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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撒哈拉到好望角
裴广江

2009 年 2 月 4 日， 农 历 正 月 初 十，
我抵达南非约翰内斯堡，开始作为人民日
报驻外记者的生涯。

如洗，雨后的空气中弥漫着土腥味。除此

达，交通便利，是南非当之无愧的“经济

之外，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随处可见的院墙

之都”。数条国道穿城而过，南非航空公

上的铁丝网和大门旁的电子监控标识。此

司的航班飞往非洲各地。

乡了。
走进非洲，既有第一次出国工作的
莫名兴奋，也有离开家人独自远行的彷
徨无助。当记者，是自己多年来的梦想。
这是一份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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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淘金热”从农场变成大城市，如今已
有近 400 万人口。这里气候宜人，工业发

著名的“黄金之城”，便是我在非洲的故

记者。毕业于清华大学

1886 年发现黄金后，约翰内斯堡很快

从奥利弗·坦博国际机场出来，碧空

后的 1400 多个日夜，这座南非最大城市、

裴广江，人民日报主任

那些路

结合得最好的职业，是一旦拥有便令人
无悔的职业。但到非洲工作，内心还是
有些忐忑的。辞别一度非常不情愿我去
非洲工作的父母，把怀孕几个月的爱人
留在家，踏上去非洲的征途时，心情多
少是复杂的。
非洲从不会辜负每一位怀揣梦想、

记者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职业，驻外
记者更是如此。居住在约翰内斯堡北郊，
我要负责报道的是东部和南部非洲的 24
个国家，北起吉布提，南至南非，东到印
度洋上的毛里求斯，西迄大西洋岸边的刚
果（金）。后来，我的报道范围又扩大到
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这里，很快就
习惯了一个人在一望无垠的旷野上开车疾
驰，习惯了凌晨三四点写完稿、七点钟起
床赶飞机，习惯了在陌生的国家早出晚归
采访，习惯了把行李箱扔在地板上以方便
出差时拎起就走。
非洲的路在脚下延伸。南非 120 多万
平方公里山川，有平坦，有险峻，有雄伟，
有秀美。所到之处，到处风光怡人。汽车

几个非洲国家。曾乘火

不畏艰险的来访者。在非洲近 4 年，从

刚才还在东开普省的狂野海岸边，一会儿

车走完坦赞铁路、蒙内

撒哈拉沙漠到好望角，我一次次搜索自

就会不知不觉中驶上数百米高的半山腰。

铁路、亚吉铁路全程，

己的出差目的地，一次次奔赴未知的新

南非的空气极其透亮，在高速路上远远望

曾深入苏丹达尔富尔、

闻现场，一次次用脚丈量非洲大地，一

见一座看似近在咫尺的山头，有时竟要飞

南非祖鲁村、肯尼亚达

次次与朴实的非洲人民聊天。在非洲走

驰上一个小时才能到山脚下。南非全国 9

达布难民营采访。

过的那些路、见到的那些人、经历的那

个省，很多大小城镇都值得探索。有时汽

些事，早已装满行囊。我知道，非洲从

车驶上一个山坡，会发现眼前有一个偌大

此将永远与我相伴。

的城市在等着你。行车到暮色降临，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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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7 月 29 日，达达布难民营中的孩子们。裴广江摄

拐进一个小镇，就能在路旁找到一

就像在大洋中长久漂泊后看到陆地

第二天早上，在小区内跑步，

家不亚于城市中星级酒店的家庭旅

一样兴奋。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到

偶尔一位黑人保姆打开一栋精致别

馆。如果服务人员已下班，老板会

距离索马里边境几十公里的世界最

墅的木门，那一声“早上好”足以

毫不犹豫亲自下厨，并拿出红酒与

大难民营——达达布难民营的路是

令人激动不已。晚上，值夜班的小

客人一起品尝。

艰险的。由于长时间干旱，路上的

区保安便是我的聊天对象。打扫卫

在路上，有苦也有甜。坦赞铁

沙土足有 10 厘米厚，越野车也要打

生时，来自夸祖鲁—纳塔尔省的那

路全长 1860 公里的路程是漫长的。

滑，联合国难民署提醒沿途可能还

位黑人阿姨，被我缠着聊个没完。

“乞力马扎罗”号列车以平均时速

有武装分子袭击，令人心有余悸。

正是这位当时五六十岁的阿姨，准

不到 40 公里的速度穿越东非大裂谷，
深夜在一个小城市也可能停上 3 个

确地预见到雅各布·祖马那年 4 月

那些人

将当选总统，之后接替他的将是西

小时，把乘客交给蚊子。那中国生

短暂地与同事交接工作后，就

里尔·拉马福萨。开车将从市中心

产的内燃机车，坚毅地从一个个有

是令人难耐的冷清寂寞。送走同事

请来的清洁工送到小区门口时，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字样的轨枕

的那个上午，面对空空荡荡的大房

的一句话令人难忘：“你们中国传

上驶过。经过 57 个小时的旅行，终

子，我一个人在楼下呆坐了足足几

统文化保存得很好，这样的国家是

于在午夜看到达累斯萨拉姆的灯光， 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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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能够强大起来的。”负责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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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位叫西贝西索的说，“只要大
家能找到一个机会，并像我们这样
工作，就能活下去”！在印度洋暖
风吹拂的夸祖鲁—纳塔尔省祖鲁人
村落，不少人家的房子四处漏风，
厨房中的食物吃了这顿没下顿，孩
子们空着肚子上课，等待学校提供
的免费午餐。失业在家的汉密尔顿
·祖马组织起“超级射手”足球队，
带领无业青年每天坚持训练。中学
2009 年 4 月 19 日，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在非国大竞选集会上。裴广江摄

副校长穆奇泽说：“教育就像是一
把钥匙，如果接受了教育就能打开
很多很多扇门。”北开普省奥兰治
河畔的白人小镇奥拉尼亚，仍坚持
发行自己的货币，坚守着只允许白
人居住的传统。年近五旬的镇长小
卡 尔 ﹒ 波 绍 夫 说：“ 建 立 奥 拉 尼 亚
是出于一个政治理念，即让这里成
为阿非利卡人生存并能独立做决定
的地方，成为能保存我们文化的地
方。”
在非洲，中国人从来不缺朋友。

2011 年 2 月 11 日，两名南非女孩在约翰内斯堡参加中国春节庙会。裴广江摄

草坪的白人老板迈克每周准时开车

弟”。

当我在坦赞铁路赞比亚始发站卡皮
里姆波希火车站门口张望时，热情

新 南 非 成 立 于 1994 年， 如 今

的伯纳德·西穆恩塔拉站长把我请

账单，一边唠叨着工人如何难管理、 仍走在漫长的追求经济解放的道路

到办公室，并介绍一个又一个采访

生意如何不好做。维修电脑的那位

上。在约翰内斯堡西南部的贫民区

对象。他帮我把行李提到卧铺车厢，

白人小哥，虽然每次上门费都要几

索韦托，距离前总统纳尔逊·曼德

并在自己到达目的地前专门来跟我

百兰特，有时还会稀里糊涂带错你

拉故居和如山一样堆积着的金矿渣

道别。虽然到北京接受培训已过去

需要的零件，但他偶尔来一次，却

不远，一群黑人朋友靠从下水道的

30 多年，但坦赞铁路局退休工程师

会告诉你自己前一阵子被歹徒用枪

污泥中拣拾贵重金属物品为生，常

杰夫·纳姆恩德仍能清晰地读出名

射伤的惊人消息。附近加油站的工

常要冒着生命危险，在水流湍急的

片上的“人民日报”四个字。他说：

人，无论是南非还是津巴布韦、莫

下水道中闭气往返数米。“这个国

“坦赞铁路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

桑比克的，见面总会大声喊声“兄

家有很多人在努力找工作，”他们

热爱这条铁路。”在达达布难民营

把工人送到，时常一边写着当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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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矮的帐篷中，索马里难民穆斯利
玛不顾全家刚安顿下来、孩子们仍
缺吃少喝，执意给我沏了一杯奶茶。
难民们听说我来自中国，热切地诉
说中国当年帮助索马里建体育场、
中国医疗队帮助当地人的故事。

那些事
2009 年，纳尔逊·曼德拉已经
91 岁，不接受媒体采访已有 5 年。
但无论是在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
大会的竞选集会上，雅各布·祖马
总统的就职典礼上，他的出现总会

坦赞铁路上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制”的轨枕。裴广江摄

引起轰动。2010 年南非世界杯，他
能否出席开幕式还成为了全球关注

索马里真正的问题在于部族矛盾，

嫌疑人关在狱中得不到审判，数以

的焦点。从罗本岛监狱到比勒陀利

解决问题首先要实现政治和解。

万计受害者家庭得不到补偿。如果

亚联邦宫，他带领南非走过漫漫自

非盟首脑会议是非洲国家领

采用常规司法手段，至少要上百年

由路，成为南非实现种族和解的精

导人擘画非洲大陆发展愿景、对外

才能审理完全部案件。卢旺达启用

神领袖。为表彰他对和平文化与自

发出统一的非洲声音的重要平台。

本国传统的“草地上的司法审判”，

由的贡献，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 7

2010 年 1 月底，在埃塞俄比亚首都

从 2002 年 6 月起成立了 1.2 万多个

月 18 日定为“纳尔逊·曼德拉国际

亚的斯亚贝巴开幕的第十四届非盟

传统法庭，雇用了 16 万多名民间法

日”。无论是在非洲还是世界其他

首脑会议上，非盟升起有 53 颗星的

官，在 10 年内审理了近 200 万起案

地方，和解精神都是人类和平相处

新会旗，代表非盟 53 个成员紧紧团

件。这种法庭的要旨不在于惩罚，

不可或缺的。

结在一起。在那一届非盟首脑会议

而在于和解。那些对“加查查法庭”

曾上演过“黑鹰坠落”的索马

上，时任非盟轮值主席、利比亚领

法庭持怀疑态度的西方人没有为卢

里，那几年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海

导人卡扎菲身穿白色长袍，侃侃而

旺达找到答案，发生过种族大屠杀

盗。北起亚丁湾，南至莫桑比克海峡， 谈。非洲国家领导人所推动的，是

这样巨大灾难的国家，却从本国传

海盗似乎无处不在。2009 年 4 月，

整个非洲的联合自强、发展振兴。

统中找到了答案。这就是非洲人的

海盗在距离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东

泛非主义是非洲宝贵的精神财富，

智慧。

北约 650 公里的水域劫持了一艘丹

至今仍是非洲推进政治经济联合和

麦货船，船上有 21 名美国船员，一

一体化进程的旗帜。

时引起轰动。近些年海盗活动逐渐

虽然前行之路充满艰辛和磨
难，但非洲始终坚韧不屈。作为人

2012 年，卢旺达的“加查查法庭” 类的起源地，非洲有足够的智慧，
正式退出历史舞台。1994 年卢旺达

能够靠自己的能力解决自己的问

在于非洲联盟（非盟）派驻维和部队， 大屠杀后，这个非洲中部小国的司

题。问题的关键是，要尊重非洲，

一定程度上稳住了索马里国内局势。 法体系遭到彻底破坏，几十万犯罪

让非洲成为非洲。

减少，除了多国海上护航外，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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