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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丹小伙北京追逐足球夢
入駐華校當教練 盼建中非青少年足球交流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2018 中非
合作論壇北京峰會 3 日在京召開，當日亦是北京中小
學開學日，33 歲蘇丹青年李卡德正在操場上耐心指
導着孩子們的日常足球訓練。課程間隙，李卡


德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他正在北京西馬金潤小學擔任足球教練，每天與
一群熱愛足球的孩子們奔跑在綠茵場上。展望中非合作前景，他希望，通過本次
論壇，推動加強中非體育領域合作，建立中非青少年足球交流機制。

近年來，中非關係日益緊密，越來越多的非洲
青年人選擇來華發展，李卡德就是其中一

位。九年前，在父親的建議下，他選擇來中國發
展。剛來中國，由於不會中文，生活並不順利，
因此他決定先去武漢學習中文，「經過幾個學期
的系統學習，我的中文水平已經能跟中國人進行
簡單的交流了。」

鍾情北京底蘊 放棄非洲財路
「偶然的機會，我來到了北京，北京的文化底
蘊讓我十分着迷，於是我從武漢轉學來北京，並
決定在這裡落地生根。」李卡德說，基於對足球
的熱愛，他並沒有從事父親的傢具生意，而是選
擇在中國延續他的足球夢想。
李卡德在北京理工大學攻讀研究生期間，發現
校內有足球俱樂部，「我曾在多個蘇丹職業俱樂
部踢球，足球底子還不錯，於是一直隨隊訓練，

後來做了足球教練。」

依託政府支持 致力校園足球
目前，33 歲蘇丹小伙李卡德正在
北京西馬金潤小學擔任足球教練，
並已獲中國足協頒發教練員證書。
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中國政
府重視發展校園足球，很多學校
已開始建立培訓系統。
李卡德表示，足球文化在華興
起，國家和家長都很重視。他希
望，通過中非合作論壇的舉辦，
建立中非青少年足球交流機制。
據悉，李卡德正在北京體育大
學攻讀體育教育訓練學博士，並
將繼續在中國追逐足球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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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列車」
改變了我的國家

■在北京西馬金潤小學擔
任足球教練的蘇
丹青年李卡德（右），
已扎根北京，
京，發展
校園足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 攝

蓋茨：非洲可借鑒中國農業與疾控經驗

香港文匯報訊 時值中非合作
論壇揭幕，微軟創辦人、蓋茨基
金會聯席主席比爾．蓋茨（Bill
Gates）3 日在《人民日報》A6 版
撰文，指中國經驗值得非洲借
鑒，一是解決非洲多地的疾病和
貧困問題，二是挖掘非洲農業的
發展潛力。
蓋茨稱讚，中國在改變自身的同
時也在改變着世界。「我從上世紀
90年代初開始多次訪問中國。每次
來中國，無論是高聳入雲的摩天大
樓還是正在施工的建築工地，都能
讓我感受到巨大的發展變化。多方
數據印證了我的這種感受。」中國
在過去幾十年裡取得了任何其他國
家都無法企及的成就，不僅將數億
人從貧困和疾病的惡性循環中解救
出來，還建立了現代化的經濟體
系，推動了全球經濟發展。目前全
球其他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很多非
洲國家高度關注中國成功路徑，這
更加凸顯出中非合作論壇的重要
性。

中非合作基礎深厚

他在文章中指出，對非洲國家
而言，目前正是關鍵的轉折時
刻，可謂風險與機遇並存。中國
和非洲在過去幾十年裡建立起了
深厚的合作關係，令人備受鼓
舞。中非合作論壇、「一帶一
路」倡議以及中國組建國家國際
發展合作署等舉措，都十分有助
於中國分享自身在經濟轉型過程
中積累的經驗教訓，幫助非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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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更好規劃自身發展路線並最終
實現繁榮發展。中國在這些方面
具備獨一無二的優勢。

消除瘧疾振興農業
蓋茨認為，有兩個領域與非洲
未來發展息息相關，值得非洲政
府借鑒中國經驗。一是消除非洲
許多地區依然面臨的疾病和貧
困，二是挖掘非洲國家在農業方
面的發展潛力。「健康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中國在健康創新領域
的領導力日益彰顯。比如，通過
藥物創新和有效的疾病監測與控
制體系，中國已經在 2017 年實現
了本土瘧疾零病例，這是一個非
常了不起的成績。中國可以為其
他發展中國家消滅瘧疾提供高效
且可負擔的解決方案。」
他分析說，農業是中國能夠幫
助非洲加快發展的另一重要領
域。過去幾十年裡，中國農業生
產率的增長速度比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區快了4到6倍。設想一下，
如果非洲能夠借鑒中國的知識、
經驗和資源，實現類似的農業轉
型，非洲未來就會大有希望。

1 日 上 午 七 時 30
分，肯尼亞首都內羅
畢南站的售票大廳如
往常一樣擠滿了人。
家庭主婦莉蓮·奧圖瑪從窗口拿到去往蒙巴
薩的車票後激動地告訴記者，她即將第一
次踏上前往蒙巴薩海邊度假的旅程。「方
便快捷的蒙內列車改變了我的生活，幫我
實現了多年的願望。」

&

獨立以來首條新鐵路
蒙巴薩－內羅畢標軌鐵路（蒙內鐵路）
全長約 480 公里，東起肯尼亞東部港口蒙
巴薩，西至首都內羅畢，於2017年5月31

日通車。這條肯尼亞獨立以來的首
條新鐵路由中國企業承建，全線採
用中國標準。
發車前，奧圖瑪站在橙白兩色的
列車旁，高高舉起手機，拍了一連
串的自拍照。「這是我第一次看到
現代化的列車，感謝中國改變了我的生
活！」她說。

車程減半經常滿座
從內羅畢到蒙巴薩乘坐長途汽車通常需
要 10 小時以上，價格高、耗時長；如今，
乘坐蒙內鐵路直達列車只需約 4 個半小時
就能穿梭於兩座城市之間。
蒙內鐵路運營公司提供的數據顯示，截
至今年 8 月 24 日，蒙內鐵路累計發送旅客
172.2 萬人次，旅客平均上座率達 97.1%
以上，周末及節假日上座率達 100%，可
謂一票難求。目前，蒙內鐵路每天開行旅
客列車4列，貨物列車18列。
一條鐵路不僅改變了民眾出行的方式，
也改善了當地人的生活面貌，更促進了整

個國家的發展。

幫助逾4.6萬居民就業
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交
建）今年 6 月發佈的肯尼亞標軌鐵路項目
社會責任報告說，由中企承建的該項目已
累計僱用當地員工超過 7.2 萬人，其中蒙
內鐵路累計僱用當地員工超過4.6萬人。
在內羅畢南站擔任值班站長的彼得森·吉
通加就是其中之一。30 歲的吉通加在蒙內
鐵路開通前是一家五星級酒店的管理人
員，聽說蒙內鐵路即將開通，他毅然辭
職，報名參加了鐵路運營培訓。
作為落實「一帶一路」倡議和中非合作
論壇約翰內斯堡峰會「十大合作計劃」的
重要早期收穫，蒙內鐵路這一肯尼亞獨立
以來最大的基礎設施工程被外界視作促進
當地和區域經濟發展的引擎。
中國交建發佈的報告顯示，肯尼亞標軌
鐵路項目為肯尼亞社會經濟發展注入了強
大 活 力 ， 推 動 肯 尼 亞 GDP 增 長 超 過
1.5%。
■新華社

中企對非技術轉移
成就
「中非聯合製造」
造」。
上述報告介紹，中資企業對
■ 中企對非技術轉移改善了當地的技術環
非技術轉移的領域，包括工程
境。圖為去年 5 月 17 日，肯尼亞火車司機
施工工法與施工技術、機械設
跟隨中國老師熟悉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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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的操作與養護技術、信息與
通信技術、農業生產技術、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 業管理技能等。技術轉移不僅改善了東道
技術基礎薄弱，是制約非洲國家發展的主 國的技術環境，支持了非洲國家的支柱產
要瓶頸。中國社科院最新發佈的《中資企 業，而且增加了東道國勞動力的收入，提
業非洲履行社會責任報告》指出，中資企 高非洲人民的生活水平。
業一直積極開展對非技術轉移，履行附加
建鐵路技術工程學院
技術轉移條件的合作協議，通過多種途徑
推進對非技術轉移的升級和優化。中國社
報告透露，2017 年 5 月底建成通車的蒙
科院專家特別指出，中國企業投資非洲製 內鐵路，單是對非洲當地技術人員的培訓
造業，變「中國製造」為「中非聯合製 就達到 2 萬多人，並聘請中國老師為當地

培養了2,000多名運營人才。此外，中國還
幫助肯尼亞建立鐵路技術工程學院，全額
資助100名肯尼亞學生來中國學習。

「非洲製造業極具潛力」
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
室研究員姚桂梅指出，非洲製造業極具
潛力，中國企業投資非洲製造業過程
中，變「中國製造」為「中非聯合製
造」，幫助一直依靠資源參與非洲產業
鏈協作的非洲國家掌握了新技術，並具
備了生產和出口工業製成品的能力。她
並倡議，可創立「中非聯合職業技術大
學」，進一步向非洲當地進行知識與技
術轉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