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各位读者： 

伴随着备受关注的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特朗普全球贸易战的硝烟也蔓延到了非洲大陆。 

卢旺达宣布增加征收美国出口至非洲二手衣物的关税之后，特朗普政府决定部分暂缓“非洲增

长与机遇法案”（AGOA*），停止对卢旺达出口服装的税收优惠。美国每年向包括卢旺达、坦桑尼亚

和肯尼亚等东非国家出口大量的二手衣物（除此外，还有电子垃圾、二手汽车、有毒废弃物等），

近年来在坎帕拉的Owino、内罗毕的Gikomba、达累斯萨拉姆的Karume等地，形成了大规模的二手产

品交易市场。卢旺达此举给美国带来一定压力，因为如果东非国家停止进口来自美国的二手衣物，

美国制造业将丧失至少4万个就业岗位，并不得不在本土填埋大量纺织品以及相关废弃垃圾。因此，

美国政府抬高非洲纺织品的进口关税，调整“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目的也在于给东非国家施加

压力，阻挠非洲国家近年来提出的逐步停止进口美国二手产品的计划。 

卢旺达对美国对非倾销二手衣物的抵制，得到了一些当地服装设计和制造商的肯定，他们认为

这项举措长远来看有利于刺激本土纺织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投资会在某种程度

上成为日后促进非洲制造业发展的机遇之一。 

与此同时，促进非洲经济一体化以及非盟内部自由流动的呼声愈加强烈。此前，非盟主席卡加

梅在其就职演说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承诺尽快成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加速大陆内部自由流

通。非盟不久前公布了“自由流动计划” （Free Movement Protocol）倡导根据各国国情与法律，

保障成员国之间的出入境自由，实现人员和贸易的流通进一步推动经济一体化。诚然，真正实现不

同国家和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并非易事，也会带来诸多挑战；任何熟悉南非社会的人都知道南非近年

来多次爆发“排外运动”。不过，根据非洲发展银行的调查，非洲的区域流通计划已初见成效，自

从卢旺达从2013年起降低签证要求，造访该国的非洲人口增加22%，卢旺达与其东非邻国间的跨境贸

易量激增55%。人、商品和思想的自由流动，逐渐被看作是激发这片大陆活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非洲本土时装近年来在全球广受欢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本土纺

织工业的发展。Not African Enough，一本汇集了东非本土时装设

计师和制造品牌的书  

 

 

 

近期在非洲大陆上另一则掀起波澜的消息是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的标志性人物温妮·曼德拉

（Winnie Madikizela-Mandela）逝世。温妮·曼德拉是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前妻，作为一

位黑人民权斗士，她因其为南非反压迫、反种族隔离斗争做出的巨大贡献被尊称为“南非国母”。

不夸张地说，她可以被看作是南非政治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温妮在后种族隔离时代一直保持激

进主义的政治态度，也曾受到暴力犯罪和欺诈等罪名的指控；因为这些争议，她去世后的悼词褒贬

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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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南非各地的女性借助社交媒体发起了一场纪念温妮·曼德拉的“头巾运动”。这项运

动针对许多国内外媒体报道中对温妮的片面刻画，反对这些叙述淡化温妮在种族隔离运动中所遭受

的深重苦难以及她对南非政治的深远影响、将她的一生简化成一个“愤怒的黑女人”形象、并夸大

其个人生活的“阴暗面”（如Andrew Malone发表在Daily Mail的文章）。4月6日，许多南非女性身

着黑色衣装，带上头巾或贝雷帽，模仿温妮生前的风格来纪念她的一生。 

这些运动致使许多人开始反思，历史、传记和讣告的写作者曾在多大程度上扭曲、遮蔽和重塑

了女性人物在非洲政治和历史中的位置。诸多传记在叙述温妮的生平时只强调其曼德拉前妻的身

份，很少有人提到，早在遇见曼德拉以前，温妮一些革命性的政治观念和认同都已成型。温妮与曼

德拉结婚六年后，曼德拉入狱。在曼德拉被监禁期间，尽管屡遭折磨、骚扰、监禁和流亡，温妮始

终坚持在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前沿。一直生活在索韦托黑人聚居区的温妮，其政治理念根植于普通南

非黑人的日常生活，在ANC政党内部不断向非激进方式倾斜时，温妮都在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和黑人

意识问题上坚持激进原则。温妮在其自传中指出，她的政治理念和行动也受到诸如Lilian Ngoyi, 

Florence Matomela, Frances Baard等女性联盟领袖的影响（ANC在1943年之后才正式接收女性成

员）。和温妮一样，这些女性领袖在社会运动中的贡献，被极大地边缘化了。温妮的政治观念和影

响力没有停留于种族隔离时代，到今天一直影响着许多当代黑人青年的身份认同。 

如同头巾运动的标语所言，“温妮·曼德拉没有死去，她化身为更多女性。” 

 

 

 

 

 

 

 

 

（4月6日在南非各地的女性展开纪念温妮·曼德拉的头巾运动）  

 

 

*AGOA – 全称为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是一项贸易计划，目的是稳固美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间的商业关系。该法案在美

国和其所选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之间建立了一项特惠贸易协定，当需要时，AGOA向美国提供重要商品的优先获取权。该计划常被视为针

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援助形式，也经常充当美国的谈判筹码。 

中心副秘书长：程莹 

2018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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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年12月底，李安山的英文文章“The Study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 in China: A 

Historiographical Survey”(中国的中非关系研究：史学史概览)发表在World History Studies 

（世界史研究）, 4:2 (2017).； 

2017年12月底，李安山的论文《中国-非洲政治合作的可持续性探讨》发表在苏格主

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纪念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六十周年学术文

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 

2017年12月底，李安山的论文《战后非洲华文教育的兴衰与复苏》发表在贾益民、

张禹东、庄国土主编：《华侨华人研究报告 （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 

2017年12月底，李安山的论文《试论世纪之交非洲华人经济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

（1990-2010）》发表在李其荣主编《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研究 2016》，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17年。 

2、3月31日至4月1日，中心主任李安山教授和中心副秘书长许亮博士受邀参加在华

东师范大学举行的“非洲经济发展与中非关系的推进”研讨会，并分别做题为《中外文献有

关中非古代交往的线索探析》和《工厂、家庭和资本的边陲：对南部非洲工业化的田野

式观察》的会议发言。 

3、3月31日，中心主任李安山教授被华东师范大学授予历史系荣誉讲座教授。 

4、4月3-12日，刘海方应邀访问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和维克弗斯特大学

（WAKE FOREST），讲座并与两校师生进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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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onald Trump’s other trade war—with Rwanda—over used clothes （In English） 

特朗普针对卢旺达的另一场贸易大战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middle-east-and-africa/21740039-east-africans-seek-

defend-their-garment-makers-american-cast-offs-donald 

 

2、Nomzamo from Bizana: remembering Winnie Madikizela as a young woman （In Eng-

lish） 

Bizana来的Nomzamo：追忆温妮·曼德拉的青年岁月 

https://theconversation.com/nomzamo-from-bizana-remembering-winnie-madikizela-as-a

-young-woman-94443?

utm_term=Autofeed&utm_campaign=Echobox&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Faceboo

k&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link_time=1522872533 

 

3、Winnie Madikizela-Mandela: revolutionary who kept the spirit of resistance alive （In 

English） 

温妮曼德拉：保有反抗精神的革命者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innie-madikizela-mandela-revolutionary-who-kept-the-spirit

-of-resistance-alive-94300?

utm_term=Autofeed&utm_campaign=Echobox&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Faceboo

k#link_time=1522762704 

 

4、And what for future generations in Sierra Leone? （In English） 

塞拉利昂的选举与青年人 

https://africasacountry.com/2018/03/and-what-for-future-generations-in-sierra-leone 

 

5、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津巴布韦总统访华并同其举行会谈（中文） 

https://news.qq.com/a/20180404/0001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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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Interpreting the prospect of China-Zimbabwe ties（In English） 

解读中津关系的前景 

http://chinaplus.cri.cn/opinion/opedblog/23/20180408/114652.html?

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7、Africa takes bold steps towards free movement of persons（In English） 

非洲大力推进人口自由流动 

https://www.herald.co.zw/africa-takes-bold-steps-towards-free-movement-of-persons/ 

 

8、Mobile money is the key to growing Africa’s banking sector （In English） 

移动支付对非洲银行业发展至关重要 

https://qz.com/1243637/mobile-money-is-key-to-growing-banks-in-africa/ 

 

9、Wakanda’s feminist scorecard （In English） 

去殖民的女性主义如何给电影《黑豹》加分 

https://africasacountry.com/2018/03/african-feminism-in-wakanda 

 

10、South Africa’s embrace of natural hair care illustrates the movement’s power （In Eng-

lish） 

“头发的政治”：南非女性愈加认同自然的非裔发式 

https://qz.com/1239772/south-africas-embrace-of-natural-hair-care-illustrates-the-

movements-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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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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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