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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赞铁路，这条铺展在非洲南部热带

草原、穿越东非大裂谷的铁路，在中国家

喻户晓，在非洲老幼皆知，在世界上闻名

遐迩。到 2021 年 7 月，坦赞铁路已开通

运行 45 年。近半个世纪来，“钢铁斑马”

昼夜行驶在这条非洲铁路大动脉上。她是

一座桥梁，连接着非洲腹地与印度洋，也

连接着非洲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心。

2010 年是坦赞铁路开工 40 周年。那

年的10月下旬，经过近一个月的前期准备，

我得以一个人乘火车从赞比亚中部城镇卡

皮里姆波希出发，行程 1860 公里抵达坦

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追寻一个个印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制”字样的轨枕，倾听一位

位工作生活在铁路线上的友人诉说这一段

不变的友好传奇。　　　　　　　　

10 月 23 日下午，“乞力马扎罗”号

普通列车发出几声长鸣之后，轰隆隆地驶

出新卡皮里姆波希火车站。我是这趟列车

上唯一的中国人。站台上没有一个我认识

的人，但当我靠在火车尾部车厢的窗户上

目送车站远去时，站台上不少人像老朋友

一样向我挥起手来……

这条由中国政府提供无息贷款、先后

有 5 万多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参与修建的

铁路，已经在当地播下了友谊的种子，让

这里的人们看到黄皮肤就有一种特殊的亲

切感。

“乞力马扎罗”奔驰在坦赞铁路上
裴广江

出发——

如今依然充满活力

 “火车到达累斯萨拉姆的时候，车

厢会坐得满满的。”来自赞比亚首都卢萨

卡的莱瑟利说。这是他第七次乘坐坦赞铁

路火车了，以前每次都坐满了乘客。

27 岁的莱瑟利刚刚大学毕业，还没

有找到工作，便利用坦赞铁路做起了服装

生意。每次从达累斯萨拉姆贩来的中国服

装足够他卖两个月，生意好的时候能赚

5000 美元左右。“走坦赞铁路虽然时间

长些，但是对做生意来说非常方便。”他

说，如果去南非进货，成本会高出许多。

莱瑟利是 22 日上午从卢萨卡赶到卡

皮里姆波希的，到了之后发现火车晚点，

原定当天下午出发的火车要推迟到第二

天。为了省钱，他就在新卡皮里姆波希火

车站候车室凑合了一晚。“蚊子是不少，

但好在人也挺多的。”他半开玩笑地说。

在接下来的 57 个小时旅程中，莱瑟利跟

我同一个卧铺车厢。一路上，为了省钱，

他只吃了一两次像样的饭。

和莱瑟利一样在候车室内过夜的还有

埃弗利姆·萨卡拉一家。我 22 日上午到

车站买火车票时，就看到他们在等车。埃

弗利姆说，他和爱人带着儿子从边境城镇

纳孔德坐火车来这边看望生病的父亲，现

在准备回家了。“坐火车比汽车便宜。”

裴广江，人民日报主任

记者。毕业于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

年2月至2012年12月，

任人民日报社南非分

社、非洲中心分社记者。

致力于从非洲人的视角

报道非洲，足迹遍及十

几个非洲国家。曾乘火

车走完坦赞铁路、蒙内

铁路、亚吉铁路全程，

曾深入苏丹达尔富尔、

南非祖鲁村、肯尼亚达

达布难民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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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们愿意晚上睡在候车室等

待第二天启程。

来自加拿大的丹尼尔是专程

赶来乘坐坦赞铁路火车的。他说，

坦赞铁路沿途会经过东非大裂谷地

带，在坦桑尼亚境内还会穿过国家

公园，在火车上就能看到大象、斑

马、长颈鹿等野生动物，这样的诱

惑让他放弃了直接从卢萨卡飞往达

累斯萨拉姆的计划，而是选择体验

一下这条独特的旅游线路。

新卡皮里姆波希火车

站站长伯纳德·西穆恩

塔拉对我说，坦赞铁路

经过 30 多年运营，如今

依然充满活力。现在每周

从卡皮里姆波希和达累斯萨

拉姆各发两列火车，卧铺车厢几乎

每次都爆满。新卡皮里姆波希火车

站每天还有货车发出，但仍会有大

宗货物等待在站台上。最近几年，

每年还有三四列从南非开普敦开来

的旅游列车借道坦赞铁路驶往达累

斯萨拉姆。

相遇——

中国印迹格外亲切

“乞力马扎罗”号在当地时间

10 月 23 日下午 2 时 40 分离开新卡

皮里姆波希火车站，从赞比亚这个

内陆国的一个小城镇驶向印度洋边

的坦桑尼亚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

这是一列有 16 节车厢的火车，

没有空调。由于使用年头已久，头

顶的风扇已无法工作。经过大半天

太阳的炙烤，车厢内热得发烫。但

当火车以每小时五六十公里的速度

行驶时，车厢内温度很快就降了下

来。看着窗外不断变换的风景，听

着车轮与铁轨摩擦发出的有节奏声

响，倒也不令人觉得疲倦。

在车厢内随便一走，就可以发

现中国的印迹。车上的电压和电流

表有中文说明，绿色的中文合格证

仍清晰可见；卫生间的门把手处，

“有人”两个汉字格外显眼；车厢

接头处，上海自动化仪表四厂生产

的压力表仍在工作着。火车进站时，

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脚下印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字样的水泥

轨枕。这些让人感到格外亲切。

坦赞铁路经过赞比亚东北部的

大片农村地区，时常可看到树林中

住着几户人家。大概是听到火车的

声音，人们常会站在屋外朝铁路这

边张望。穿着短裤光着上身的小男

孩们一边呼唤朋友，一边朝火车跑

来，还不停地挥着小手，车上的乘

客们也忍不住挥手和他们打招呼。

在沿途的每个火车站，都聚集着几

十甚至上百人，他们有的是来接站

的，有的是做小生意的，而更多的

人更像纯粹是欢迎火车到来的。

10 月 24 日上午 10 时，列车停

靠赞比亚境内的乔济车站。从达累

斯萨拉姆开来的快车也停靠在这里。

两列车之间人来人往，乘客们互相

招手致意。一些商人把从达累斯萨

2010 年 10 月 23 日，行驶在东非大裂谷的“乞力马扎罗”号以

及列车上的压力表。裴广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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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运来的最新商品摊在车站附近

的空地上销售，顿时被人们团团围

住。隔壁的 5 岁男孩马卡斯与叔叔

一起乘火车返回坦桑尼亚城市姆贝

亚。他大概是第一次坐火车，认认

真真地画了一幅行驶中的火车图。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这样长距

离、长时间的火车。非洲热带草

原的气温升得很快，到中午足有

三四十摄氏度。打开车窗透风，窗

外的干草叶和尘土飞进来，半天就

会在桌上和卧铺上落下一层。晚上

火车停靠在火车站，免不了被大批

蚊子光顾。火车上的水第二天就用

完了，剩下的时间只能靠沿途停车

时隔着窗户从小商贩那里买水。火

车上的饭，只有鸡肉米饭最合胃口，

我连续吃了两天多，最后牙齿也开

始有抵触情绪了。

24 日晚上，火车缓慢地驶过东

非大裂谷地带。远山静静地注视着

火车，火车不紧不慢地拉着乘客驶

向远方。25 日早上，火车还不断穿

行在隧道中，行驶在高达十几米的

桥梁上。坦赞铁路沿线 22 座隧道，

绝大部分都位于此地。随着火车驶

出姆林巴火车站，便进入了美丽的

基隆贝罗河谷，窗外远处是山，近

处是香蕉园，伴随着蓝天白云，风

景如画。傍晚时分，火车穿过一处

国家公园。虽然是旱季，但悠闲的

长颈鹿和机敏的羚羊随处可见。

在大家的期盼中，火车于 10

月 25 日 晚 上 11 时 30 分 终 于 驶 入

达累斯萨拉姆市区。虽然已接近午

夜，但达累斯萨拉姆火车站内人头

攒动，着急下车和等待上车的人流

交织在一起，车站霎时沸腾了。

潜力——

货物主要出口亚太

在达累斯萨拉姆火车站旁，坐

落着坦赞铁路管理局总部。总部一

楼的墙上挂着中国、坦桑尼亚和赞

比亚三国开国领袖毛主席、尼雷尔、

卡翁达的黑白照片。在三楼一间悬

挂着产自中国上海的钟表的办公室

内，坦赞铁路管理局局长、赞比亚

人莱瓦尼卡接受了我的采访。

谈及上一财政年度坦赞铁路的

运营情况，莱瓦尼卡说，从 2009

年 7 月至 2010 年 6 月（注：此文初

稿写于 2010 年），坦赞铁路共运输

货物接近 60 万吨，完成了计划运

2010 年 10 月 25 日，在坦赞铁路沿线做生意的人们。裴广江摄

2010 年 10 月 24 日，“乞力马扎罗”号上的小乘客马卡斯画的坦赞铁路火车。

裴广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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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量的 92% 和预期收入的 83%。“最

近几年，坦赞铁路的年运输量一直

在增长。”他说：“去年的运量令

人鼓舞，也让我们对延续这种增长

趋势很有信心。”

但是，莱瓦尼卡坦言，坦赞铁

路现在缺少机车、车厢和技术人员，

因此他对铁路运营现状并不满意。

但他说，坦赞铁路局正在中国政府

的帮助下执行一些项目，待这些项

目全部完成后，坦赞铁路的运输能

力将会有较大提升，“到 2012 年，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历史上最高的运

量”。

“坦赞铁路可以说是非洲国家

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惟一认真修

建的一条铁路。”莱瓦尼卡说，在

上世纪 60 年代以前，东部和南部

非洲的大部分货物都是通过铁路运

输的，但从那以后，非洲国家开始

重视公路运输，几乎所有非洲国家

的铁路货运量都在减少。但他说，

现在包括赞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又

开始重视铁路运输了，坦赞铁路将

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莱瓦尼卡说，随着赞比亚、坦

桑尼亚和周边国家经济的多元化，

以及赞比亚等国矿产资源的多元

化，坦赞铁路将有更大的市场。未

来几年内，赞比亚的铜年产量有望

达到 100 万吨，与此同时，锰矿等

产量也在不断增加，这些货物都在

等待出口。过去，赞比亚和坦桑尼

亚的产品主要出口到西方国家，因

此“看上去达累斯萨拉姆港建错了

地方”。但现在随着世界经济格局

的变化，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

两国的产品主要向亚太国家出口，

因此坦赞铁路和达累斯萨拉姆港也

变得更加重要了。与此同时，坦赞

铁路的旅游功能还有待开发。他乐

观地预计，坦赞铁路未来有必要建

成复线。

“毫无疑问，坦赞铁路对坦赞

两国和周边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

贡献。”莱瓦尼卡说：“尽管铁路

现在存在困难，但是没有什么比修

建这条铁路更困难的了。”他说，

中国、赞比亚和坦桑尼亚 3 国在上

世纪 70 年代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修

建坦赞铁路，这是最大的挑战，与

之相比，运营这条铁路存在的困难

微不足道。

前景——

运力将会大幅提升

与莱瓦尼卡一样对坦赞铁路的

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的还有时任中

国驻赞比亚大使李强民和驻坦桑尼

亚大使刘昕生。他们对我表示，从

长远看，坦赞铁路仍有很大的发展

潜力。

李强民说，坦赞铁路是中非合

作的一座丰碑，促进了赞比亚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至今仍有很重要的

现实意义。赞比亚 2010 年的铜产量

是 70 万吨，还没有恢复到历史最

高水平，预计 2011 年有望达到 80

多万吨。在生产铜的同时，赞比亚

还需要大量进口货物，因此坦赞铁

路不存在运量不足的问题。他指出，

赞比亚铜带省的铜利用坦赞铁路出

口，比通过公路运输到南非的德班

港近 1000 公里以上，其成本相对公

路有很大的优势。此外，非洲国家

正在规划南北铁路网的建设，坦赞

铁路完全可以在促进非洲地区经济

一体化中发挥积极作用。

刘昕生表示，坦桑尼亚境内的

坦赞铁路沿线是该国经济最发达的

地区，这里的玉米、木薯、茶叶、

咖啡等农产品以及森林和矿产资源

都很丰富，坦桑尼亚政府正在酝酿

开发的矿产都在铁路沿线，因此未

来铁路的发展非常有潜力。此外，

达累斯萨拉姆港辐射乌干达、布隆

迪、卢旺达、赞比亚和马拉维等国。

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该港口的吞

吐能力在过去 10 年间飞速发展，集

装箱吞吐量大幅增加。“如果达累

斯萨拉姆港的到港货物有一半通过

坦赞铁路运输，那么铁路现有的运

输能力是远远不够的。”

为支持坦赞铁路提高运输能

力，中国政府 2010 年开始执行第

十四期技术合作协议。据在坦赞铁

路管理局总部办公的中国专家协调

组组长苗忠介绍，第十四期技术合

作协议包括 10 个项目，主要是向坦

赞铁路提供 6 台干线机车、90 辆低

帮集装箱车厢，大修 6 台机车以及

相关的铁路设备维护等。“目前这

一期技术合作协议正在稳步推进，”

苗忠说：“所有项目完成后，坦赞

铁路运力将会有大幅度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