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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埃及关系六十年： 回顾与前瞻

余建华

摘　 　 要： １９５６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建交具有历史和现实动因。 历

史上，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中埃两大东方古老文明之间源远流长的友好往来和中埃人

民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患难与共，为中埃建交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现实动因则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叶中埃共同的反帝反殖立场，政治、安全和经贸利益的交汇，万隆会议

的成功召开以及周恩来、纳赛尔两位领导人的历史性握手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

中埃建交标志着新中国与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外交关系的历史性突破，也有力支援了埃

及反帝民族运动，对中埃两国国际环境的改善以及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影响

深远。 半个多世纪以来，埃及作为中国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对中

非、中阿友好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

及，对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埃和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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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中国与埃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建立

大使级外交关系联合公报》，埃及成为首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

中埃建交标志着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外交新纪元的开启。 ６０ 年来，中国与

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相互支持、默契合作、殊功至伟。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中非

合作论坛（２０００ 年）和中阿合作论坛（２００４ 年）的成立，以及中阿战略合作关系（２０１０

年）、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２０１４ 年）和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２０１５ 年）的确

立，中埃双边关系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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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埃建交前的历史友好往来

中埃两大文明古国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中埃人民在 ２０ 世纪民族解放运动中患

难与共，为 １９５６ 年新中国与埃及建交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人类的历史起源于东方，这里的“东方”，包括从中国、印度，经伊朗高原、两河流

域，直到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广袤地区。 中国与埃及同为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和灿

烂文化的东方文明古国，虽然这两大人类文明发祥地远隔千里，但生活在长江、黄河

流域的中华民族和尼罗河畔的埃及民族相互间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 ２００１ 年，时任

埃及驻华大使阿里·侯夫尼表示，“埃中关系是历史性的和独一无二的，它不仅仅是

过去 ４５ 年的产物，而且是经过几千年的积淀”①。

根据考古资料显示，早在遥远的古代，中埃之间就存在间接的贸易往来。 历史

研究表明，在距今约 ３，０００ 年前的西周时代，生活在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部落建立了

东亚和地中海世界之间最古老的贸易联系。 公元前 ９～７ 世纪亚述帝国极盛时，其疆

域东起伊朗高原，西临埃及。 正是通过中亚和西亚地区诸国和游牧部落，中国的丝

绸和软玉等产品转辗易手，间接流入埃及。 １９９３ 年，奥地利科学家在研究埃及第 ２１

王朝（前 １０７０ 年～前 ９４５ 年）的一具女性木乃伊时发现其头发中夹有蚕丝纤维。 “当

时除中国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丝绸生产国，因此可以认定这是中国的产品。”②由此可

见，此时埃及确已使用来自中国的丝织品。

不过，中国与埃及之间真正意义上的相互认知，始于公元前 ２ 世纪张骞通西域，

以及之后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 公元前 ４ 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通过大规模军

事远征，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军事帝国。 前 ３３２ 年，亚历山大率军攻占埃

及，在尼罗河口建立了亚历山大里亚古城。 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横跨巴尔干半岛、

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伊朗和印度西北部的经济文化交互圈，这令从东方的中国、

印度经中亚、西亚，到地中海世界的埃及和希腊之间的贸易更加密切。 如果说亚历

山大帝国促成了古代东方与地中海世界通道西半段的畅通，随后东方汉帝国则通过

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完成了这一通道东半段的开通。 公元前 １３８ 年和前 １１９ 年，

汉武帝派遣其侍从官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开始了古代中国内陆与西域、印度、中亚和

西亚乃至地中海世界的直接交往，贯穿亚欧大陆东西方最为重要的交通贸易要道

“丝绸之路”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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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前 ３０５ 年～前 ３０ 年）定都于刚建

成的亚历山大里亚城，这里成为希腊化世界最重要的城市和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市之

一，东西方商贾云集。 中国学者认为，在张骞回国后上奏汉武帝的报告中提及西行

抵达的黎轩即指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 《史记·大宛列传》中有前 １２０ 年汉武帝

发使黎轩的记载，这是中国首次向埃及乃至非洲正式派遣使者。 尽管中国使节最终

是否到达目的地至今仍无定论，但公元前后已有埃及人在中亚见到过中国人，也有

埃及人转辗来到中国。 《后汉书·西域传》中所记载的来华“黎轩善眩人”便是亚历

山大里亚城著名的魔术师。① 中国遣使埃及和埃及魔术师抵华，标志着中埃之间交

往的通道已经打通。 此后埃及人利用印度洋西南季风从红海沿岸东航印度洋抵南

亚，运回珍贵稀有的中国货物，丝绸、漆器、铁器、釉陶等中国商品也运往西亚波斯湾

和红海口，其中相当部分商品流入包括埃及在内的地中海诸国，丝绸甚受埃及上流

社会青睐。 公元 １ 世纪，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曾穿戴华丽的中国绸衣出席宴

会，为众人羡慕不已。② 在印度洋季风贸易盛行的年代，埃及玻璃也源源不断地运入

中国。 ２０ 世纪初在中国河南出土的古玻璃，其中就有公元 ２ ～ ４ 世纪埃及的玻璃制

品；洛阳也曾出土过亚历山大里亚制造的玻璃珠和制作精巧、刻有雅典娜头像的埃

及玻璃瓶。③ 概言之，从公元前 ２ 世纪到公元 ６ 世纪，经过埃及人、希腊人、阿拉伯

人、波斯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等众多民族的共同努力，中非之间开辟了多条经济文化

交流的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人从都城长安出发，穿越帕米尔高原抵达波斯

湾，或经陆路到达埃及；或走海路出波斯湾，经红海到达埃及。 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

既促进了中国丝织、瓷器制造技术和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发明的西传，又推动了

古代埃及制糖、琉璃和医学技术的东传。

与此同时，中国与埃及之间的相互了解也日益增多。 中国史书《史记》、《汉书》、

《后汉书》均有指称亚历山大里亚的“黎轩”、“犁靬”、“犁鞬” （ ｌｉ⁃ｋａｎ）等同名记载。

公元 ３ 世纪中叶的鱼豢在《魏略》既指出埃及处于罗马统治下的历史现实，又准确描

述了埃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并将中国与古罗马帝国通商的中转站亚历山大里

亚称为“乌迟散”。 公元 １ 世纪，亚历山大里亚一位操希腊语的商人在《红海回航记》

中将中国称为秦尼。 约 １５０ 年，亚历山大里亚著名地理学家托勒密在所著的《地理

志》中对中国（称为秦尼或塞里斯）作了更多的记述。 ６ 世纪中叶，埃及商人科斯马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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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在《基督教诸国风土记》中对中国（秦尼策）的叙述更加具体，谈及了从中国到伊朗

之间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

唐宋元明时期的中国与埃及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交流更为直接与密切。 ７ 世纪阿

拉伯帝国形成后，作为帝国行省的埃及与中国的往来日渐增多。 据中国史籍记载，

６５１～７９８ 年间，阿拉伯帝国共派使节访问唐朝达 ４０ 次。① 许多埃及商人来华经商，

将香料、宝石、珍珠、象牙等运至中国出售，再将中国的丝绸、瓷器、麝香等运回埃及

或转销欧洲。 有的埃及商人还在华定居，如长期居住在杭州的埃及商人欧斯曼远近

闻名。 ８ 世纪唐朝学者杜环成为首位抵达埃及的中国人，其在《经行记》中描述了当

时埃及发达的医学技术。 此后唐朝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宋朝周去非的《邻外答问》

和宋朝赵汝适的《诸藩志》等均记载过埃及的相关内容，《明史·西域传》还有明朝皇

帝盛情款待埃及马木鲁克王朝来华使节的明确记载。

１９ 世纪中叶以来，埃及和中国日益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但双方

间仍保持着不间断的人员往来、文化交流和贸易交往。 鸦片战争后，不少中国学者、

政要在朝觐之余或借赴欧之便抵达埃及，留下了许多珍贵记载。 穆斯林学者马德新

曾借麦加朝觐之际在 １８４４～１８４５ 年间两度访问埃及，并在开罗居住半年，既是近代

中国访问埃及的第一人，也是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见证人，他对这场改革评价甚

高，称阿里“大智大勇，善治理”。② 天主教徒郭连城于 １８５９ ～ １８６０ 年赴欧时也两度

访问埃及，他可能是最先报道埃及金字塔等古迹的中国人。 之后，孙中山、康有为、

梁启超以及张德彝、郭嵩焘、薛福成、王韬、戴鸿慈等中国政要名人也纷纷留下游历

埃及的评述观感，其中不少包含对埃及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关切和同情，希望中国引

以为鉴，尤其是对同处列强欺凌下的中埃富国强民之祈求溢于言表。③ 林则徐的《四

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在赞赏阿里改革经验的同时，也揭

示了阿里改革失败的原因，抨击列强的干涉破坏。

进入 ２０ 世纪后，尽管中国和埃及尚未完全摆脱列强的控制，但双方均在谋求建

立相互间的平等外交关系。 １９１１ 年中华民国成立，１９２２ 年埃及独立，为中埃关系的

发展创造了条件。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起，中埃两国恢复官方往来。 １９３０ 年夏，中国与埃

及驻英外交官洽谈友好通商条约，双方允诺互给最惠国待遇，随后两国达成建立外

交关系的协议。 中国国民政府于 １９３５ 年和 １９４２ 年相继派出驻开罗领事和驻埃及公

使，１９４４ 年埃及也在中国开设公使馆。 １９４８ 年，中埃双方决定将公使馆升格为大使

·６·

①
②
③

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３０－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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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 中埃之间在相互扶持中深化了双方的兄弟情谊。 １９３１ 年中国长江流域遭受水

灾，埃及政府派遣医生来华救治灾民。 十年后埃及发生霍乱时，中国政府立即用飞

机运去针剂。 两国人民在反帝斗争中更是相互同情、相互援助。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

国报刊《东方杂志》热情声援埃及反英独立运动，称赞 １９２２ 年埃及独立是埃及人民

多年奋斗的结果；１９２７ 年埃及独立运动领导人扎格鲁勒去世时，《东方杂志》深切哀

悼，并对其作出高度评价。 孙中山、扎格鲁勒夫人等中埃两国政治家均指出两国人

民要团结起来共同展开反帝斗争。①

二、 中埃建交的现实动因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叶，中埃共同的反帝反殖立场，两国政治、安全和经贸利益的

交汇，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以及周恩来、纳赛尔两位领导人的历史性握手等多方面

因素，构成了 １９５６ 年中埃建交的现实动因。

２０ 世纪中叶，中埃两国发生历史性巨变，为两国关系揭开了新篇章。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埃及人民为之欢欣，埃及妇女组织还专门发来贺电。

埃及报刊普遍主张承认新中国，但当时追随西方的埃及法鲁克王朝却继续与逃亡台

湾的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埃及爆发“七月革命”，以纳赛

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腐朽的法鲁克王朝，随后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共和

国成立。 埃及国内要求与新中国发展关系的呼声进一步高涨，媒体纷纷要求政府面

对现实，立即承认新中国，而埃及政府也曾予以考虑，但因受到美国警告而采取犹豫

观望的姿态。② 当时的埃及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仍受到美欧等西方大国的影响，对

新成立的“红色中国”缺乏了解，依然保持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制定了新的外交方针，即宣布可在平等、互利及互

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世界上一切友好国家尤其是亚非拉国家发展关系。

１９５２ 年埃及“七月革命”成功后，周恩来总理认为，中东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将同世

界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汇合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极大地冲击帝国主义的殖民体

系和战争政策。 新中国将支持亚非国家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提升至在世界范

围内推动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战略高度上，希望通过与埃及等亚非发展中

国家发展关系，打破西方封锁，开创新中国在亚非地区的外交新局面。 负责新中国

外交的周恩来总理基于对国际形势的精准分析，决定在发展与这些国家关系上采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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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１９０－１９１ 页。
时延春：《中国驻中东大使话中东：埃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６７ 页。



特稿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积极稳妥的方针，在对一些国家的实际处境表示充分理解、体谅的同时，循序渐进地

推动中国与其发展关系。 当时，美国竭力阻挠埃及与新中国建交，而埃及一时也难

以摆脱美国这一新崛起的世界超级大国的掣肘，周恩来由此制定了“善于等待，不必

勉强，增加往来，多做工作，促进关系，水到渠成”的工作方针，①强调中国可以在坚持

外交原则的基础上，先发展同埃及的经贸文化关系，耐心等待时机成熟，在水到渠成

时再行建交工作。 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方针的正确性。

１９５３ 年 ４ 月，埃及方面派商人昆地来华商谈双边贸易问题，埃及希望向中国出

口棉花。 当时中国并不需要进口棉花，但出于做埃及工作的考虑，周恩来总理决定

答应埃及的要求。 １９５４ 年，埃及在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情况下通过第三国间接提出

向新中国派驻总领事的要求时，中方鉴于这有违“一个中国”原则而予以拒绝，但周

恩来表示可以考虑埃及派贸易代表以半官方身份常驻中国。

与此同时，“七月革命”后在纳赛尔的领导下，埃及根据消灭殖民主义、取消封建

制度、根除垄断和资本主义剥削、建立社会公正、建立强大爱国军队、建立稳定民主

的“六项原则”，深入推进民族民主革命，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利益

的重大举措，包括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反对《巴格达条约》、修建阿斯旺水坝和支持

巴勒斯坦人民抗以斗争等，抵制西方新老列强对埃及实行的控制和掠夺政策，致使

新生的埃及民族主义政权与西方大国矛盾日益尖锐，而与支持其反帝反殖的民族解

放运动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立场不断趋近，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

合作往来也在不断增强。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万隆会议的召开为中埃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了契机。 这次历

史性盛会是亚非国家首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列强参加下自行召开的国际会议。 会议

旨在促进亚非各国友好合作及商讨民族主义、反殖斗争、世界和平等重大国际问题。

包括印尼、缅甸、中国、埃及等在内的 ２９ 个与会亚非国家排除西方大国的干扰和破

坏，提出了实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延伸的“万隆十项原则”，并以此作为国家间和平

相处、友好合作的基础，形成了著名的“万隆精神”，即亚非人民为反帝反殖、争取和

维护民族独立，要求友好、团结、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斗争的精神。

万隆会议构成了中国在中东和非洲地区打开外交局面的历史里程碑，周恩来总

理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万隆会议。 会议前夕，周恩来应邀访问缅甸，在仰光

会见了埃及总统纳赛尔。 两位伟人一见如故、倾心相交，在万隆会议期间共同参加

了政治委员会与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小组，努力克服各种障碍，推动会议通过了包

·８·

① 安惠侯等：《丝路新韵：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 ５０ 年外交历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４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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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万隆十项原则”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 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宣

布了中国支持中东人民反帝反殖、争取和捍卫国家独立斗争的坚定立场，包括支持

埃及人民收复苏伊士运河地区主权的斗争，以及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正当权利

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 纳赛尔在发言中也表示，殖民主义始终是世界不稳定

的根源，因此必须予以铲除。

针对当时与会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性以及部分国家对中国存在的

疑虑，周恩来于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发表了著名的“求同存异”的补充发言，指出“亚非

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

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的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

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①周恩来

长达 １８ 分钟的发言受到包括纳赛尔在内的与会各方代表的高度赞赏，奠定了万隆会

议得以成功的基础，“求同存异”也成为中国发展与亚非国家外交关系的指导方针。

会间周恩来同纳赛尔多次深入交谈，设宴招待埃及代表团，并出席纳赛尔举行的宴

会。 中埃双方就各自国家的情况、对外政策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消除了纳赛尔原先因受西方媒体恶意诬蔑而对中国产生的误解和疑虑。 在两国关

系的问题上，纳赛尔希望中国能够谅解当时埃及同台湾断交的困难。 当纳赛尔谈到

埃及因帝国主义控制棉花市场而蒙受巨大损失时，周恩来承诺中国将从埃及进口棉

花。 万隆会议期间，纳赛尔被周恩来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和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所

折服，对新中国有了全新认识，两位领导人达成了两国将从贸易着手，互派商务机构

并逐步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协议。 同时与会的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与埃及工商

部长努赛尔具体商议了双方的贸易问题。 纳赛尔曾表示，万隆会议为加强埃中关系

奠定了基础。②

万隆会议后，中埃友好交往日益频繁。 １９５５ 年 ５ 月，埃及宗教事务部长巴库里

作为埃及首位政府官员率团访华。 中埃双方表达了反帝、反殖、维护民族独立和国

家主权的共同立场，中方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支持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反对侵略

和扩张的正义斗争。 双方还签订了文化合作会谈纪要，并就两国经贸合作事宜达成

具体协议。 同年 ８ 月，埃及工商部长努赛尔率团访华，与中方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及

议定书，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③同时确定双方互设官方商务代表处。 根据该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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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惠侯等：《丝路新韵：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 ５０ 年外交历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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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惠侯：《埃及与新中国建交始末》，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第 ７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埃及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１９５５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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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埃签订了中国购买埃及 ４ 万包（１．３ 万吨）棉花的合同，并从埃及市场直接购买

６ ０００ 包棉花。 这是现代中非经贸史上的第一笔大宗交易，《开罗报》、《金字塔报》

等埃及媒体发表社论，指出交易量相当于埃及约 １７％的棉花产量，在美国实施对埃

不利的棉花政策导致埃及棉花销量困难的情况下，这笔交易使“我们在最大的大陆

上的最大国家里，为我们的产品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意味着“埃及经济已经摆脱

了外国的影响，……非洲和亚洲各国彼此之间已经更加团结和更加合作了，”并“将

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联系。”①大量埃及长绒棉进入中国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中国棉织业的发展。 中埃棉花贸易不仅促进了两国的经济发展，对两国关系

的发展也具有重大且深远的政治意义。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和 ２ 月，中国驻埃及商务代表处

和埃及驻中国商务代表处相继设立，商代处实际上享有高于领事待遇的外交特权。

贸易先行成为正式建交的前奏，是新中国外交之创举。 同年 ２ 月，中国政协副主席兼

伊斯兰协会主席包尔汉率领中国文化艺术团访埃，双方签订中埃文化合作协定。 ３

月，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应邀访埃，会见纳赛尔总统并转交周恩来的信函，中国在开

罗举办大型商品展览会。

中埃贸易、文化关系的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两国建交提供了成熟的时

机。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埃及内阁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决定撤销对台湾当局的承认，

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愿意同中国建交和互换外交使节，并就此向中方递

交正式照会。 翌日，中国外交部就埃及立场发表热烈欢迎的声明，希望双方能够尽

快建交。 ５ 月 １８ 日，周恩来致函纳赛尔，表示“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将更加

有利于促进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②。 然而，美国对于埃

及的这一外交举动极度恼火，遂采取报复手段，向以色列提供先进武器并撤销对阿

斯旺水坝援助的承诺。 ５ 月 ３０ 日，中埃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考虑到两国

的相互愿望，已经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大使级的外交代表”③。 随后，首任中

埃两国大使很快到任。 由此，中埃建交瓜熟蒂落。

三、 中埃关系的历史佳话

中埃建交标志着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开启，它有力地支

援了埃及反帝民族运动，对两国国际环境的改善以及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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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具有深远影响。

中埃建交后，中国一如既往地支持埃及人民反帝反霸、捍卫国家独立主权的正

义斗争。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 ２６ 日，为反击西方列强的政治讹诈和经济控制，维护埃及独立

主权和民族尊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群众集会上宣布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

有，以运河收入建造阿斯旺水坝，并宣读了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法令。 英法不

甘心丧失其在运河中的利益，发出武力威胁，并于当年 １０ 月底与以色列一起入侵埃

及，挑起第二次中东战争，即苏伊士运河战争。 对于纳赛尔政权不惧大国压力、毅然

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行动，中国政府予以坚定支持，强调“全世界爱好和平和自由的

人民，都站在埃及人民这一边”①。 同年 ８ 月 １５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调埃及将

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行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而采取的正义行动，不论

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来说，埃及这一行动都是完全正当的”。② 针对英法的武力威

胁，中方严正警告，任何武力威胁和干涉行为不仅将使英法自食其果，也必将引起亚

非人民和世界正义力量的反对。 在此前后，无论是在对外国记者谈话中、中国人大

常委会会议上，还是中共八大开幕式上，中方领导人均明确宣示坚决支持埃及的正

义之举，称赞“纳赛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③ 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后，中方

在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 １ 日的政府声明中“强烈谴责英法两国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动，中方

坚决支持埃及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神圣斗争”，并在 ３ 日向英法提出强

烈抗议和警告，要求英法立即停止侵略行动，就运河问题展开和平协商。 当天，北京

４０ 万民众在天安门前举行声援埃及的集会游行。 ７ 日，中方再次发表声明支援埃及

反抗英法侵略，表示愿尽能力所及，采取包括物资援助在内的一切有效措施支援埃

及。 ８ 日，“中国人民支援埃及反抗侵略委员会”和“中埃友好协会”成立。 自 １０ 日

起，中方将大批埃方急需物资运往埃及，中国政府还向埃及赠送了 ２，０００ 万瑞士法郎

的现金，并组建了一个医务援助团。 对于中国的声援和支持，埃方多次给予高度评

价和赞赏，称赞中国的支援“在提高埃及人民反对罪恶的侵略者的士气和巩固中埃

两国友好关系上起到巨大的影响”④。

此后，在 １９６７ 年的“六日战争”、１９７３ 年的“十月战争”、１９７１ 年和 １９７６ 年埃及

摆脱苏联政治军事控制的行动中，中方均向埃及提供了及时的支持和援助。 即使在

１９７７ 至 １９７９ 年埃及因主动同以色列媾和而在阿拉伯世界陷入孤立处境时，中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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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采取像苏联和多数阿拉伯国家对埃及大加指责的反对立场，而是肯定埃及为解决

阿以争端迈出了“勇敢的一步”，给予埃方充分理解与支持。 埃方也视中国的援助为

雪中送炭，诚挚感谢中国为改善埃及的国际处境提供的宝贵支援。 如前所述，棉花

是埃及重要的出口物资，在纳赛尔政权奉行反帝反殖、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政策、美

英等国通过降低棉花价格和减少进口向埃及施加经济压力期间，中国在当时自身经

济较为困难的情况下，仍积极开展同埃及的棉花贸易，继 １９５４ 年和 １９５５ 年从埃及进

口 ３，６３７ 万美元的棉花和棉纱后，１９５６ 年再度购买 １，０００ 万英镑埃棉，其中还现汇

支付了 ５９０ 万英镑，以实际行动解埃方燃眉之急，给予埃及反帝反殖反侵略、捍卫民

族独立自由斗争以切实而巨大的物资和道义支持。

与此同时，埃及人民也对中国的正义事业给予积极且坚定的支持。 中埃建交

后，埃及始终坚定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大业。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埃及就当时

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有权解放台湾，正如我们有权为解放运河区而斗

争一样；……我们将毫不迟疑地支持英勇的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是我们的真正朋友，

在我们的困难时期他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①。 同年 ９ 月和 １０ 月，纳赛尔总统再度

表态，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斗争是支持公理、正义与和平事业，并严正谴责美国

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军事挑衅。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纳赛尔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明确

要求联合国对新中国敞开大门。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纳赛尔在埃及议会的讲话中指出，

“继续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是对他们、对联合国以及对世界和平极端明

显的错误”。② 在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联大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表决

中，埃及投了赞成票。 埃及还支持中国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１９９７ 年香港回

归前夕，埃及总理詹祖里表示，埃及高兴地看到香港即将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回归

祖国。 香港回归后，詹祖里又致电中方表示祝贺，指出“香港回归的寓意已远超中国

的范围，埃及人民与中国人民一样感到欢欣鼓舞。 因为这是真理的胜利，它丰富了

正确国际关系的内涵”③。 １９９９ 年澳门回归时埃及也表示了祝贺，肯定这是无法阻

挡的历史进步潮流，是“一国两制”又一成功范例。④ 埃及还在人权问题上大力支持

中国的立场。 １９８９ 年政治风波过后，同年 １２ 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埃及时受

到热情款待，次年 ５ 月穆巴拉克总统访华，埃及也通过实际行动向全球旗帜鲜明地表

达反对西方以侵犯人权为由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多次重申对中国政府的理解与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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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２３８ 页。
雷钰、苏瑞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４０７ 页。
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４４７ 页。
同上，第 ４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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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在联合国人权会议等多个国际场合，埃及也一直坚定支持中国，反击某些西方

国家的无理指责。

埃及与中国建交对新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和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军事威慑、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都具有

重要影响，尤其是对开创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外交新局面具有不容低估

的历史性深远影响。 中埃建交开启了新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

系的进程。 此前，中国已经与部分亚欧社会主义国家、亚洲民族主义国家和西北欧

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在阿拉伯地区和非洲地区仍面临“零外交”的不利局面。 从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中埃建交至 １９６６ 年的 １０ 年间，中国先后与叙利亚、也门、伊拉克、摩洛哥、阿

尔及利亚、苏丹、索马里、突尼斯和毛里塔尼亚 ９ 个阿拉伯国家建交，并与几内亚、加

纳、马里、扎伊尔、乌干达、肯尼亚、布隆迪、刚果、坦桑尼亚、赞比亚和贝宁 １１ 个非洲

国家建交，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首次建交高潮之后的又一轮建交高潮。 中国同阿

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建交高潮，表明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所奉行

的反帝反殖、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友好合作的外交政策受到

广大亚非国家的认同。

半个多世纪以来，埃及作为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

伴，在发展中阿和中非友好关系上发挥着独特且重要的作用。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周恩来

开始了新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亚非 １３ 国之行，埃及成为访问的首站。 在与

纳赛尔总统的交谈中，周恩来提出了中国政府处理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

则，而后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又将此发展为中国处理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

项原则，随后宣布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① 这次历史性的访问在改善和恢复

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方面意义重大。

２０ 世纪末 ２１ 世纪初，中埃友好合作关系进入全面稳定发展的新阶段，中埃双边

关系的深化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与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多边合作的发展。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中埃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面向 ２１ 世纪的战略合作关系，埃及成为首个与中

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

埃及，期间与埃及领导人就全面深化中埃关系达成广泛共识，中埃关系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 ２００６ 年是中埃建交金禧之年，同年 ６ 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埃期间双方签

署了《中埃关于深化战略合作关系的实施纲要》；１１ 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第 ９ 次访

华并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双方发表关于两国建交 ５０ 周年的联合新闻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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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九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３４９－３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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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埃战略合作关系推向新的高峰，埃方宣布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此外，

中埃双方就新形势下建立和发展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务实合作以及重大国

际问题交流见解，并达成广泛共识。

中埃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推动了中阿新型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埃及期间，在开罗会见了阿盟秘书长穆萨和阿

盟成员国代表，提出建立中阿新型伙伴关系的四项原则，受到阿盟的热情响应。 当

天，中国外长李肇星与埃及外长穆萨在阿盟总部宣布，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决定从即

日起成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同年 ９ 月，中阿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

在开罗阿盟总部举行。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中国天津举

行，中阿双方宣布在论坛框架下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 中

阿合作论坛对中阿关系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推动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

“深化战略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中阿关系长期可持续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

基础。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１０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四国和印度尼西亚时先

后提出同亚欧相关国家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

略构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主

旨演讲中强调，“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之路。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因丝绸之路相知相

交，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 中阿双方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打

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构建“１＋２＋３”的合作格局，即以能源合作为主轴，

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

域为新的突破口，努力提升中阿务实合作层次。① 与会阿方代表赞同习主席提出的

加强论坛建设、发展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主张，支持中方提出的中阿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

２０１１ 年以来，埃及经历了政治和社会动荡，其国际和地区影响力受到一定影响，

但中国与埃及始终在相互理解、尊重、信任和支持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双边关系的健

康稳定发展。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２５ 日，上任仅半年的埃及总统塞西对中国进行国事

访问，中埃两国元首共同决定将 １９９９ 年以来的中埃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提升为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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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第 ２ 版。

《中埃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第 ３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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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余论

中埃自古以来就有友好交往的历史佳话，在近现代反殖反帝斗争中结下了相互

支持和声援的珍贵情谊。 １９５６ 年中埃建交以来，两国在伸张正义、扶危济困和相互

帮助中成为患难之交。 ６０ 年后的今天，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面临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的重大历史机遇。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中国政府发布首份《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从政治、投

资与贸易、社会发展、人文交流、和平与安全五大领域详细阐述了中方全面加强中阿

关系的各项政策举措。① 随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中东三国，期间于 １ 月 ２０～

２１ 日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新形势下发展中埃关系乃至中阿关系具有里程碑意

义。 此次访问恰逢中埃建交 ６０ 周年前夕，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共同出席了中埃建

交 ６０ 周年庆祝活动暨 ２０１６ 中埃文化年开幕式，还特邀塞西总统以嘉宾国元首身份

出席 ２０１６ 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体现出中方对埃方国际地位的肯定与重视，埃方

视之为最好的新年礼物而欣然接受。 两国元首还共同见证了《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的五年实施纲要》、《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以及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经贸、能源、金融、航空航天、文

化、新闻、科技、气候变化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习近平主席访问阿盟总部，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中阿关

系的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强调中阿双方要抓住未来 ５ 年的关键时期共建“一带

一路”，确立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的行动理念，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

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

伴；有针对性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四大行动计划：高举和平对话旗帜，开展促进

稳定行动；推进结构调整，开展创新合作行动；促进中东工业化，开展产能对接行

动；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开展增进友好行动；强调中国在中东不找代理人、不搞势

力范围、不谋求填补“真空”的“三不原则”，强调致力于劝和促谈，共建“一带一

路”朋友圈，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② ２０１４ 年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

六届部长级会议上的主旨演讲、２０１６ 年《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以及习近平

主席在阿盟发表的演讲，为新时期中国发展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和推进中国中东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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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４ 日，第 １３ 版。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第 ３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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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指明了方向。

六十甲子一轮回。 埃及是中国对中东和非洲外交的起点。 ６０ 年来，中埃关系

是中阿、中非关系的一面旗帜，更是南南合作的典范。 中阿关系是中国特色的中

东大国外交的主要板块。 习近平主席出访埃及，凸显了中埃关系对新时期中国中

东外交和中阿关系的引领作用。 纳赛尔曾提出埃及地处阿拉伯、伊斯兰和非洲世

界交汇的“三圆圈理论”，强调埃及居于世界地缘的关键战略位置。 ２０１６ 年习近平

访埃期间在同塞西总统的会谈中谈到，双方要将各自发展战略和愿景对接，利用

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两大抓手，将埃及打造成“一带一路”沿线支点国家。 塞

西总统也表示，埃及愿将自身发展规划同“一带一路”建设对接。 在“一带一路”建

设的布局中，埃及作为横跨北非和西亚的国家，对非洲和西亚地区具有引领和辐

射作用。 无论是“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还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

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埃及的枢纽作用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合作对象。 习主席访埃期间，中埃双方签署的《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的五年实施纲要》和《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对两国未来五年各领域全面合作的规划，以及中埃苏

伊士经贸合作区二期揭牌、中资企业同埃及签下 ２７ 亿美元新首都建设项目大单等

一系列成果的取得，都标志着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新的历史阶段。 习

近平在阿盟总部的演讲中引用了埃及谚语“比时间永恒的是金字塔”，强调“最永

恒的是埃及人民崇尚变革、追求自由的伟大精神。 今天的埃及承载着传承文明的

希望，肩负着探索复兴道路的使命。 中国坚定支持埃及政府和人民的努力，期待

埃及成为地区稳定支柱和发展标杆。”①

中埃全面战略合作的继往开来，对于深化中国与中东外交和非洲外交、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探索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治理具有引领作用，对中埃分享治国理政经

验、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中东外交更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路遥知马力，日久

见人心，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两国人民将继续携手谱写新时期中埃关系新的辉煌篇

章，中埃友谊将如同金字塔这一人类文明奇迹一样永恒长存。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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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