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各位读者： 

 

上周的电讯，许亮博士在致读者信中提出，“中国学者在研究非洲时不应片面强调中国的发展

经验之于非洲的借鉴意义，也要认识到非洲的历史和非洲社会的快速

发展之于中国的参考价值。”之后，我们收到了非常多的读者回复，

学界、外交界和其他在对非一线事务上工作的同仁朋友纷纷点赞，认

为这是说出了大家一直想说的话。同时，其他国际关系研究学者也认

为，许亮提出的“与研究对象的共情”，恰恰应该是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者的普遍立场，这样才使得中国人也能够有机会“由世界来看中

国”。确然，正如杨继绳先生在其最近怀念文章中，引述周有光先生

的宏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主要是：过去从国家

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过去的世界观没有看到整个世界，现在

的世界观看到了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一

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朝闻道集》第28页） 

 

在北大本科生的非洲导论课上，我和同学们最近开始研究非洲的国际关系。在分别阅读了50年

代迄今以来有关非洲国际关系的各种文献后，同学们在课堂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这

么多的讨论里面，我只看到了美国、欧洲、甚至中国的利益，非洲只是为了满足其他国家的利益场

吗？非洲自己的价值在哪里？”“非洲被视为‘有问题’的‘他者’，为什么那么多研究议程又把

非洲作为重要研究对象？” 

很高兴“初识非洲”的同学们能够提出这么多好问题。话说回来，这些难道不正是我们这些研

究和教授非洲课程的学者一直在苦苦挣扎的问题吗？近些年来，我和来自各国的同学们一起探讨过

很多欧美名校非洲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也特别开始关注非洲大陆本土的学者们从“非洲动力

（African Agency）”开始、探索不同的研究范式。传统的国际关系方面的课程体系，基本还是离

不开非洲与各主要大国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的作为基本内容，只是近些年增加了包括中国在内的

新兴市场国家。让我们不能解渴的是，美、英、德、法、印、日、中（可能再加上土耳其、巴西、

以色列、韩国等）对非政策变迁这个逻辑下，穿起来的还是大国的故事---不是大国们的政策，就是

大国间的政治，因为有人在观望中日在非洲的较量，有人在孜孜以求促进中美在非洲的三边合作。

讨论完毕之后，还是学生讲的感觉，非洲在哪里？他们的主题性体现在哪里？有自己的政策主张

吗？如果不是我们听腻了的dependency（依赖性）？他们的外交技巧是什么？他们是否也有诸如能

源外交、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的讨论吗？ 

作为学者个人，对于学生提出的“非洲价值”的问题，只能是在近些年不断深入非洲大陆、跟

非洲官员、智库和学者一次次深入的交谈、讨论中不断地感知、学习的，甚至是隔着时空、分别在

两边凝神敛气、共待下一秒类似肯尼亚大选的法院裁决结果那样关键事件后的冗长讨论中，逐渐品

味出一些皮毛的----那些从他们的语言和行为举止和处世之道中体现出来的有别于其他国民的非洲

文化、非洲人的宇宙观时间观、国家观和社会人情观，而这些在我看来往往就是在国际关系的场域

里面闪耀着非洲智慧的“非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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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续持续了半年多、终于握手言欢、双方一笑泯恩仇的“肯尼亚大选”、津巴布韦领导人更换

和南非领导人的交接，都是充满了这种非洲智慧的政治学研究案例；安哥拉在经过大选、顺利实现

领导人权利交接、并且新总统迅速展开一系列的反对贪腐的行动（包括革除前总统两个子女的要

职）的新发展，更是出乎观察家们的想象和预测。新的治理，也引发一系列这几国和他们作为主要

推动力的次区域组织、区域组织（非盟）与国际社会互动的新气象，这几位新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

也成为格外引人瞩目的焦点，似乎一扫长期以来非洲作为国际关系中非洲视为“有问题”的“他

者”卑微形象。本周19日大英联邦元首会议召开，脱欧进程之中的英国有什么样的非洲政策自然是

大家关注的，尤其是刚刚宣布在莱索托和斯威士兰开设新使馆的举动。特里莎梅首相骄傲地宣布，

这是近40年后第一次元首全部参加的会议（first full Heads of Government meeting）， 代表缺

席多年的津巴布韦与会的外长莫约受到了很多关注，可以预期津巴布韦重新加入“英联邦会议”并

不遥远；而被《时代》杂志收入“百位全球领袖”的姆南加古瓦总统，更是被期待通过英联邦为津

巴布韦换取更多的经贸合作红利。19个非洲国家成员国不仅因为“英联邦非洲领导人峰会机制

（Commonwealth Africa Summit）”而得以彼此更多交流；领袖们也各个长袖善舞，分别在“英联

邦”舞台上寻找着本国各自合作的伙伴。正如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的讲话提到的，“大多数大英联邦

成员都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相似的经济和社会挑战；英联邦平台上的24亿人应该要致力于面向共同

的未来、共同解决这些问题。” 

 

 

 

 

 

 

 

 

 

说“非洲的世纪”到来了，也许过于乐观，但是非洲声音显然开始增强了，非洲的主动性越来

越明显，各种行为体的身影也可谓折冲樽俎、而不是只作为别人利益获取的舞台。其间也不乏非洲

人观念和规则遭遇国际社会其他规范的种种有趣观察点。对于非洲人自己来说，这是非洲国际地位

提升的表现，也是自己治理能力的象征；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则意味着承认和接受非洲自己的价值

和文化，帮助非洲人提升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而不是仍然以先进者的“道德责任

（burden）”自居。 

 

中心执行主任兼秘书长：刘海方 

2018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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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月11日上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毕健康和副秘书长车效梅访问北大

非洲研究中心，就2018年在山西师范大学举办年会事宜与李安山会长和潘华琼副秘书长

商讨相关事宜。研究会理事杨瑰玉和许亮博士参加。 

 

2、4月17日，埃塞俄比亚哈瓦撒大学（Hawassa）校长办公室主任Ayele Adato先生、政

府和发展学院院长Tsegaye Tuke先生和政策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Yeshitila 

Wondimeneh先生一行访问中心，与哈巍教授、许亮博士和刘海方会面，讨论埃塞俄比亚

政治发展与双边合作事宜。曾留学埃塞俄比亚的硕士生马婕参与了接待工作。 

 

3、4月17日下午，中心战略合作伙伴AMAMBO总裁廖旭辉先生访问中心，与李安山老师商

讨合作事宜。 

 

4、4月18日下午，李安山老师应邀在国际关系学院作“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非洲与中非关

系”的讲座并与师生进行交流。刘天南博士主持讲座。 

 

5、4月20日，清华非洲学生会会长ZOUGRANA SUALAH YAZID与刘海方讨论在华非洲留学生

与中非关系发展问题。 

 

6、4月20日，北大非洲学生会会长Mikka Kabugo与刘海方讨论年度活动计划，特别是学

生会成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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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 an interview with Christiane Amanpour, President Uhuru Kenyatta claims that homosexuality is not an 

issue of human rights, but rather of "our own base as a culture." (In English) 

肯尼亚塔总统接受CNN采访,认为同性恋不是人权问题，而是应该放在肯尼亚文化背景下来看待。 

https://edition.cnn.com/videos/world/2018/04/20/kenya-uhuru-kenyatta-gay-rights-intv-amanpour-

intl.cnn/video/playlists/amanpour/  

 

2. “For context: two events took place here. One of motorbikers marching in support of Dos Santos, as 

part of peace day celebrations. And a 2nd one – the most important for me- the activists including mem-

bers of the 15+2 demanding that Dos Santos “returns the money,” Pro, anti-dos Santos protests in Ango-

la carried out without incident | (In English)   

支持和赞成多斯桑托斯的安哥拉人同时举行和平游行示威 

http://www.africanews.com/2018/04/16/pro-anti-dos-santos-protests-in-angola-carried-out-without-

incident/ 

 

3. Côte d’ivoire: ADO plaide auprès de Macron pour que «son métro» siffle en 2021（In French） 

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在与法国总统会晤时，重点讨论了阿比让地铁项目，希望法国兑现承诺，在总统

执政最后一年2021年完成。（法文） 

https://afrique.latribune.fr/economie/strategies/2018-04-23/cote-d-ivoire-ado-plaide-aupres-de-

macron-pour-que-son-metro-siffle-en-2021-776273.html 

 

4. The demonstrators were protesting against new electoral laws that the opposition claim could bar some 

candidates from standing in upcom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s. 

UPDATE: Madagascar leaders condemn deadly protests as 'coup' | News24  (In English)   

马达加斯加反对派支持者因为新近修改宪法而游行示威。（英文） 

https://www.news24.com/Africa/News/update-madagascar-leaders-condemn-deadly-protests-as-coup-

2018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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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government have already made clear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id should be left with the exist-

ing agencies — including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These other line agencies will continue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ew agency.” 

China's new aid agency: What we know | Devex (In English)    

中国的新援助署：我们了解多少？（英文） 

https://www.devex.com/news/china-s-new-aid-agency-what-we-know-92553 

 

6.  India’s High Commissioner Ruchira Kamboj yesterday said the two would exploit the trade through 

trade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health and pharmaceuticals, automotive, information technolo-

gy, diamond cutting and polishing as well as future skills sectors to boost the trade. 

India and South Africa to increase trade relations | IOL Business Report (In English)  

印度和南非商务峰会即将举行，卫生医药、汽车、电信、钻石加工将成为合作重点。   

https://www.iol.co.za/business-report/economy/india-and-south-africa-to-increase-trade-relations-

14507057 

 

7. It is significant that the majority of Commonwealth members are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experi-

ence similar soci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including poverty, inequality and under-development. 

President Ramaphosa's full speech at the Commonwealth Business Forum | IOL Business Report （In Eng-

lish） 

南非总统在大英联邦元首会议上的讲话：“大多数大英联邦成员都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相似的经济和社

会挑战。” （英文）  

https://www.iol.co.za/business-report/economy/president-ramaphosas-full-speech-at-the-

commonwealth-business-forum-14506108 

 

8. Africa’s richest man picks up plans for $1.5bn investment in Zimbabwe 

Nigerian billionaire Aliko Dangote is set to make a major investment in Zimbabwe after first unveiling the 

plans in 2015. （In English） 

非洲最大富翁计划在津巴布韦投资15亿美金。（英文） 

https://africa.businesschief.com/finance/3643/Africas-richest-man-picks-up-plans-for-15bn-investment-

in-Zimba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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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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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