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各位读者： 

本年度，在李安山教授的指导和协调下，《北大非洲电讯》组建新的编辑团队。团队成员的不

同学术背景反映出北大非洲研究跨院系、多学科的多样化面貌与综合研究能力。团队成员将根据自

己的专业特长和研究侧重，以不同的视角为读者呈现与解读非洲。 

我的研究领域是阿拉伯国家语言与政治。我将在我编辑的《电讯》中侧重介绍撒哈拉以北非洲

国家（广义“北非”地区）的资讯。该地区以苏丹、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

等阿拉伯国家为主，联通欧洲、中东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地缘政治中表现出地区联动的特征：该

地区政治势力与周边地区政治势力相互渗透、该地区的局部冲突与周边地区的冲突相互影响。本期

前三条资讯所关注的尼罗河流域与非洲之角国家紧张局势，表现为尼罗河流域国家水资源与领土冲

突、海湾地区“卡塔尔断交危机”和中东地区大国博弈的联动，即为一例。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非在外交、经贸、能源和安全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

化，但民间、特别是青年之间的思想与文化交流，尚未形成规模，也不够深入。1月13日至22日，北

京大学学生国际交流协会中阿跨文化交流之路（CAMEL）项目组织北大和埃及开罗美国大学的学生互

访，两校代表团先在北大相识，然后分别去对方学校和国家访问，最后在开罗重聚。这种新颖的形

式，对推动中埃两国青年深入认识彼此的生活、学习与发展环境，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本期

《电讯》附录中将展示一些互访活动照片。 

这样深入的民间交流对于中国自身认识与建设中国的世界角色，对于世界各国理解与支持中国

的世界角色来说至关重要。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两国在外交和经贸领

域互动频繁，但两国民众对彼此的认识却呈现出陈旧、片面、表面和本质主义的特征，远未达到

“民心相通”的程度。我在给开罗美国大学代表团做的有关“一带一路”的讲座中，将这种东方国

家之间因为民间互动不够充分而不得不依赖第三方来形成对彼此的本质主义认识概括为“东方的东

方主义”。结合“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我提出，“一带一路”除了给中埃带来了更多外交与经贸

交往机会之外，更重要的，是给两国青年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彼此、重新发现两国深层纽带以共同

建设一个更为平等、多元的世界体系的机遇。 

 

 

中心成员：廉超群 

2018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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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年12月15日，李安山教授的论文《战后非洲中国移民人口状况的动态分析》发表

在《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6期。 

2. 1月13日至22日，中阿跨文化交流之路（CAMEL）项目北京大学—开罗美国大学学生互

访交流活动成功举办。该活动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北京大学学生国际

交流协会和开罗美国大学共同举办。1月13日至16日，开罗美国大学代表团访问北京

大学，付志明会见代表团，王锁劳与廉超群分别为代表团做《中国的中东政策》与

《东方的纽带》讲座。1月16日至22日，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团访问开罗美国大学。 

3. 1月17日，来自科摩罗的留学生达乌德同学进行了博士生中期考试和博士论文开题报

告，并顺利通过。 

4. 1月18日，刘海方应邀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

合作局、中国非洲研究院承办的“中国发展新时代与中非合作新机遇”国际研讨会。

来自非洲11个国家的16名智库专家代表和中国的非洲研究学者共同参加了研讨会。中

心成员达乌德博士候选人（科摩罗）也参加了一整天的会议。 

5. 1月18日晚，刘海方、程莹应邀参加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的庆祝中国与南非建交20周

年招待酒会，活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南非驻华使馆共同举行。 

6. 1月19-22日，林丰民、付志明访问科威特，会见科威特澳大利亚学院、科威特美国大

学和科威特大学等机构相关负责人，洽谈交流与合作事宜。 

7. 1月19日， 安哥拉发展研究院创建人、主任Allan Cain 先生访问中心，与刘海方、

北大非洲同学会会长米卡（乌干达）、李家福等同学共同讨论了安哥拉时局和发展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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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活动  



 

 

 

1. Egypt-Sudan spat muddies prospects for deal on Big Nile Dam: Talks are stalled over 
how to deal with the impact of a $5 billion dam that could threaten Egypt’s lifeblood (in 
English) 

埃及与苏丹爆发争执，尼罗河大坝协议前景黯淡：关于如何应对威胁埃及命脉的价值50

亿美元大坝所带来影响的谈判陷入僵局（英文）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1/11/egypt-sudan-spat-muddies-prospects-for-deal-on-
big-nile-dam-renaissance-gerd-ethiopia-sisi-turkey/ 

 

2. What is going on between Egypt and Sudan? （In English） 

埃及与苏丹之间正在发生什么？（英文）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egypt-sudan-crisis-180110134022602.html 

 

3. Horn of Africa tensions: Shifting alliances in the Horn of Africa have some analysts 

worried about a potential open conflict ahead （In English） 

非洲之角的紧张局势：分析者担心非洲之角结盟情势的变化将有可能引发公开冲突（英

文） 

http://weekly.ahram.org.eg/News/23529.aspx 

 

4. Trump responds to Morocco King’s letter on Jerusalem （In English） 

川普回复摩洛哥国王关于耶路撒冷的信件（英文）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180122-trump-responds-to-morocco-kings-letter-
on-jerusalem/ 

 

5. A tale of 300 ulemas: Is Morocco’s religious diplomacy the future of Muslim commu-

nities worldwide? （In English） 

300位欧莱玛（伊斯兰宗教学者）的故事：摩洛哥的宗教外交是否将影响世界穆斯林社群

的未来？（英文） 

https://www.moroccoworldnews.com/2017/12/236824/morocco-islam-king-mohammed-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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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Contents）  



 

 

6. The eight African elections to watch out for in 2018（In English） 

2018年值得关注的8场非洲国家大选（英文） 

https://qz.com/1169321/eight-african-2018-elections-to-watch-egypt-sierra-leone-south-

sudan-mali-zimbabwe-libya-cameroon-dr-congo/ 

 

7. ITFC signs agreement of $210m for key sectors to support economic growth in Gam-

bia （In English） 

国际伊斯兰贸易金融公司与冈比亚签署价值2.1亿美元协议扶持冈比亚关键经济部门、支

持冈比亚经济发展（英文） 

http://www.saudigazette.com.sa/article/526421/BUSINESS/ITFC-signs-agreement-of-

$210m-for-key-sectors-to-support-economic-growth-in-Gambia 

 

8. What does Zimbabwe’s leadership change mean to China? （In English） 

津巴布韦领导层更迭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英文）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1/what-does-zimbabwes-leadership-change-mean-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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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美国大学代表团访问北大 

 

 
 

 

 

开罗美国大学代表团访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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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代表团与埃及学生交流  

 
 

 

 

 

 

 

 

 

 

北大代表团参观沙漠农业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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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致力于加强非洲研究，促进中非合作。以上内容并不代表北京

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观点，如需引用，请参见消息原出处。如需订阅或退订《北大非

洲电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pkucas@vip.163.com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邮编：100871 

联系电话： 

86-10-62751999；86-10-62752941 

传真：86-10-62751639 

中心主页：http://caspu.pku.edu.cn/ 

电子邮箱：pkucas@vip.163.com   

Center for African Studie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0871 

 

Tel: 86-10-62751999；86-10-62752941 

Fax: 86-10-62751639 

Homepage: http://caspu.pku.edu.cn/ 

E-mail: pkucas@vip.163.com   

《北大非洲电讯》之前各期均可从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网站下载，网站的

《北大非洲电讯》链接如下： 

http://caspu.pku.edu.cn/pages/documentlist.aspx?id=999bc355-51c3-4cf7-98da-dafcfc046bd7 

Back issues of PKU African Tele-Info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following 

websites of Centre for African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The following is the link. 

http://caspu.pku.edu.cn/pages/documentlist.aspx?id=999bc355-51c3-4cf7-98da-dafcfc046bd7 

请关注北京大学非洲电讯 

微信公众号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PKU African 

Tele-Info WeChat public number  

 

http://caspu.pku.edu.cn/pages/index.aspx?id=4fb368ce-8d70-4869-96b3-2690c3c04945
http://caspu.pku.edu.cn/pages/index.aspx?id=4fb368ce-8d70-4869-96b3-2690c3c049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