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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华侨华人形象的历史演变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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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历史上，中国在非洲形象经历了漫长的变迁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

提升、国家形象的不断改善，中国在非洲形象愈加稳定与成熟。中国国家形象是与中国对非洲政策和中非关

系光荣传统紧密相连的。目前，中国在非洲形象仍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 一方面是中非不同的价值观念差异

容易造成双方误会和摩擦; 另一方面赴非企业和因私出国人员层次良莠不齐，个人行为因素难以把控。所以，

应采取多项措施，加强赴非人员培训，并鼓励高素质人才赴非工作; 帮助非洲华侨华人树立“入乡随俗”的观

念，主动融入非洲大家庭; 促进中非人文交流与合作，发挥公共外交重要作用等，提升非洲华侨华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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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华侨华人是中国在非洲形象的代言人，也是中国在非洲形象的塑造者。非洲华侨华人形象

是非洲人民认知中国国家形象的有效途径。随着中非经贸交往、人文交流和人员交际日益密切，中国

在非洲形象的塑造对中非关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对中国

国家形象的塑造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中非关系健康全面的发展却引发了西方国家的无端猜疑，从

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到“新殖民主义”，再到目前的“中国债务陷阱论”等奇谈怪论，对中国在非洲的

形象不断造成严重破坏。同时，一些中资企业和华侨华人的不良行为也给中非关系带来不可忽视的

负面影响。因此，从战略高度重视非洲华侨华人形象的维护与改善，对于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携手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而深远。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在非洲形象，特别是非洲华侨华人形象，进行了大量研究。中国学者既阐述了

中国移民在非洲生存与融入状况，又客观、公正地呈现了非洲华侨华人所代表的中国形象。还有中国

学者探讨了中非民间交往、中非文化冲突与差异对非洲民众认知中国和中国人的影响。而针对如何

改善中国在非洲形象，中国的非洲问题学者纷纷提出了切实有效的建议。李安山强调从行动与宣传

两手抓来塑造中国在非洲的形象，［1］李新烽等则从分析西方主流媒体对中非关系的报道中发现，要加

强对非传播的总体性设计，主动塑造和提升中国在非洲形象，有力应对中国在非洲形象的负面报道，

引领中非关系健康发展。［2］近年来随着赴非田野调查工作的深入，一些中国学者逐渐重视非洲民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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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国企业和华侨华人的直观感受，通过发放调查问卷、采访、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收取非洲华侨

华人形象的一手材料，其中既有对中国在非洲正面形象的研究又有负面形象的分析。国外学者侧重

通过国别研究、案例分析等展现中国移民在非洲的生存风貌和中国形象，其中也掺杂了一些对中国形

象的负面认识，但部分国外学者开始为中国在非洲形象正名。［3］本文将对非洲华侨华人形象的整体历

史演变和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与问题进行客观梳理与分析，从战略角度提出促进中国在非洲形象提升

的重要性和举措。

一、非洲华侨华人形象的研究理论与评估

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不仅包括一个国家的政治形象和经济形象，而且包括这个国家的文化

形象和民众形象。除表现出多个维度的形象外，它还表现为一种无形资产，体现着一国的综合国力、
折射着该国的国际地位。目前，有关国家形象的理论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而是汲取了政治

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范式。本文所关注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包括这个国家的多

个民族的人民在国际上的总体印象。中国在非洲形象既包括外国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和评价，也

包括国外新闻报道和舆论中所形成的中国形象。
( 一) 国家形象的跨学科理论

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作为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奈( Joseph Nye) 于 1990 年详细阐述了

“软实力”概念。他指出，国家通过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吸引和劝服别国服从本国目标。相对于

“硬实力”，“软实力”视域下的国家形象服务于国家的整体目标。“软实力”是国家力量的体现，而国

家形象则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4］另外，西方认为贸易、投资都有助于促进双边国家公众

对对方国家的好感，有利于国家形象的提升。［5］

从政治心理学角度来看，20 世纪 50 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E． 博尔丁( Kenneth E． Bould-
ing) 首次提出国家形象理论，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形象是指某国家行为体对自身或其他国家行为体总

体的认知、情感和评估结构。［6］该理论主要运用于研究别国形象，从心理学角度聚焦各国政治精英和

普通民众对别国形象的认识，属于政治心理学的一种重要理论。国家形象可被理解为对其他国家长

期以来形成的稳定而系统的印象。印象一旦形成，人们就会简化对世界的理解而选择这种认知捷

径。［7］博尔丁强调，政策和国家行为制定者往往凭借某事物的形象而非基于客观事实就做出决策，换

言之，在更大程度上，印象而非事实可能会直接影响一个国家行为体的行为。米歇尔·G． 亚历山大

( Michele G． Alexander) 等学者认为，国家形象理论是一种战略决策理论，它能识别那些有关国际形

象、刻板印象和国际政策选择的判断。国际关系的结构特征在确定国家之间的特定形象方面起着重

要作用。其他国家的形象或刻板印象，源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为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预期反应

或待遇提供依据。［8］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大多数传播学研究关注国家形象传播的主体、载体和传播策略等问题。一般

研究认为，政府、企业、民众等都是国家国际形象传播的主体; 国家形象传播的载体或主要渠道一部分

来自于历史文献，而绝大部分则依赖于当前日益繁荣的大众传播媒介———网络、新媒体、电视、电影、
报纸等; 随着传播方式多元化发展，国家形象也拓展了传播途径，除数字化新媒体的出现，像广告、国
际活动、体育赛事、公共外交等形式都大大提高了国家形象的传播效率。

整体来看，跨学科理论为学者分析和评价中国在非洲形象提供了不同视角，也为改善和维护非洲

华侨华人形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二) 中国在非洲形象的测量评估

外国民众对别国客观现实所做出的主观认识与整体评价是测量和评价别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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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由于评价主体即外国民众受客观现实、传播信息及自身主观认识等多重因素影响，一国国家形象

的形成和传播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特点，但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国家形象是可以塑造的。［9］中国在非洲

形象的测量评估主要在西方和非洲国家调查机构中展开，近年来，中国也积极加入到国家形象调查的

队伍之中。
2016 年，非洲无党派独立民意调查机构“非洲晴雨表”( Afrobarometer) 调查显示，63% 的非洲国家

民众对中国形象和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持正面态度。其中，中国对非基础设施投资和促进当地经济发

展是非洲民众对中国形成正面形象的两大要素。2017 年春季，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皮尤全球民意调

查”结果显示，在 7 个接受调查的非洲国家( 突尼斯、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南非和坦桑尼

亚) 中，大部分国家对中国形象持肯定态度，其中，72%的尼日利亚人、64% 的塞内加尔人、63% 的坦桑

尼亚人和 63% 的突尼斯人对中国印象良好。［10］皮尤研究中心还调查了这 7 个非洲国家受访者，是否

将中国影响力视作阻碍他们所在国发展的“主要威胁”。除 46%的加纳受访者将中国视作加纳的“主

要威胁”外，其余非洲受访者视中国为“主要威胁”的比例相对较低。［11］2017 年 3 月，日本外务省对肯

尼亚、南非和科特迪瓦 3 国民众进行《非洲地区对日舆论调查》并发布报告书。报告结果显示，在包括

英美日等 19 个国家在内的排名中，非洲 3 国民众把中国视作最值得信赖的国家，他们都认为中国为

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与非洲关系友好。
2018 年 1 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 原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 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

全球调查报告 2016—2017》显示，与往年相比，中国国家整体形象全球好感度稳中有升。该调查在全

球 22 个国家展开，非洲地区仅在南非一国进行抽样调查，总访问样本共计 11 000 个，每个国家 500 个

样本，其中，“历史悠久”“充满魅力的东方大国”和“全球发展的贡献者”成为中国最突出的国家形象;

海外受访者普遍认同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认为中国企业的进入与发展给当地带去了资金、技术和

就业机会; 海外受访者对中国人印象普遍积极正面。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人印象

更好。该调查报告还显示，中国人的勤劳敬业给海外受访者留下了最深印象。

二、非洲华侨华人形象的滥觞与演变

历史上，非洲华侨华人形象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这既与中非各自历史演化有关，也与世界历史

发展紧密相连。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非之间交往日益密切、中国对非洲政策高效务

实，为华侨华人在非洲正面形象的塑造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支持。官方与民间交往都在非洲华侨华

人形象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一) 古代中非之间的平等友好交往

在秦汉时期，非洲文明古国埃及就与中国通过丝绸之路有了间接贸易交往，《史记》中有中国派遣

使节远访埃及的记载。唐代杜环的《经行记》是中国人所著的首部西亚非洲游记，为中非交往提供了

珍贵史料。除几位阿拉伯旅行家所著文献外，同时期的非洲鲜有与中国交往的文字记录。到元代，中

国大旅行家汪大渊游历非洲十余国，著有《岛夷志略》; 前后仅差几年，北非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

泰到访中国，他所著《伊本·白图泰游记》留下了非洲人对古代中国美好印象的珍贵记录，也展现了古

代中非之间平等、友好交往的场景。［12］

( 二) 郑和船员后裔所代表的传统美德

在 15 世纪初的明朝，郑和 7 下西洋 4 次访问非洲。从第 4 次下西洋( 1413) 开始到第 7 次下西洋

( 1433) 结束，郑和船队的足迹曾到达非洲东海岸。在此期间，郑和船队的一艘船在肯尼亚帕泰岛附近

触礁，数百名船员逃至岛上并定居，与当地女子通婚，落地生根。如此，当年船难留下的郑和船队水手

则是当之无愧的首批非洲华人。有别于后来登陆非洲的西方殖民者，这批中国船员身上体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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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中和谐相处、勤劳上进、助人为乐的美好形象。根据帕泰岛所遗留的建筑风

格、瓷器碎片、中国医术和风俗习惯，均可一窥当年郑和船队落难水手们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融入当

地社会、帮助当地民众的善行与景况。［13］

( 三) 早期契约劳工与自由移民的复杂形象

在 17—20 世纪初，非洲华侨华人主要分为两类: 契约劳工与自由移民。1593 年，葡萄牙人将中国

人运送到南非。但有案可查的抵达非洲的早期中国移民，是 1654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殖民者，将 3
名中国人从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 今雅加达) 运送到毛里求斯作苦力; 1660 年，一名华人被东印度公

司从巴达维亚驱逐至好望角，成为有据可查定居非洲的第一个中国人。［14］1762 年，具有一定数量和规

模的华人从中国被直接运往毛里求斯，他们成为非洲第一批契约华工。同时期赴非洲的自由移民，也

多是被流放的囚犯、反清志士和走投无路的农民。进入 19 世纪以来，中国国力继续衰败，更多华工难

逃厄运，被西方殖民者装载上船运往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这些苦力被西方戏称为“猪仔”，而他们所

承载的拥挤不堪的船只被称作“漂浮的地狱”。这时期西方殖民者将中国人描述为“勤勉、友善、怯懦、
精明，以撒谎著称，虚伪无耻”的复杂形象。［15］当时的中国形象正是清政府软弱无能、任列强宰割的

缩影。
( 四)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精神风貌

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大肆侵华，许多沿海居民为躲避战乱远赴异国他乡，其中一些去了非

洲定居。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移民政策较为宽松，一些人就去非洲投亲靠友，他们集中生活

在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南非、留尼旺等国家和地区。华侨华人大多从事个体经营活动，由于精明能

干、不怕吃苦，快速发财致富，还形成家族式经营产业，他们的二三代不乏有人跻身于当地的政治和商

界精英之列。尽管这一时期不少非洲国家存在歧视华人现象，但是非洲华侨华人充分展现了教育程

度较高、经济状况较好、勤劳吃苦上进、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精神风貌，逐渐摆脱了贫穷、懦弱的负面

中国形象。
( 五) 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新形象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赴非人员陆续增加。20 世纪 50—70 年代，在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国
家解放的过程中，中非成为患难与共的真挚朋友。中国向非洲大陆不断伸出援助之手，确立了新中国

在非洲的良好形象。［16］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人纷纷走出国门，非洲华侨华人也出现了老侨和新侨之

分。以改革开放为界，老侨是指改革开放前移居非洲的华人，新侨是那些改革开放后赴非的华侨。新

侨又分为因公和因私出国两类。新侨和老侨共同塑造当代非洲华侨华人形象。新老侨用自己勤劳的

双手为非洲各行各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赢得了非洲当地人的赞誉，树立了拼搏奋斗、与非洲人民平

等和谐相处的良好中国形象。
总体而言，当代华侨华人在非洲的形象是积极和正面的，前文所述的中国国家形象调查结果也表

明了这一点。中国在非洲的良好国家形象既与中非关系的光荣传统息息相关，又同中国政府正确的

对非洲政策紧密相连。特别是近 5 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在中非双方共

同努力下，中非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受到中非人民的欢迎和国际社会的认可。

三、非洲华侨华人形象的问题与挑战

华侨华人形象是中国国家形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非洲华侨华人积极参与驻在国国家政治、经
济、文化等领域建设，为驻在国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用自己的辛勤汗水在非洲大陆上

耕耘着、实现着自己的非洲梦。但是，伴随着中非关系全面、迅速、健康发展的同时，非洲华侨华人所

代表的中国在非洲形象也存在一些问题，遇到一些挑战。在国家形象理论的视域下，非洲华侨华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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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中国国家形象对于非洲民众感知中国、了解中国，形成直观的中国印象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
部分华侨华人的不良言行举止给非洲民众认知中国人和中国国家形象产生了错觉。

第一，中国制造质量堪忧，引发非洲民众不满情绪。2016 年“非洲晴雨表”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产

品质量差是造成中国负面形象的重要原因。《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2016—2017》显示，质量问

题仍然是阻碍中国品牌在海外发展的主因。63% 的海外受访者对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表示担忧，这

一比例与 2015 年基本持平。例如，2016 年笔者在赤道几内亚首都马拉博与赤道几内亚国立大学社会

政治系教授、专家座谈时了解到，一家中资企业在赤道几内亚承建的居民住宅项目，因建筑材料质量

问题，引发当地民众不满，损害了中国在该国的整体国家形象。
第二，法律观念淡薄，不惜铤而走险。毋庸讳言，极少数中国人是手持旅游或探亲签证入境非洲

国家的，签证过期继续滞留，转变为非法滞留。除非法滞留外，有人还从事与其身份不相符的工作。
2016 年笔者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与中国驻加纳大使馆工作人员座谈时得知，曾经有一艘小型中国渔船

因非法捕捞被加纳海警追回，但在返回途中，中国渔民仍不忘下网“补捞”一把，令加纳执法人员哭笑

不得。这种目无法纪的事例时有发生。
第三，遇事拿钱解决，缺乏维权意识。华侨华人习惯随身携带现金，给人留下“行走的钱包”的错

觉。在笔者走访的一些非洲国家当中，都出现了一些非法警察和官员对华侨华人选择性执法，“吃拿

卡要”。在遇到敲诈勒索时，华侨华人或因语言不通，或者图省事用钱息事宁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

了非洲当地贪污腐败的歪风邪气，形成恶性循环。
第四，外语能力较弱，与当地人缺乏沟通。与扎根非洲几代人的老华侨不同，新华侨的外语能力

普遍较弱。在赴赤道几内亚调研的飞机上，笔者就遇到几位不会讲英文的中国人与埃塞俄比亚空姐

之间因缺乏语言沟通而发生的不愉快现象。另外，出于安全考虑，多数中资企业驻地高墙四围，让当

地人感到“与世隔绝”。还有一些华侨使用歧视性语言称呼当地非洲人，引发对方不满，造成不必要的

矛盾。
面对上述问题，非洲华侨华人形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一国的国家形象是主体受众或观者

借助形象载体对国家意义的表达。［17］因此，国际社会可透过非洲华侨华人这一中国国家形象的形象

载体来认识中国。非洲华侨华人负面形象的形成将直接关系到受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结果，导致实

际形象与主观认知形象间产生巨大偏差。为了更好地改善非洲华侨华人形象，一方面要遵循国家形

象建构的客观规律，即国家形象建构的基本特征，包括国家形象的主观形式与客观内容的统一、国家

的整体形象与局部形象的统一，以及国家形象的相对稳定性与可变性或可塑性的统一; ［18］另一方面

要透彻分析造成非洲华侨华人形象问题产生的背后原因，从而提出整体应对策略，帮助非洲华侨华人

树立文化自信，维护良好的非洲华侨华人形象，真正赢得非洲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

四、非洲华侨华人形象问题产生的原因

由于中非文化观念、社会法律制度等存在很大差异，双方在交往中难免会产生摩擦和问题。但

是，除了非洲华侨华人自身等客观原因以外，西方国家和西方媒体根据自身宣传目的，常常刻意夸大

非洲华侨华人的负面形象，这使得非洲华侨华人所代表的中国国家形象，特别是中国在非洲形象，长

期受到了由“西方中心主义”所构建的“他者”形象的严重困扰。因此，造成非洲华侨华人形象问题产

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中非经贸关系快速发展、赴非企业和人员增多引发各方对中国在非洲形象的关注。自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经贸关系不断深化，中非贸易额不断攀升。到 2018 年底，中非贸易额

已从 2000 年的 106 亿美元跃升至 2 041． 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 7%，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非洲第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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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伙伴。《华侨华人蓝皮书: 华侨华人研究报告( 2016) 》指出中非经贸合作日益密切与非洲中国新

移民的快速增长有直接关系。据国务院侨办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初，世界范围内华侨华人数

量达 6 000 多万人。［19］其中，非洲华侨华人数量占比不大，但增长速度迅猛。1996 年非洲的华侨华人

仅为 13． 6 万人，［20］但 2012 年约 110 万。［21］可见，16 年里，非洲新移民数量增长约 96 万。非洲华侨华

人中新移民占比超过 90%。［22］其中，新移民主要包括创业移民、劳工移民和过境移民三类。伴随赴非

人员增多，中非经贸往来中暴露出的产品质量差、法律意识淡薄等不良问题，危及了中国在非洲形象。
第二，西方媒体宣传导向恶意指向中国在非洲负面形象。作为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大众传

媒在建构国家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推手作用。但是，外媒，特别是西方主流媒体出于意识形态偏见，

不时“妖魔化中国”，抹黑中国在非洲形象。西方媒体的涉华负面报道分为 4 类: 首先，西方利用自己

的话语权优势，刻意把中国描述成一个只重利润、只会“索取”而不关心非洲民主和人权的国家。［23］在

蒙内铁路建设期间，数家外媒蔑称这条铁路是继英国米轨之后的又一条“疯狂铁路”( lunatic line) 和

“白色大象”( white elephant) 。100 多年前，因英国殖民者和肯尼亚当地人民在修筑米轨铁路时曾付

出过惨重的生命代价，英国议员曾赋诗讽刺该条线路为“疯狂铁路”; 而“白色大象”则是英语俚语，意

思是华而不实的东西、累赘物。2016 年 9 月，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一篇报道还公开质疑蒙内铁路穿

越内罗毕国家公园的举动，指责中资企业忽视动物保护，只字不提铁路建设中采取的各项环保措

施。［24］其次，部分非洲媒体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西方媒体的“扩音器”。非洲国家媒体由于从业人员有

限，且多接受过西方教育，外加西方国家具有语言和文化优势，不少非洲媒体经常刊发和转载西方媒

体的新闻报道。个别非洲私营媒体更是刊发有损中非关系的虚假新闻。例如，2016 年赞比亚小报

《绯闻》( KACHEPA) 造谣中国企业向非洲国家销售“人肉罐头”。其中，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该报纸的

名称“KACHEPA”源自赞比亚第一大土著语言本巴语( Bemba) ，意思就是绯闻、谣言传播者或散布者。
再次，西方智库是传播涉华虚假消息的重要幕后黑手。2017 年 1 月，日本政府花钱收买英国智库学者

进行反华宣传的丑闻一经爆出，国际舆论哗然。这从侧面揭露了西方编造中国负面形象的背后逻辑，

中国在非洲的负面形象也是这样如法炮制的。最后，西方媒体聚焦中国在非劳务人员和个体经营者

群体，将其不当行为扩大化。2018 年 5 月，英国《经济学人》的一篇报道指责在纳米比亚的中国工人

与小商贩，只顾“攫取”利益，蔑视当地人并抢占他们的工作、破坏环境，与当地人已经形成了“相互厌

恶”“势不两立”的场面。［25］

第三，中非泾渭分明的价值观念差异容易造成双方误会和摩擦。中非在思想观念、文化习俗上存

在明显差异，一些中国企业和个人的急功近利行为和缺乏法律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形

象。首先，中非时间观念不同。中国人相对守时，对加班工作习以为常。在非洲，中国人加班加点完

成生产任务非常普遍。但笔者曾在科特迪瓦与中资企业代表座谈得知，这种“拼命三郎”的工作态度

令非洲人不解，会误认为这些中国人是在自己国家犯了罪来非洲劳改的。其次，中非金钱观不同。中

国人认为挣钱养家天经地义，所以甚至会“不惜一切代价”拼命挣钱; 而非洲人喜欢领日薪，当“日光

族”，钱花完了才回过头来再去找工作。再次，中非法律文化不同。中国人相对法律意识薄弱，遇事多

选择用钱解决问题，给非洲人留下“有钱”而“不讲规矩”的形象; 而非洲人办事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第四，赴非企业和因私出国人员层次良莠不齐，个人行为因素难以把控。民众作为国家形象的核

心代表之一，在国家形象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民间交往中，一国民众的一言一行往往会

被他国民众视作了解该国的重要途径，由此形成的印象会因认知捷径而被直接合成为国家形象。据

《世界移民报告 2018》( World Migration Ｒeport 2018) 显示，［26］中国是全球第四大移民来源国，并且拥有

大量迁出的劳工移民。由于中国赴非人员数量较大，这就导致他们之间素质和行为差异较大，对于这

批人员管理难度也相对较大。如果不能有效化解非洲民众对部分非洲华侨华人不当行为的认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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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长期积累负面印象一旦形成，就会造成非洲民众对非洲华侨华人整体形象产生严重误解。

五、提升非洲华侨华人形象的应对策略

在 2018 年 6 月 22—23 日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努力开创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7］2018 年 7 月 19—29 日，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东非洲 5
国，并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时表示，未来无论国际格局如何变化，中方都将秉持真实亲

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继续支持非洲发展振兴。［28］2018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1 日，第十次全国归侨侨

眷代表大会的成功举办［29］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挥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

作用，并希望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传播好中国声音，用丰富的事例、鲜明的视角、生动的语言，让

世界充分了解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良好形象; 积极融入和回馈当地社

会，遵守住在国法律，尊重当地习俗，与住在国人民和睦相处，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和奉献赢得信任和

尊重，展示中华儿女的良好形象。
2018 年 9 月 3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致辞中表示，［30］中非要携手打造

文化共兴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中非文明交流互鉴、交融共存，为中非合作提供深厚的精神滋养，拉

紧中非人民的情感纽带。正如 2019 年 4 月 9 日习近平主席在致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贺信中所强调

的，一定要增进中非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非从来都

是命运共同体。针对目前中国在非洲形象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应采取措施妥善应对，进一步提升中

国在非洲形象，推进国家形象战略的发展。
加强赴非人员培训，并鼓励高素质人才赴非工作。现代外交更多展现的是软实力的竞争，而个体

则是软实力要素的基本载体，实现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离不开人心相通。针对赴非人

员受教育水平层次不齐的现象，一是可通过相关机构组织有针对性的行前培训，提高中国赴非人员，

特别是劳务人员的外语能力，增强他们对非洲驻在国法律、文化、习俗、礼仪、宗教等方面的学习和认

识，从提高每一位走出去的中国人的文化素质和素养开始，积极塑造中国在非洲的良好形象。二是鼓

励高素质人才，例如工程师、项目经理、财务人员、法律人才和翻译人员积极赴非工作，为促进中非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助力。三是帮助赴非人员树立诚实守信的价值观。通过中国驻非使领馆和

经商处，向赴非人员积极宣传诚实守信的经营之道，帮助非洲华侨华人树立品牌意识、质量意识、信誉

意识，积极化解中非经贸交往中的矛盾与纠纷。四是继续鼓励赴非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让他们真

正从非洲社会的需求和非洲民众的利益出发，为改变当地民众的生活做出应有贡献。
第二，帮助非洲华侨华人树立“落地生根”“入乡随俗”的观念，主动融入非洲大家庭。随着近年

来中非合作的加强与深入，一些华侨选择融入当地，在非洲大陆安居乐业，并积极投身到非洲政治、文
化等领域当中，改变了非洲民众认为中国人“只知道做生意”的刻板印象。但受到中国传统“落叶归

根”思想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部分华侨华人融入当地依然存在不少困难。鉴于此，可适当发挥华联会、
华商会等华侨组织作用，通过介绍华侨华人融入非洲社会的成功案例，让更多人逐渐树立“落地生根”
的观念，真正融入非洲现代化发展进程当中。

第三，促进中非人文交流与合作，发挥公共外交重要作用。虽然近年来中国在面对西方恶意抹黑

中国在非洲形象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西方依然掌握着国际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要主动出

击，有力发挥人文交流在影响非洲民众、提高中国国家形象方面的作用，打破西方负面舆论的霸权地

位，使那些有关中国在非洲形象的不实报道和恶意攻击不攻自破。首先，要继续促进中非新闻媒体间

沟通和互访，并组织中非新闻学、传播学联合研究，增强双边了解和互信，不仅欢迎非洲新闻从业者真

正走进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风俗习惯，并将非洲的风土人情介绍给中国百姓; 也欢迎非洲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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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走进驻非中资企业参观、采访，到访非洲华侨华人家中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逐渐消除非洲民众对

中国在非形象的误解，并促进在非中国人改掉不良行为，进一步加深中非民众间的友好交往。其次，

我们要提高舆情分析和应对策略的能力，增强战略沟通技巧。面对负面舆情时，我们要积极回应而不

是采取回避态度，第一时间对西方编造的事件进行有力回击和有效澄清。再次，提高中国新闻从业者

的新闻写作技巧，还原真实的非洲，正确引导大众舆论。
第四，充分发挥民间交往巨大作用，进一步增进民心相通。拓展民间交往领域是促进中非民众间

广泛交流的有力手段。适当发挥非洲留学生在宣传中国人真实形象中的重要作用，让更多非洲年轻

人亲身体会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国人民的善良热情，让他们将这份感动带给他们远在非洲的亲

人和朋友。同时，充分发挥已毕业回国的非洲留学生的作用。2018 年初，笔者在广州高校调研在穗非

洲留学生情况时了解到，好多高校只是为了实现学校国际化目标而大举扩招留学生。许多非洲留学

生从中国高校毕业回国后，学校就不再同他们联系了，这样很难进一步发挥他们“民间使者”的作用。
因此相关部门应促进中国非洲留学生校友会机制常态化、规范化，加强同已毕业的非洲留学生保持联

系，积极发挥他们在所在国的宣传作用，使他们成为中非民众之间的友谊使者，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和

中国人的真实形象，帮助中国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六、结 论

非洲华侨华人所代表的中国形象取决于受众的客观感知、国际关系发展动态以及国家间意识形

态差异等多重因素影响。身处纷繁复杂的世界格局当中，中国在非洲的形象也深受由西方大国所主

导的国际体系的作用影响。因此，塑造中国国家形象应从战略角度进行管理。针对非洲华侨华人形

象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应采取积极措施。主动采取措施改善非洲华侨华人形象，有利于中国国家形

象的进一步提升，有利于中非关系的全面健康深入发展，有利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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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Promotion of Imag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Africa

ZHANG Meng-ying
(Graduate School，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88)

Abstract: In history，China’s image in Africa has undergone a long process of change． Since the foun-
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China’s image in Africa has become more stable and mature along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national image． China’s national image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China’s Africa policy and the glorious traditions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 At present，
China’s image in Africa still faces som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and a relevant liter-
ature review，this paper attempts to take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overseas Chinese in Africa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China’s image in Africa from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China should promote
the image building and maintenanc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African countries through a policy a guidance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Key Words: China’s national image; overseas Chinese in Africa; imag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Af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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