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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赞铁路：
新中国海外建设的“原子弹”

1976年 7月 14 日，中国援建的
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标志着新中

国最大对外援助项目的全面完成。没

有办法用简单的语言来描述坦赞铁

路的修建在新中国的巨大影响，虽然

现在的坦赞铁路设施破败不堪、运营

举步维艰，但在当时却震动了国际政

坛，影响深远。用当年坦桑尼亚总统

尼雷尔的话说，这条铁路的建成“等

于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当年，坦赞铁路的修建成为向国

内外推广中国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名

片，“文革”时期，整个中国曲艺界万

马齐喑，但 1972年的《友谊颂》几乎是
唯一通过审查的相声作品。而其内容

正是表现中国工人前往非洲修建坦

赞铁路的情形———“非洲儿女多壮

志，定叫铁路跨河山”。

如今，坦赞铁路的修建已经成为

中国人最重要的文化记忆和文化遗

产，对中国人非洲印象的形成和中非

关系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新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
巨大决心和收获

1970年，当第一批中国建设者乘
坐“建华”号远洋客轮，从广州出发在

大洋上颠簸 14 天抵达达累斯萨拉姆
时，整个城市都沸腾了。但早在这之

前的 1965年 2 月 18日，当尼雷尔总
统与中国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陈

毅等会谈时得到中国答应帮助修建

铁路的信息时，就曾经当场“兴奋地

不能喘气了”。

1965年初，毛泽东主席拍板决定
帮助刚刚独立不久的坦桑尼亚修建

第一条铁路。在这之前，坦桑尼亚已

经向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求援修建

铁路都遭到了拒绝。因此，在来中国

求援的时候，他们带着惴惴不安的心

情来小心试探的。但在国内经济还很

薄弱的情况下决定投入巨资援建坦

赞铁路，却也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

潮，决定的作出很大程度上和新中国

的外交战略有关。

虽然摆脱了帝国主义国家压榨

和控制的非洲国家需要苏联、中国等

国家的政治支持，但中国也需要非洲

国家的支持走向国际舞台。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
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

工业项目和农场以及粮食。坦赞铁路

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

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

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

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

国家建造了 20多座体育场馆。国际
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
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截至

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 4.23
亿美元。

当然，这样的“无私援助”，也换

来了政治上的巨大回报。1971年中国
得以通过“中国重返联合国案”。联署

议案的 23个国家中 17个为新独立的
非洲国家。

毛泽东事后评论说，“这是非洲

黑朋友们抬我们进的联合国”。所有

对非洲的援助中，“坦赞铁路”起到了

最大的示范作用。10亿人民币 30年
的无息贷款，在金融上等于白送；数

万名中国工人和技术专家，其中还有

66人葬身海外。
即使有很大的困难，作为大国的

中国还是依然决定投入了这个前景

莫测的巨大工程。高峰时期，有 1.6万
名中国建设者和 5万名“黑朋友”一
起，打造这条世界上建设和运行环境

最恶劣的铁路。1967年签约，1968年
开始勘测，1970 年动工，1975 年竣
工———比计划提前 2 年完工，这与同
样意义重大但一再推迟工期的南京

长江大桥工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

国政府有意把这条铁路建设成与阿

斯旺水坝相媲美的社会主义援助项

目———当美国人放弃之后，苏联人为

埃及人建设了阿斯旺水坝，并于 1971
年投入使用。而根据当时的国内宣

传，中国人援建的“坦赞铁路”，则是

在美国人、苏联人都觉得“不可能”的

前提下完成的壮举。

中国人与美国人的
技术较量与道德竞争

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引起了西

方国家媒体的高度关注。1970年，工
程正式开工不久，一位西德《明星》杂

志记者在坦桑尼亚见证了正在非洲

大地展开的一场中国人和美国人之

间的技术较量和道德竞争。他在《明

星》杂志的报道先后转载在了香港的

《七十年代》杂志和中国的《参考消

息》报。

当时，在中国援助建设坦赞铁路

的同时，美国人则在建设一条差不多

和铁路并行的公路。这位现场目击者

说：中国人和美国人正在东非洲进行

一场艰苦的决斗。一个正在建造一条

长达 1800 公里的铁路，另一个则在
建一条 900公里的公路。两条路都应
该在六年内完成。

然而，今天可以确定一点，中国

人已经毫无疑问地占了上风。他们的

铁路工程较原定计划提前了一年半；

相反的，美国人落于他们自己计划数

个月之后。双方———中国人与美国

人———都认为非洲人要对两种完全

不同的工作结果负责。

在姆贝亚铁路施工地点的中国

负责人温先生说：“我们的工作所以

能如此顺利地进行，我们得首先感谢

坦桑尼亚与赞比亚参加建设的劳动

人民与他们两国政府。”美国公路建

筑公司在坦桑尼亚的经理人沃尔什

则说道：“我们的工作所以落后，最主

要的是因为那些可恶的黑人不断把

我们的机器开坏了。”

当北京提出要支持建造这条铁

路时，西方的专家都是半信半疑的。

一个在坦桑尼亚的外交官在 1970年
曾经嘲笑地预言说：“假如第一辆火

车在 1980年能够行驶的话，就算中
国人运气好。他们不了解黑人。‘工

作’这个字对黑人而言是个陌生的

字。这一点毛泽东也无法改变。”但坦

赞铁路工地上的事实证明，中国人把

这个预言打破了，参加铁路建设的不

只是中国人，还有更多的非洲人。中

国人在实际工作的每个环节中训练

与培养非洲人，和傲慢的美国人相

比，客气有礼的中国人让非洲人即使

工作繁重也依然兴致勃勃。

这条铁路有 11500 公里长，再加
上一些支线共长 1860公里。这个长
度相当于从德国的汉堡到意大利的

那不勒斯。铁路贯穿非洲未开垦的地

区，大多还是人迹未至的区域。“为了

减轻非洲朋友的负担”，中国人在他

们所到之处生产了大部分他们所需

要的粮食。当他们穿过荒野地区时，

他们就开垦出新的菜园，养鸡和养

猪，没有这些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

坦桑尼亚可能根本无法养活这些庞

大的外来人口。

中国人在工作之外日常生活的

简单和对道德约束的严格，给外国人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在与同样是

援非的西方人进行比较时显得更是

高尚。中国人住在帐篷里、木房子里

或者简单土砖造的房子里。这些砖都

是他们在当地自己制造的。一个房间

里放四、六或者八个双层床。无论是

铁道工人、机车头司机或者组长也

好，都住在同一个房间里。1968年 6
月 21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坦桑尼亚总
统尼雷尔时说：“我们的技术人员同

当地专家、个人一起劳动，不能特殊

化，这很重要。如果发现我们的工作

人员有特殊要求或干涉你们内政，请

你们立即告诉我们使馆把他调回。”

一位坦桑尼亚政府宣传部的官

员对这位德国记者说：“如果美国人

或者欧洲人来这里建一条公路，我们

以后可以从那些混血小孩子的皮肤

认定，那些外国人以前的营地在哪

里。”但在中国人的营地，这位记者看

到在墙壁上贴的是毛泽东像与语录，

没有一张裸体女人的照片，甚至很少

看到有关个人的照片。中国人的住处

看不到有非洲人在那里当厨师或佣

人，到了晚上，中国人不去附近的村

庄寻花问柳，他们下中国象棋、打乒

乓球篮球，偶尔看中国电影。好些中

国人来非洲已经好几年了，回国休假

最多每两年一次。从罗马尼亚到坦桑

尼亚工作的工程师伊沙克说：“除了

工作、吃饭、睡觉之外，中国人不做别

的，他们怎样能够这样生活，对我而

言真是一个谜。”

钱振文

3月 17日，“熙朵国际植发中心”授牌仪式在北京举行。韩
国毛发修复外科学会主席黄盛熙，中国毛发修复外科学会主

席李建宁，北京熙朵医疗美容机构领导等出席授牌仪式。熙朵

国际植发中心进驻中国，标志着中国毛发移植行业走向了国

际舞台，必将促进中外毛发移植行业的技术进步。北京熙朵医

疗美容机构领导表示，将大力加强中国毛发移植外科学术国

际交流合作，充分发挥人才、学科、专业、医疗资源优势，努力

为广大脱发患者服务。 （许健）

近年来，冀中能源邯矿集团陶二矿始终坚持以党政、干

群、人际、人与自然“四和谐”为标杆，以矿区、党群、主辅、企

地、（井）上下“五共创”文化创建活动为平台，以创建“五个文

化园”和“理念一条街”为载体，不断拓展精神文明建设。该矿

成立了由党委书记任组长，政工部、工会、团委等 8部门负责
人为成员的精神文明创建办公室。目前，陶二矿区实现了“有

文化娱乐广场、有矿域媒体网络、有板报橱窗宣教阵地、有文

明监督岗员”。 （柴顺利 王小平）

去年以来，中国中铁五局二公司开展“执行力建设年”活

动。通过“学习文件，领会精神；制订计划，营造氛围；对照文件，

查找问题；问题整改，监督检查；总结提炼，强化机制”五个阶段

推进和落实。公司专题学习研讨 4次，发放相关书籍 200多本，
撰写心得体会 15篇。基层各单位在活动开展中共查找整改问
题 56项，撰写总结和心得体会 50余篇。通过活动的开展，营造
了令行禁止的氛围，确保了各项管理制度的落实，超额完成了

局下达的各项经济指标，促进了公司管理效益的提升。（陈慧）

冀中能源邯矿集团云驾岭矿开展“岗位描述、手指口述”

活动 ,使职工明确自己所承担的岗位职责、安全责任、具体标
准、必须遵守的各项制度等,让上岗职工增强责任感和提高操
作技能。据了解 ,该矿每一个区队都确定了一名管理人员专职
负责组织,并对当班演练情况进行讲评。该矿还推行了现场提
问 ,由安全检查小分队在现场对当班职工进行提问 ,各区队也
参照矿上的做法,每班由跟班区长进行现场提问 ,以确保“一岗
双述”的贯彻落实。 （程占国）

首届“三金片公众健康网络调查”由桂林三金联合 39健
康网、《健康时报》共同举办 ,调查数据源于三金片健康知识公
众普及专项行动的“测测尿流指数”网络自测统计结果。本次

活动是桂林三金继 2009年发起中国首个公众健康调查后的
又一次公益发力，旨在号召公众关注健康，提高健康意识。活

动历时一个多月，吸引了 3万余名网民参与，引起较大的社会
关注。

腾讯公司公布的财报显示，2012年，腾讯全年总收入达
到 438.93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54.0%；期内盈利为 127.849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5.0%。腾讯旗下众多业务均保持继续
强势，其中网络媒体事业群业绩亦增长显著，成为各方关注的

焦点。第四季度网络广告收入为 9.47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58.3%。全年网络广告收入达到 33.82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9.8%，实现收入增长率超过行业平均水平。依托全平台所带
来的纵深效应，腾讯网络媒体业务在 2012年网络广告营收再
创新高，成为国内最大的在线营销平台。

2013熙朵国际植发中心授牌仪式在京举行

资讯

腾讯全年网络广告收入 33.823亿

“三金片”公众健康网络调查

云驾岭矿“双述管理”提升素质

中铁五局二公司“执行力”活动见成效

陶二矿“文明矿区”建设成效显著

对 2012年度海淀区小额消费纠纷快速解决机制工作
先进单位、消费争议快速解决绿色通道先进单位和先进个

人及“诚信服务示范单位”进行表彰。消协走进政府行政办

事大厅、中国科学院开展消费维权知识的普及宣传活动，

引导消费者依法维权、理性消费、文明消费。各工商所来到

大型超市和购物中心，举行了多场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活

动，发放《食品安全法》宣传手册，并向消费者现场宣传、解

答了食品安全知识。还组织辖区内新浪、腾讯、国美网上商

城等大型电子商务企业以及鼎好、海龙、亿世界等电子产

品零售密集型企业开展了法

律知识讲座活动。

北京海淀工商分局积极开展“3.15”消保维权系列活动
召开“3·15共铸网络诚信，共创繁荣发展”会议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中国远洋蝉联《财富》责任榜冠军

近日，《财富》（中文版）3月刊发布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100排行榜”。该榜单显示，索尼、英特尔、三星电子荣登在华外
资企业前三甲，中国远洋控股、联想集团、中国石化分别为中

国本土公司前三甲。作为第三次蝉联本排行榜中国榜单第一

名的中国远洋，其系统、综合、详细的信息披露形式和殷实的

数据披露使得其一直保持着中国企业中的领先地位。同时，在

今年的榜单中，中国本土企业的得分比去年有大幅提升，而外

资企业的得分则略有下降。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并不令人意外地说到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坦赞铁路。

迄今为止，坦赞铁路仍然是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在中国企业更多的“走出去”
的今天，40多年前在中国自己还很困难的情况下投入巨大人力和资金援助建设的坦赞

铁路仍然是中国制造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巨大标志。

与此同时，60多位在援助坦赞铁路工程中献身的中国工程师和工人永远长眠在了

那块土地。

今天仍在坦赞铁路上运营的“东方红”机车

在荒野中穿行在坦赞铁路上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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