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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中非携手 共创未来
———迎接第一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

深读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谭意

从世界地图上测量， 湖南韶山与非洲
大陆最东端的索马里联邦共和国伊斯库舒
班，直线距离超过6600公里。

正是这座万里之遥的中国小村庄，让
无数非洲人魂牵梦萦。

这里是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的家乡，
这里是非洲人民崇敬的老朋友毛泽东的家
乡。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成千上万的非
洲朋友来到韶山，向毛主席致敬，向中非友
谊致敬。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超过
68批非洲朋友到访韶山，其中国家元首级
别的就有10余位。

韶山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 他们在韶
山又留下了哪些有趣的故事？

毛泽东与非洲交往超过1/4世纪，同非
洲人民有着浓浓的情谊，同样，非洲人民对
毛主席也怀有深厚的感情。

第一位访问韶山的非洲重量级嘉宾，
是1955年到访的南非联邦共产党前总书
记摩西·科坦。从此，一批又一批敬佩毛泽
东、 渴望寻找革命真理的非洲朋友不远万
里而来， 他们把访问韶山当作“崇高的荣
誉”“莫大的幸福”“一生难忘的时刻”。其
中，仅1977年，韶山就接待了苏丹、尼日
尔、赤道几内亚3个非洲国家的元首。

在到访的非洲国家元首中， 与毛主席
缘分最深的，当属赞比亚前总统肯尼斯·卡
翁达。

20世纪60年代，位于非洲中南部的赞
比亚， 需要一条通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交
通命脉来进行矿产贸易， 坦赞两国政府曾
一起向世界银行和西方国家申请援建坦赞
铁路，但遭到拒绝。1965年，坦桑尼亚总统
尼雷尔向中国政府提出协助修铁路的请
求，得到毛主席的积极支持。1970年，坦赞
铁路正式动工，1976年建成通车。 这也是
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援外建设项目之一。

1974年2月22日，卡翁达访问中国，与
毛泽东主席在书房亲切会谈。 毛主席在会
谈中首次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
对赞比亚提出的请中国帮助修建坦赞铁路
的要求慨然应允， 对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
立和解放的正义事业给予了积极支持。卡
翁达这位“非洲小兄弟”，对年长31岁的“慈
祥兄长”钦佩不已。

正是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敬重， 卡翁
达在世界舞台上多次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
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赞比亚独立后
的第5天， 他就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并表示“今生永远为这一决定感到骄傲和
荣耀”。

2009年11月，85岁高龄的卡翁达第7
次访问中国。这一次，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
夙愿———到韶山。

2009年11月15日，卡翁达冒着细雨来
到韶山， 第一件事情就是向主席铜像敬献
花篮。

陈帅是当时的英文讲解员。他回忆，毛
泽东广场上的游客很多， 看到这位古稀的
非洲老人庄严而圣洁的模样， 大家都自发
围上来鼓掌。 卡翁达停下脚步对人群说：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世界
人民的伟大领袖。 他的丰功伟绩将永垂青
史，他永远值得全世界人民尊重和敬佩。”

在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卡翁达找到了
那张毛主席与他亲切交谈的照片。 他指着
照片中那位皮肤黝黑的青年幽默地问：
“Who� is� he？”（他是谁？）逗得在场的人哈
哈大笑。随后，他在照片前久久伫立，仿佛
又回到了35年前。

“毛主席用屈膝礼回应我夫人的屈膝
礼， 这表达了对我们非洲人民的尊重。”卡
翁达深情地说，“我对毛主席的敬佩之情非
言语所能表达， 希望中国永远沿着这位缔
造者和他的战友们所开创的道路走下去。”

参观即将结束，卡翁达突然停下脚步，
感慨万千地说：“One� China,� one� Chair-
man� Mao(一个中国，一个毛主席)。”他的
情绪感染着在场的所有人，大家齐声高呼：
“One� China,� one� Chairman� Mao！”

在陈帅和省韶山管理局接待
处原调研员张素娥看来，非洲朋友
对毛主席的真挚感情，丝毫不比中
国人少。这从客人们到访韶山时的
一些小细节，可以窥探一二。

1966年的一天， 马拉维人民
民主社会主义党主席姆希斯卡由
上海出发，下午3点到长沙，一下
飞机就要求立即去韶山。下午5点
赶到韶山参观了毛泽东旧居后，
他又与韶山的工作人员座谈毛泽
东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 一直谈
到深夜11点。座谈后还不尽兴，他
一个人在房间阅读《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 直至第二天凌晨4
点半才休息。 当工作人员问他累
不累时， 姆希斯卡摇摇头说：“不
累，在毛主席家乡读毛主席的书，
我感觉格外亲切，格外有精神！”

1966年9月9日， 议长穆亚
比·安德列·乔治率刚果（布）国民
议会代表团一行12人访问韶山。
毛泽东旧居的后山上有一片竹
林， 团员们跑去深情地抚摸着竹
子，就像看到自己家一样兴奋。穆
亚比说：“我们刚果（布）的竹子，
叫‘中国竹子’，它是从中国移植
过去的。 刚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也
像这翠竹一样，万古长青。”午宴
时，听说毛主席特别能吃辣椒，非
洲客人们也想效仿一下。于是，大
师傅专门为他们连续炒了4盘最
辣的辣椒，全被一扫而空。

加蓬执政党民主党副总书记
恩德梅佐·奥比昂·勒内分别于
1977、1998、2001年三次访问韶
山，他说：“我在法国留学时，看到
了许多关于毛泽东的书， 了解到
许多有关毛泽东的情况； 我的夫
人是学历史的， 非常希望在韶山
更多地了解毛泽东主席。 如果有
机会，我还要再来韶山。”

非洲外宾访问韶山时， 都喜
欢带些纪念品回去。 购买一尊毛
泽东铜像、一枚毛泽东像章、一本

韶山画册、一方小手帕，甚至是捡
一片树叶、 拾一颗石子或是包一
小包土，都是永久的纪念。法属索
马里海岸（今吉布提共和国）的一
位朋友参观毛泽东故居时， 激动
地跑到台阶前抓起一把土， 用手
帕严严实实地包起来。 他说：“我
家里有一个毛主席塑像， 我要把
这包土带回去，垫在塑像下面，表
示我对毛泽东主席的崇拜和尊
敬。 我们那儿还有很多人没到过
韶山，让他们看到我带回去的土，
也像到了韶山一样。”

1989年10月,�毛里塔尼亚青
年代表团访问韶山。 团长穆罕默
德·勒尼写尔德·希德·艾乞迈参
观以后,�要求把毛泽东故居周围
樟树的种子带回去种植,�以表达
毛里塔尼亚人民对韶山的向往之
情，并祝愿毛中友谊万古长青。

“他们对毛主席的敬重和爱
戴，是深入骨髓的。”张素娥还记
得， 有一年夏天， 正是最热的时
候，一个非洲访问团访问韶山。按
照行程， 他们在中午到达后将向
主席铜像敬献花篮。 快到毛泽东
广场时， 全车的非洲客人都自发
地拿出西装和领带， 认真地穿戴
整齐。下车后，他们顶着三四十摄
氏度的高温， 用自己民族最高的
礼节向主席铜像致敬。 再回到车
上时，所有人都汗流浃背，但大家
的心情都格外雀跃，“终于见到了
崇拜已久的偶像。”

2015年6月，湖南举办“非洲
国家驻华使节湖南行”活动，乌干
达、阿尔及利亚、中非、刚果共和
国等36个非洲国家的60多名驻
华使节应邀来到韶山。 在毛泽东
广场听到歌曲《东方红》时，使节
团团长、乌干达驻华大使查尔斯·
玛迪波·瓦基杜索点头称赞：“毛
泽东同志很伟大， 不仅中国人民
爱戴他，非洲人民也十分敬仰他，
我早就想到韶山看看。”

对于非洲朋友而言， 韶山的
神奇之处， 是孕育了影响世界的
革命领袖毛泽东。他们来到韶山，
在这里探讨和研究中国革命的
经验，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从
中寻找适合自己国家发展实际
的“精神密码”，汲取不竭的精神
力量。

1978年9月27日 ,� 坦桑尼亚
革命党中央委员拉西迪·姆福米·
卡瓦瓦率团访问韶山时,�特地向
陪同人员请教毛主席如何教育农
民、组织农民、培养农村党员和如
何同封建势力展开斗争等问题。
在得到满意的回答后，他很高兴：
“实践证明,�我们共产党人越是深
入了解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 ,�
深入理解毛泽东思想,�就越能推
动我们的革命事业。 我们来韶山,�
是为了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故居是许多非洲朋
友到韶山后“打卡”的第一站。这
幢毛主席小时候生活、 学习过的
江南“品”字形农舍,�周围长满了
苍松翠竹的小山， 碧波荡漾的池
塘，毛主席小时候耕耘过的稻田,�
都让他们感到十分亲切。

“毛泽东的家庭条件在当时
算富裕的吗？”“他家还有哪些亲属
留在韶山？”“他上学的时候都学些
什么课程？”“毛主席小时候喜欢看
什么书？” ……张素娥回忆说，非
洲朋友十分关心毛主席的家庭环
境和成长故事， 常常主动向她提
问。 在得知毛泽东同志17岁离家
求学前写下“孩儿立志出乡关，学
不成名誓不还”的诗句后，一位莫
桑比克朋友说道：“在我们非洲，毛
泽东是一位传奇人物。 今天在这
里的所见所闻， 他从小体现出来
的美德，让我们永远怀念他。”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也
是非洲朋友最爱去的地方之一。
在这里， 毛泽东主席的形象变得

更加鲜活而丰满。半截的铅笔、磨
损的球拍、 写书法的底稿……从
这一个个不起眼的小物件里，非
洲朋友们读懂了一位国家元首的
节俭与自律、 特长与情趣。“以前
只觉得毛主席是位伟大的军事
家、革命家，看到这些更明白，他
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我觉
得他离我更近了。”一位科特迪瓦
朋友这样说。

在展出的文物中， 一件满是
补丁的白色睡衣格外吸引非洲朋
友的注意。这件睡衣，毛主席穿了
20年，穿到它“光荣退休”时，里里
外外已经打上了73个补丁。 科特
迪瓦国民议会议长尧姆·索罗在
这件睡衣前沉默许久后对团员们
说：“作为一国的领导人， 毛主席
能做到这样，真不容易，值得我们
向他学习。”

2003年1月17日， 乌干达总
统事务部部长布凯尼亚来韶山访
问。刚一下车，他就抑制不住内心
的欢喜：“这一天我已经盼了40
年。 我想看看这位伟人成长的经
历， 并寄托对毛主席的尊敬。”他
详细参观了故居、 毛主席铜像和
滴水洞， 并深情留言：“毛主席的
精神永存，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万岁！”

有趣的是，回国后不久，布凯
尼亚被任命为副总统。他的搭档、
乌干达国民议会议长丽贝卡·阿
丽特娃拉·卡达加在两年后访问
韶山时特别举例说道：“韶山真是
个神奇的地方， 是毛主席给予了
我们力量。”

韶山的力量， 是信仰毛泽东
思想的力量。 而从这里离开的非
洲朋友，带着这一精神法宝，也让
非洲大地的许多地方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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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3在韶山，他们这样说
“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

的宝贵财富， 而且是世界人民的骄
傲， 所有热爱自由和独立的革命者
都应学习毛泽东思想。”

———赤道几内亚总统 马西埃·
恩圭马·比约戈·涅格（1977.09.25）

“毛泽东的名字和中国现代史
有密切联系。 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
困难阶段， 终于取得了1949年的胜
利。 我们正经历中国人民经历过的
艰苦斗争。通过这次访问，我们认识
到，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总书记
艾尔弗雷德·恩佐（1986.04.07）

“我并不确定所有的代表团都
有机会来韶山参观毛泽东的故乡 。
但对于我们来说是特别的感受 。能
亲手抚摸毛泽东家乡的土地， 感觉
很荣幸。 我们代表团成员都有读过
毛泽东的作品、 著作……他是国家
伟人，他值得我们学习。我会转告在
贝宁的朋友， 我们已经亲手抚摸了
他和他的家人生活过的土地了。”

———贝宁共和国社会民主党
总 书 记 埃 马 纽 埃 尔 · 戈 卢
（2005.04.04）

“伟人毛泽东主席的生平激人
奋进， 中国与非洲特别是莱索托的
友谊令人铭记。”

———莱索托王国首相 卡利塔·
莫西西利（2007.10）

“九月之始 ，在习近平主席 ‘一
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与非洲
国家的合作更加紧密。 这是一项潜
力巨大 、 互利共赢的战略合作 ，这
次， 我作为刚果共和国总统对中国
进行国事访问， 同时我也是中国人
民的老朋友，有义务来韶山，向伟大
的毛泽东主席致敬。”

———刚果共和国总统 德尼·
萨苏—恩格索（2018.09.07）

2009年11月15日，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访问韶山。在韶山
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内，与当年毛主席会见自己的照片合影。

邓高红 摄

1986年4月7日，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总书记艾尔费雷德·
恩佐一行访问韶山。 通讯员 摄

� � � � 2018年9月7日， 刚果共和国总统 德尼·萨苏—恩格索参
观韶山，向毛泽东铜像敬献花篮。 湖南日报记者 张京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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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977年9月25日，赤道几内亚总统马西埃一行访问韶山。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