我们利用，所以这些国家叫第二

中间地带，又称作间接同盟军。

我们的外交战略思路是首先争取

第一中间地带，支持这些地区争取民族

解放的斗争。在地理位置上，坦桑尼

亚是黑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前线阵地。

所以，坦桑尼亚一独立，中央很重视，

挑选何英做大使，而且嘱咐，他的任

务不只是发展同坦桑尼亚的友好关系，

还要以坦桑尼亚为中心辐射整个东非、

南非和西南非未独立地区，支援那里

的民族解放运动。当时使馆很大一部

分工作，是跟这些地区在坦桑尼亚的

办事处联系。这些殖民地独立运动的

领袖经常到我驻坦使馆寻求经济、财

政以及物资援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背景。

第二个背景就是，中国和坦噶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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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读地带

喀 1961 年建交后，不久爆发了中印边

境冲突。一开始，坦政府听了印度一

面之词，准备发表一个声明谴责我们，

支持印度。当时坦政府把稿子先发给

了各国驻坦的通讯社，新华社也拿到

了。我们当时比较紧张，怎么办？一

种意见说，事情已是覆水难收，不但

我们拿到了声明稿，世界各大通讯社

都拿到了。当时跟国内电信联络时间

已经过去，请示来不及。我们研究了

一下，决定死马当作活马医，紧急约

见尼雷尔。为什么见尼雷尔？尼雷尔

当时已经辞去了总理职务，但仍是执

政党的主席。我们私下了解，他实际

还掌握着政治权力，卡瓦瓦总理还是

听他的。所以，跟卡瓦瓦谈不通，就

直接找到尼雷尔。约定了见面时间，

我们就带着地图去拜会尼雷尔，跟他

讲中印边界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我

们指出，如果坦方把这个声明稿发出

去，就是偏袒印度，不但不公道，而

且会损害中坦关系，两国关系再想恢

复就很不容易了，请坦方慎重考虑。

尼雷尔听进去了。尼雷尔说，这样吧，

我去跟我的朋友们、同事们商量一下。

结果，没过几个钟头，他打来电话说，

头一个稿子撤销。坦方另发了一个比

较公道的声明，呼吁双方克制。

我们把第二份声明稿马上发回国。

周总理在北京也感到纳闷，先前接到

一个稿子，怎么又来了一个。这个时

候，我们使馆的电报也发回去了。周

总理看了以后恍然大悟，表扬了我们，

说这种做法是好的，虽然说外交工作

授权有限，但是在这种事关国家利益

而又来不及请示的重大问题上，前方

有机动权。我认为，如果前方认为木

已成舟，泼水难收，不采取任何行动，

在组织原则上并没有犯错误，也不会受

到谴责，但是从政治上看是输了一招。

这件事情过后，中坦关系就迈上了坦

途。中印边境冲突结束后，毛主席决

定把我军回撤至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

我侧 20公里以内，把印度俘虏都放回，

武器也退回。尼雷尔听到这个消息说，

中国做得太漂亮啦！从此他更增加了

对我们的信任感。

在这种情况下，尼雷尔想进一步

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坦桑尼亚独立后，

赞比亚也独立了。尼雷尔设想，建一

条从赞比亚到达累斯萨拉姆的铁路。

从经济上看，赞比亚产铜，有国际市场，

但是没有出海口，要绕到南非那边，

成本太高。如果有了一条铁路，那么

运输就很方便了，还将促进两国民族

经济的发展，巩固民族独立。另外，

坦桑尼亚、赞比亚周围的殖民地人民

都在开展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有的

已经发展到武装斗争，比如莫桑比克

已经有游击队了。津巴布韦、纳米比亚、

安哥拉和南非争取独立的政治力量都

在坦桑尼亚设有办事处。修一条铁路

就可以对周边地区反殖民主义斗争提

供支援，可以把他们需要的东西通过

铁路直接送过去。

尼雷尔有这个打算后，先去找西

方，西方国家刁难他，金融机构也刁

难他，不愿意搞。尼雷尔找到苏联，

苏联也拒绝了。但他还是没有放弃。

他想到坦桑尼亚既然同中国建立了比

较牢固的友好关系，是不是可以到中

国试一试呢？抱着这样的目的，1965

年初，尼雷尔先派商业合作部长巴布

访华。巴布同我们关系挺好，当时说

他是亲华派，或者说是左派。他先访华，

透露了这样一个消息：尼雷尔想建一

条铁路，但是没有人帮助，坦桑尼亚

自己又没有力量，尼雷尔可能会向中

国提出。但是巴布比较悲观，毕竟那

时中国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中

缓过来，也不是很有经济实力，老百

姓还很困苦，大概未必会同意。巴布

告诉我们，如果尼雷尔提出来，请中

方不要马上拒绝，可以说容我们研究

研究，要不然尼雷尔会很失望。这种

情况下，中央就考虑了，到底该如何

对待。当时中国百废待兴，确实很困难。

但是，中央高屋建瓴，从整个战略全

局考虑，觉得人家提出来了，我们应

该帮助。哪怕自己省吃俭用，也要帮

助人家。而且，从深远战略意义考虑，

这不只是帮助人家，也是帮助我们自

己。坦桑尼亚是我们的直接同盟军，

它的力量发展壮大了，就等于我们自

己的力量壮大了。中央是这样考虑的，

而不是抠经济账。所以，毛泽东、刘

少奇、周恩来当时一起研究过，决定

答应。

尼雷尔访华的时候，是我陪他坐

飞机到北京的。他说自己一路上很忐

忑：到底要不要提？提了要是被拒绝

怎么办？所以，第一次会谈时他没敢

提。后来我们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暗

示他，说你不要有什么顾虑，你有任

何要求都可以提，中方会认真考虑。

这样，尼雷尔壮了胆子，就提出来了。

他是跟少奇同志提的，少奇同志当时

就表示同意。尼雷尔高兴得不得了。

我记得毛主席跟尼雷尔讲过，“你们

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

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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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铁路，也要帮你们建这条铁路”。

这样，中坦双方原则上达成了协议。

周总理讲了，西方帝国主义不干

的事，我们帮着你干，而且我们干的话，

会干得很漂亮。中国人是不干则已，

一干就拿出最好的。第一，中国没有的，

宁可花外汇也要帮助坦桑尼亚。比如，

我们从意大利等地方进口了重型汽车

等，这是我们国家都没有的、当时世

界上最先进的好东西。我们用外汇买

来，运到坦桑尼亚。我们有的，也是

拿出最好的。我们自己当时也需要建

更多的铁路，但为了修坦赞铁路，宁

可先暂停修自己的一段路，也要先保

证坦赞铁路。第二，我们派出了最好

的专家和最好的员工。他们都不畏艰

苦，披荆斩棘。坦桑尼亚可不是个好

干活儿的地方，比如说那里的萃萃蝇，

被它叮了后，是要死人的。为了修建

这条铁路，牺牲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

的中国员工将近 70位。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周总理说的，“我们一定不能像

西方似的，给人点援助，就要拿特权”。

我们是完全无私的。铁路修好了，我

们把运行的技术告诉人家以后，马上

撤回全部员工。西方则不然，他们把

自己的人留下来，享受比当地员工高

很多倍的薪金待遇，搞特权。

当时这是最大的一个援助非洲项

目，又是中国的第一个项目，非洲的其

他国家，已经独立的，没独立的，都睁

眼看着，要看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干的。

许多非洲兄弟经过一对比，认为还是中

国好，中国是真朋友，不是假朋友，是

真正帮助非洲独立和发展、不谋取特

权的全天候朋友。我们因此争取了很

多非洲国家。非洲一大片国家独立后，

都跟新中国建交。所以，援建坦赞铁路

的政治意义超过了经济意义，特别是在

赞比亚有更多通道可以实现出口后。

“文革”之后，有一些人认为，

在这个事情上中央的决策不对，因为

当时中国自己很困难，这种外援叫作

“打肿脸充胖子”。但拒绝就是对的吗？

我们勒紧裤腰带、出了大概 10 亿元左

右人民币来修这条铁路，这是一项很

重大的决策，中央怎么会不慎重考虑

呢？ 2013 年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就来

到坦桑尼亚，特别赞扬了坦赞铁路精

神，还到援坦牺牲烈士的墓地凭吊。

援建坦赞铁路有着深远的意义，其影

响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看来，那个

时候的做法完全正确。

尼雷尔终其一生都是中国的好朋友

从我们决定援建坦赞铁路以后，

尼雷尔终其一生都是中国的好朋友。

记得 1997 年，在举行香港回归仪式的

大厅里，我还遇上了尼雷尔。那个时候，

他已经很老了，但还要亲自来一趟表

示祝贺。

1965 年 6 月周总理访问坦桑尼亚

的时候，尼雷尔很高兴。他把执政党

坦盟的主要干部召集到一个大体育场，

请周总理给他们讲话。他还把总统府

的房间腾出来让总理住。周总理和尼

雷尔谈得非常融洽。

还有一条可以作证的，就是通过

修坦赞铁路，通过我们同坦桑尼亚的

关系，中国同非洲大陆绝大多数国家

建立了很牢固的合作关系。周总理讲

过，坦赞铁路不只是联系中坦，而且

是联系中国和非洲大陆友好合作关系

的重要纽带。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

法席位的问题上这一点得到了充分反

映。1971 年联合国大会表决时，有 30

多个非洲国家投了我们的票。外交部

当时还研究到底去不去联合国。有人

说我们还没准备好，先等一届，下届

再去。毛主席说：“要去。为什么不去？

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不

会不要紧，跟打仗一样，在战争中学

习战争，我们就去，马上去。”所以，

中国代表团马上就出发了。到了纽约

以后，大会正常日程停了一整天，大

会场上非洲兄弟一个接一个发言，热

烈欢迎中国。1981 年选新的联合国秘

书长时，中国和非洲国家都推选坦桑

尼亚驻联合国的代表萨利姆，他当过

驻华大使，还当过坦外长。美国坚决

反对，因为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投票结

果出来后，萨利姆头一个站起来，拍

手欢呼。美国代表很恼火地说，我们

失败了，你倒在会场上跳舞！萨利姆

反驳说，我不是跳舞，我是欢欣鼓舞！

所以，美国否决萨利姆当秘书长，还推

了一个西方的候选人，我们也否决。到

后来形成了僵局。我记得，一次安理会

开会时，美国参赞坐在我旁边，捅了我

一下，问：“你们到底要否决到什么时

候？”我说：“你们否决萨利姆到什么

时候，我们就否决你到什么时候。”最

后，双方没有办法了，只能妥协，选了

来自拉美的德奎利亚尔当秘书长。

所以，大家能看到，直到今天，

非洲国家当中，坦桑尼亚跟我们的友

好关系还是比较突出的。

（本文图片来源于《中非关系史

上的丰碑——援建坦赞铁路亲历者的

讲述》）

坦赞铁路对发展

坦、赞两国经济，

改善两国人民生活

起到了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