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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自主权”的开发合作 
 

 

日本作为快速地实现了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其模式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样本。纵观

针对非洲实施的各种有“日本特色”的援助，让我们思考一下开发非洲的理想方式。 

 

 

受访人：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理事长 

采访人：《外交》编辑部 

 

 

——今年 8 月，第 7 届非洲开发会议（TICAD7）时隔 3 年将在横滨召开。 

 

北冈伸一 上届在内罗毕召开的第 6 届非洲开发会议（2016 年）

是该会议首次在非洲举行，也是我第一次参会。时隔 3 年，回

顾一下，我感到有商业头脑领导人不依赖自然资源和单一产品，

为了国家的发展积极推进改革的事例在不断增多。令我印象深

刻的是，虽然改革规模很小，但付出努力的国家在增多。 

 

    在开发合作中最重要的是合作伙伴国的自主权。我想在内

罗毕召开的第 6 届非洲开发会议的最大意义在于促进了非洲各

国的自主性。发展的主角是当事人，我们能做的只是帮助。也

就是非洲国家面对国际社会，不是说“你们会为我们做什

么？”，而是说“我想做这个，请帮助我。”，这是应有的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主权的萌芽是令人高兴的变化，希望横

滨会议能够进一步推进这一点。 

 

——在自主权这点上，有值得关注的国家吗？ 

 

北冈 在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交往很深的国家中，比如卢旺达和塞内加尔等。卢

旺达 1994 年发生了一起悲剧，有超过一成的国民惨遭虐杀，所以避免对立、促进和解是

最优先的课题。保罗·卡加梅总统一边致力解决这个课题，一边在维护治安的稳定、提高

国民的卫生健康和教育环境以及治理商务环境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他还大力扶持 IT产业，

在某些方面卢旺达的 IT 环境比日本还先进。 

 

北冈伸一 独立行政法人

国际协力机构 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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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前，在第 6 届非洲开发会议举办前夕，我访问了塞内加尔。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塞内加

尔通过多种多样的项目，采取尊重他人和重视团队合作的手法推进开发，这些手法和日

本十分相似。另外还有个感想就是塞内加尔国民之间同胞意识很强。同在西非地区的贝

宁虽然是个很小的国家，也很努力。 

 

——有人批评卢旺达的卡加梅政权是独裁政权。 

 

北冈  我知道对卡加梅政权有这样的批评。毋庸置疑，民主和尊重基本人权非常重要。

但是，无视各个国家所处的状况，从外部强加于人，我想事情也不会顺利。国际社会应该

将此作为中长期课题，持之以恒地促进改善。 

 

—一些小国呈现出了发展的势头，但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大国却遇到了发展瓶颈。 

 

北冈  刚果民主共和国（DRC）的国土面积是日本的 6 倍，人口超过 8000 万，自然资源

丰富，除了铜、金和钻石等，制造锂电池不可缺少的轱、智能手机所使用的钽等稀有金属

的埋藏量居世界之最。但是国民人均收入是 460 美元，属于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国内

政治对立不断。国土辽阔和人口众多极易导致民族关系错综复杂，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

利益分配纷争的导火索。而且很多国家苦于没有国家整体认同感，国内分裂情况严重。刚

才我提到过塞内加尔的同胞意识，我想这也和国家规模有关系。塞内加尔的人口约 1500

万，面积大约是日本的一半。卢旺达的人口约 1200 万，面积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不仅

是刚果，非洲的交通网还未完善。别说非洲境内，就连在同一个国家内，出行也需要花费

很长的时间。在这种状况下，让他们有认同感应该是非常困难的。像日本这样人口超过 1

亿、还有如此强烈的认同感的国家为数很少。 

 

——援助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 

 

北冈 发展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有的国家发展比较顺利，有的国家反复于纷争和和平之

间。非洲 54 个国家状况各不相同。我认为在这方面，国际社会也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解。 

 

在南苏丹进行国家一体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积极予以援助的南苏丹的局势也是在一进一退。 

 

北冈 2016 年 7 月在首都朱巴，南苏丹政府与反政府势力再次发生冲突，JICA 的日本职

员也不得不到国外避险。但是 2018 年 8 月，时隔 2 年 JICA 再次派驻人员。2019 年 1 月

我也访问了南苏丹，与以萨尔瓦·基尔总统为首的政要进行了会谈。对方表示，希望日本

早日完成无偿资金援助建设的新尼罗河大桥和供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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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罗河大桥在当地被称为“自由之桥”。在南苏丹，本就有限的基础设施大多因为纷

争被破坏，现在架在尼罗河上、将国土分为东西两半的唯一的桥梁老化严重，成为物流的

巨大障碍。在这里架起一座新桥梁，将成为连接乌干达和肯尼亚的国际走廊的一部分，能

使物流更加顺畅，促进经济发展。尼罗河大桥项目是日本支援重建的象征性项目。但是由

于治安恶化，工程不得不中断了 2 年多。重启工程需要各种各样的准备，终于工程于 2019

年 5 月重启了。 

 

——民族和解也很重要。 

 

北冈 作为民族和解的措施之一，JICA 自 2016 年起援助举办全国运动会--“国民团结日”

(National Unity Day)。我也有幸参加了 2019 年 1 月的第 4 届大会，从全国 12 个地区

聚集了大约 300 人。体育的好处就是能对对方产生敬意，比赛结束后就不分你我了。仔

细想想，希腊诞生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是为了中止战争而开始的，运动与和平有着

很强的联系。在历经了多年民族对立的南苏丹，我希望这个运动会能够成为将国民的心

凝聚为一体的有意义的尝试，继续发展下去。通过这样的合作，南苏丹对日本寄予了信

赖，可以说是 JICA 提出的“以信任连接世界”的一个好例子。 

 

小型商业的可能性 

 

——近年来，商业在开发领域发挥的作用备受瞩目。非洲各国也期待着日本企业进入和

投资。 

 

北冈 日本的很多中小企业拥有解决发展中国家诸多问题的独特的技术，JICA 对这些中小

企业在海外的发展开展着支援。香川县的 Suntech 公司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介绍

一下。该公司计划在世界橄榄油的产地--摩洛哥建设试点工厂，以推广可将橄榄油渣加

工成具有附加值的燃料、饲料或肥料的 “油温减压式干燥机”，并将进行实证试验。而摩

洛哥政府计划今后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工厂对榨油渣进行资源化，该公司可以将油温减压

式干燥机销往该类工厂，进一步可以期待今后能进入以摩洛哥为核心的地中海沿岸各国

市场。我在 2019 年 5 月访问了 Suntech 公司，虽然公司员工不到 50 人，他们的开拓精

神十分让人钦佩。 

 

——但是，也有仅凭精神而无法跨越的障碍。 

 

北冈 确实，没有特别的经验和人脉的中小企业突然进军海外，门槛会很高。Suntech 除

了在摩洛哥的业务以外，在缅甸也有制造工厂。他们为当地员工提供在日本香川进修的

机会，接收在安倍倡议下来日本留学的非洲人留学生的实习。我访问的时候，也看到了不

同国籍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我认为有好的合作伙伴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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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今后我想关注的是，在“安倍倡议”下来日本留学的学员们。 

 

——“安倍倡议”是从 2013 年第 5 届非洲开发会议开始的项目吧。 

 

北冈 正式名称是“African Business Education Initiative for Youth（非洲年轻商

务人才教育倡议）”，在 5 年内接纳 1000 名非洲青年来日留学。除了提供大学及研究

生院教育，还将提供在日本企业实习的机会。我以前担任国际大学校长期间，也积极地

接收了留学人员。主要目的是培养非洲民间部门、公共部门和教育部门的人才。毕业生

可以从商业角度出发，或者作为本国的行政官员，支持日本企业进入非洲。如果能形成

这样的循环就很理想。 

 

——我认为非洲各国都期待着大企业的进入。 

 

北冈 政府发出号令，企业就接二连三地进入当地市场，其实这是不可能的。虽然具有一

定规模的企业已经进入了非洲市场，但不论是这些已经进入非洲的企业，还是尚未进入

非洲的企业都必须一点一滴地积累。 

 

    此外，正因为是小规模的点滴措施，所以能得以实现的情况为数不少。作为埃塞俄比

亚等国家的社区开发的一部分，JICA 支援着在大城市近郊的农村地区生产特色产品的小

型企业。也就是源自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主要是支持女性在丈夫去城市工作期间，

小规模、小范围地从事生产和销售。这不仅可以持续支持该地区的生产体系，更重要的是

让妇女获得了现金收入的机会。女性变得富有，变得自由，并且可以搞活社区经济。这些

活动虽然规模不大，但创造出许多这样良性循环的意义重大。 

 

社区扶持的初等教育 

 

——果然扎根当地的活动很重要呢。 

 

北冈 在这些活动当中，日本将重点放在教育和保健上。从“人的安全保障”的观点来看

也很重要。最近，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提出了“建造 200 所日式小学”的构

想。我说：“在日本，孩子自己打扫卫生。”总统说：“我也想让他们自己做。”实际上 35

所实验学校的运营已经开始了，据了解进展很顺利。 

 

    这是很好的尝试。一说在国外的教育，经常指一些精英教育、高等教育，与身份、经

济密不可分。虽然学生们自己打扫地板和厕所在日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国

家，这也许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 

 

——JICA 热心地支持初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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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冈  在撒哈拉以南的地区，JICA 从 2004 年开始推进“大家的学校（School for All）”

项目。要办好学校，仅仅靠行政的努力是不够的，教师、家长还有当地社区的合作和协作

不可或缺。有领导能力的地区志愿者将支持学校视为己任，同时还能保持和发展教育环

境。从西非的尼日尔开始的这个项目扩展到塞内加尔和布基纳法索，更延伸到了南部的

马达加斯加。 

 

    如果能更进一步由学校提供伙食的话，效果会更好。因为能吃上饭，孩子愿意去学

校。如果不去学校的话，贫困的孩子被当作劳动力，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而且供给饮

食对孩子的健康有益，如果当地供给食材，也会增加农民的收入。如果能形成这样的良性

循环是最理想的。 

 

——教师的培养也很重要。 

 

北冈 你说得对。不一定所有的教师都能正确地理解教科书的内容，教师的质量问题是应

该解决的课题。日本的援助绝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进入教室、以“手把手”的方式一起

去磨练。正如马拉维的师范学校那样，有很多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在教育一线担任指导。 

 

——初等教育的充实与近代日本的步伐重合。 

 

北冈 日本在明治时代大力发展小学教育，当时社区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长野县松本

市的开智学校等就是很好的例子，当地采伐村落公有地的树木筹措建设资金，建造了漂

亮的校舍，保存到现在。在培养教师这一点上，日本创建了师范学校，让成绩优秀、因贫

困进不了大学的学生免学费入学，来确保培养高素质的教师，到日本各地任教。“一村一

品”和“大家的学校”项目，有人看法会不同，可能会认为“太费力”吧（笑）。但是，

从近代日本的经验来看，我认为这是最有效果的。 

 

——为了进一步发展，需要做什么呢？ 

 

北冈 在世界范围内，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心十分高涨，环境、社会和公司管理

(ESG)投资，即重视及选择那些考虑环境、社会和公司管理的企业进行投资变得盛行，对

社会有意义的事业会投入丰富的资金。希望以此为契机和商务结合起来。举一个例子，制

造肥皂等清洗和消毒剂等的化学制造厂--Saraya 公司以乌干达和肯尼亚为基地，制造和

销售免洗手消毒剂。JICA 也支援了该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活动。“卫生从洗手开始”这一

概念简明易懂，对预防传染病、保护人们的日常健康意义重大。Saraya 公司第一次在乌

干达开设基地是 2011 年，最初是赤字，近来终于实现了收支平衡。希望这样的事例层出

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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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应该作为开发学的基地。 

 

——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方面，JICA 开发研究生院合作项目（JICA-DSP）开始启动。 

 

北冈 英国被认为是开发学（development studies）的国际中心。无需赘言，英国是曾经

在全世界拥有殖民地的大国，但是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英国作为宗主国的经验起到

多大作用并非没有疑问。说起经验方面，日本作为非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东

亚地区为中心，ODA 取得了巨大成果，当然也包括失败，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将日本

作为开发学的基地，又何尝不可？ 

因此，JICA 启动了开发学研究生院合作项目，邀请将来有望成为肩负发展中国家的

未来和发展的领军人物到日本，为他们提供机会，学习日本近代的开发经验和二战后作

为援助国的知识。这些经验和知识有别于欧美国家。 

 

——具体学习什么呢？ 

 

北冈 JICA 和国内的大学联合负责教育，标准课程是 2 年修完的硕士课程。课程全部用英

语进行。具体来说，与 JICA 合作的大学在政法、经济、社会开发和科学技术与创新这四

个领域，以现有课程为基础设计课程，课程的一至二成是日本开发经验及 ODA 知识的内

容。 

同时，为了促进对日本的开发经验的理解，还把学习日本的政治、行政、经济和社会

等现状的内容作为基础讲座，纳入整个课程，进行短期集中培训。另外，为了让尽可能多

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学习日本的现代化的历史，我们与广播大学共同制作了“日本的现

代化系列 7 章”课程。我也参与并负责讲授“明治维新”的课程。关于这个课程，放送

大学的白鸟润一郎准教授在《外交》54 期中做了详细的介绍。 

 

——您期待有什么样的成果呢？ 

 

北冈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优秀人才系统地理解日本的开发经验，回国后能为本国的发展

发挥作用。第二，希望在日本学习的留学生在各自的祖国作为知日派和亲日派的领军人

物，今后长期为强化两国关系发挥作用。第三，作为附带效果，可以给国内的地方和大学

带来活力，为培养全球人才发挥积极作用。 

 

为了不陷入“债务陷阱” 

 

——在非洲开发方面，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 

 

北冈 首先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在非洲开发上中国是“老字号”。中国以不结盟的“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为其方针，从贫困的 1950 年代开始支援着非洲各国。连结坦桑尼亚和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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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的坦赞铁路是其象征性的项目。日本真正开始关注撒哈拉以南地区，除了几个例外，是

在 1993 年第一次举办非洲开发会议之后。在 2016 年的非洲开发会议中，日本政府发表

了“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日本也开始重视非洲。但与中国相比，日本是后来者。

而且非洲大陆约有 100 万中国人，日本人只有约 8000 人，在数量上无法相比。当然，国

际社会对中国也有批评，比如中国为了独占资源、安抚当权者，只建造大型建筑。受国际

社会舆论的影响，中国自身也开始发生变化。 

 

    当然，很多课题依然存在，所谓“债务陷阱”就是其一。此前在大阪召开的 G20 峰会

的首脑宣言中，也提到了开发基础设施时需要考虑可持续性、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以及

债务风险。也就是说有必要制定包括中国等新兴援助国在内的贷款规则。 

 

    但同时，以高额利息借入巨额资金的借款方也有问题。因此，必须提高借款方的财政

管理能力。有效的方法是派财务专家作顾问。服部正也先生早在 1960 年代，就担任了卢

旺达中央银行的总裁，他就是发挥着这样的作用。自那以后，JICA 为了提高若干个国家

的财政管理能力，一直开展着合作。这也是一种能力建设。 

 

 

［译自《外交》，Vol.56，2019 年 7/8 月刊，本文经城市出版社同意翻译转载。］ 

 

 

 

北冈伸一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理事长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原日本驻联合国副代表。 

 

最近的著作有《门户开放政策和日本》（2015）、《官僚制度下的日本陆军》（2012）、《日本

政治的崩溃》（2012）、《外交思考》（2012）。2011 年获得对学术界有显著贡献者颁发的紫

绶褒章奖。此外，1995 年《自民党—执政党 38 年》获得吉野作造奖，1992 年《日美关系

的真实现状》获得读卖论坛奖，1987 年《清泽洌—日美关系的洞察》获得三得利学艺奖，

1986 年《对美外交的条件——清泽洌的日美关系观》获得吉田茂奖。（以上书籍均为日文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