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各位读者： 

6月22日下午，终于完成了本学期最后一份论文指导和答辩工作，长舒一口气的韩国学生红

着眼圈说，“感谢刘老师 tiger mother一般的严格要求，让我的论文不断改进”。“虎妈”不

敢说，我却要反过来感谢来自非洲、欧洲、美国和亚洲共12个国家的这15名同学，研究的五花八

门的题目（坦赞铁路、中国加纳经贸合作、中非一带一路合作、诺莱坞电影与非洲形象、中国的

对非援助是否破坏了传统援助国的援助有效性、小国为何援助---卢森堡为例、中德非三边合作

研究--埃塞案例、布隆迪政治危机解决中的非洲动力、马来西亚对非关系研究、中国埃塞制造业

领域的技术转让研究、殖民遗产与法语非洲国家的教学语言等题目），让我这个学期过得异常紧

张、但充满着与五湖四海的他们一起思考探索、切磋琢磨、进行知识生产的乐趣。在此特别撷取

论文研究写作过程中学生们发现的珍珠，分享给诸君。 

韩国同学李真赫是3年前修了我的本科生课程《非洲导论》的，然后回国两年服兵役，其间

主要从事中韩文互译工作。大四刚开学，真赫同学就决心研究我上课讲到的布基纳法索这个国

家，特别是研究它与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三角关系：真赫的理论起点是国际关系学界的常识，

在全球化时代，经贸往来和资源供求配置使得相互之间产生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

政治外交关系和经贸关系呈正相关性；对此北京大学的杨霄和张清敏教授也通过对中国大陆双边

外交布局的实证分析，验证了贸易关系状况与两国的首脑出访次数的正相关关系，而且两国的首

脑出访也对双边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1]  

[1] 杨霄、张清敏：《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与外交布局》，《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1期，第25-

48页。 

    然而，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这个位于西非内陆地区欠发达

的国家，与中国的合作却呈现出异常的情况：中布之间贸易规模持续扩

大，甚至成为布国最大的进口对象国，与台湾双边贸易的规模却逐渐微

乎其微——“从上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常识来看，这已经达到了台湾地

区根本无法维持对布关系的地步。”真赫于是提出自己的问题，为何布

台之间的“邦交”关系得以延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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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赫为这样一篇本科生论文下的功夫从他引用的中、英、法语文献中可见一斑，包括书

籍、硕士生博士生论文、报告、学术论文以及布基纳法索的相关新闻报道共58种之多。他仔细爬

梳排列了三角关系的演进：布台第一次“邦交”很简单，因为新独立非洲国家与其他国家建立外

交关系，一般受邀参加典礼的每一个国家都被认为是友邦国；台湾的特使团了解到后立即采取行

动取得包括布国在内的很多非洲国家独立庆典的邀约，庆典结束之后就非公开要求谈判、呈递国

书并轻而易举地设立领事馆或者大使馆；1973年的布基纳法索选择与大陆建交的因素是多元的，

既有法国与大陆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代表权的背景，也有灾荒中急需更多援助的现

实考量；1994年的关系再次摇摆回到台湾一方面，原因与国际市场棉花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

跌、布国经济陷入困境有直接关系，1993年来访的外交部长没有从大陆获得满意的经济帮助，而

承诺向任何承认其外交地位的非洲国家都进行补偿的台湾又一次获得了“复交”的机会。然而政

治交往的停摆，并不意味着经济联系的中断，2005年至2013年中国大陆对布出口急剧上升了近

13倍，长期占据最大进口来源国位置，占布总进口的比例也从2005年的1.8%上升到2015年的

9.7%，主要进口钢铁、钢铁制品、机械产品、电子产品、交通工具等加工产品或制造业产品，其

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就是交通工具，包括摩托车、拖拉机、巴士等。（参见第24-25页） 

难能可贵的是，真赫提出了自己颇有建树的发现：传统上对于这些“摇摆国”的理解都简单化

为“金援外交”的数量，但真赫试图提供对于布国每一次外交抉择后丰富的背景和动因的分析，比

如对于1987年政变上台以来执政长达27年的布国领导人个人的因素---作为一个追求自己“在西非乃

至整个非洲地区的发言权”的政治家，孔波雷利用布国是2007年9月份举行的第一届台非元首高峰会

议的几个“邦交国”当中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条件，加深台湾地区在非洲地区的对外活动方面对布国

的依存度，同时以此“国际影响”来巩固国内的执政合法性：“为巩固和维持自己在内政上的合法

地位，他尽量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使得国际社会对自己的需求不断加大。他谋求

周边地区稳定，在多哥、科特迪瓦、马里、几内亚等周边国家之间冲突的调解过程中都有他的足

迹。在此基础上，他分别在1990年到1991年和2007年到2008年担任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主席，以及

在2007年和2008年连任了西非货币联盟执行主席。总之，布国在布台政治关系当中获益更大，在主

导双方关系发展方面也更有主导权。（参见第11-12页） 

    从经济学的视角上看，真赫同学发现大陆与布国形成的经济联系并非表面上看来的“负相关

性”一词可以涵盖----相关性是以需求日益明显增加的形式体现出来。实际上，因为中国大陆与

布国之间不存在官方关系，中国的国营企业几乎不能进入布国市场进行投资，真正进入布国营业

的中国国营企业也只有一家，即中国地质工程集团，进入布国市场的60多家中国企业都是民办，

居留在布国的中国大陆移民有600多人，绝大多数为长期留在布国的或者刚到布国做生意的小本

经营家，正是他们主导着中布两国之间的民间贸易。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商户和民营企业家在开

拓布国市场的过程中都没有直接获得中国政府在法律或信息上的支持，也当然没有双方任何贸易

协定和关税等方面的优惠。（参见第2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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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布国开始大规模开采金矿以前，主要出口产品只有棉花，经济上多次受到国际市场

价格震荡影响；2008年，大量的黄金出口已经占到其出口贸易总额的50%以上，而且国际贸易逆

差从2011年开始转为顺差，黄金从而成为它重要的收益来源。然而，棉花基本上是近20年来布国

向中国大陆出口的唯一的产品，尽管2005 -07年大陆曾经成为布国第一大出口对象国，但是自

黄金开采出口以来，大量投资与金矿开采的瑞士长期独占出口对象国鳌头，远远超过其他位列第

二位的如南非、新加坡等。尽管布国政府的公开的政策并不向中国大陆的企业家关门，但是没有

外交关系显然也许正是影响大型投资进入新的投资业态热点的原因，大陆擅长的矿业勘探开采和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公司在布国都难觅芳踪。这其实解释了很多人的疑问，布国从经济上并没有

急迫性与大陆复交，直到台湾方面的因素显现出重要影响，国内也迎来了长期独裁执政者孔波雷

在大规模街头抗议浪潮中的下台。 

2008年马英九上台以来的“外交休兵”政策，是台湾减少对“邦交国”的援助的主要原因-

--“国际合作”项目中的“协助非洲友邦国家各项经建、社会发展计划及卫生医疗合作经费”从

2004年的3.2亿新台币跌至2016年的1.6亿新台币，下降约50%。真赫同学认为，布国能够获得的

援助数额的减少，可能会是引发双方关系变动的主要原因。近几年圣多美普林西比、冈比亚等非

洲几国纷纷重新“回到中非合作的大家庭（王毅部长语）”，实际上是“昨天的风吹到了今天的

树”。 

然而，台湾与布国等非洲国家“邦交”关系得以长期保持，个中确实有可值得称道之处，

对于大陆方面不可谓不是“他山之石”，例如双边合作特别强调民间合作的形式，即职业教育、

基础建设、农业、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双边合作：2011年布台双方签署免签证协议，两国之间的人

文交流水平也逐步得到提升，派往台湾地区参加各项研习班的布国学生数目持续增加，台湾高等

教育机构大量派出文化团队前往布国进行文化交流；双方企业有关经贸合作互动的规模也逐年扩

大，如台湾地区经贸组织筹组的“2016年非洲利基产业拓销团”，布国国营电力公司访台召开布

国太阳能产业现况说明暨招商会议等等。 

在真赫同学完成论文付梓的4月末，台布关系已经明显出现松动迹象，他在文中都做了记

录：2018年3月27日，台湾“外交部”副部长刘德立在访布期间邀请现任布国总统卡博雷（Roch 

Marc Christian Kaboré）对台湾进行正式访问，也向卡博雷传达蔡英文对布国进行正式访问

的意愿，但卡博雷实际上在当场没有直接回应；4月18日，蔡英文前往非洲访问“邦交国”，卡

博雷则以有事无法招待为由拒绝了蔡英文的到访。果然，5月24日晚，我把布国宣布与台湾“断

交”的消息告诉真赫，完成了论文的他已经在回韩国找工作了。他微信问我，“老师这是真的

吗？我吓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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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论文答辩现场图） 

对于一个正要初出茅庐的本科生而言，意外选择了如此与现实高度并轨的题目的真赫同

学，也许有理由“吓坏了”；但是他大半年的辛苦劳动是必须被承认的，在大陆方面中文研究成

果几乎为零的情况下，他不屈不挠搜集到台湾学者和其他英法文资料，对于自己提出的“中国大

陆、台湾与布基纳法索政治经济负相关性”的好案例进行了历史学、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多重

视角分析，用实证的方式（体现在他对于布国经济发展、布国整体国际贸易关系变迁和三边经贸

关系演进的大量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可视化图表呈现）对于这一组三角关系的复杂性进行了细致的

分析，为读者理解眼前这一“正在演进中的历史”提供了及时的学术解读。 

李真赫是我多年来辅导的各国同学中典型的一位从真纯的学术兴趣出发来选择论文方向的

同学。我很遗憾他因为需要回韩国找工作、不能留在学校完成“优秀本科生论文”的申请工作；

但是正如他在论文的致谢语中所说，“无论在母国还是中国大陆，就像撰写出令人满意的一篇毕

业论文一样，我今后也会不断地挑战自己，在我所属行业和领域取得成果。”我也坚定地相信，

在学校能够用一段时间心无旁骛、专心致志、甚至苦心孤诣地执着于一个学术兴趣点、做好论文

的同学，人生中应该也充满定力，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带给我们一些洋溢着满足感幸福

感的确定性。 

 

中心执行主任兼秘书长：刘海方 

2018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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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月，李安山的文章《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非产能合作：潜力、优势与风险》

发表在《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3期。 

2. 6月11日，李安山与来访的《世界华侨华人通史》主编丘进先生和高福庆副总编在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开碰头会，就通史的进展情况交换意见，研究和讨论了相关问题。 

3. 6月11-21日，在北京大学贝宁校友的协助下，孔凡君教授启程前往贝宁调研。 

     

 

 

 

 

 

 

4. 6月13日上午，李安山参加在北阁召开《中国国际战略评论》编委会会议，讨论

2018年中文下半年刊和2019年英文刊的选题、组稿等问题。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于铁军博

士主持会议。 

5. 6月14日，李安山教授应邀参加由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组织的《新时期

中非发展合作研究报告》文稿交流评议会。武雅斌院长主持会议。 

6. 6月15日，李安山参加中国国际问题基金会非洲研究中心举办的小型座谈会，十位

老大使以及商务部和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专家与会探讨非洲局势与中非关系相关问

题。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兼非洲中心主任程涛大

使主持会议。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PKUCAS      

北大非洲电讯 PKU African Tele-Info No.365 2018-6-27       

第 5 页（共 10 页） 

中心活动  



 

 

7. 6月18日，李安山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专家解读》栏目就《中非携手进

入合作新阶段》发表意见，参见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8-

06/18/content_1862011.htm。 

8. 6月21日，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贝宁校友、北大非洲研究中心驻西非通讯员吉尢姆博

士组织、由阿波美卡拉维大学副校长（Professor Maxime da CRUZ,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Abomey-Calavi）带团、成员还包括政法学院副院长（Professor Eric 

MONTCHO-AGBASSA, Vice-Dean of the Faculty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的贝

宁代表团一行访问北京大学，与非洲研究中心李安山主任、国际合作部崔喆副主任、刘

海方老师交流讨论了未来合作的可能性和相关领域。 

     

 

 

 

 

 

 

 

 

 

 

 

 

9. 6月22日，李安山应邀为非洲国家重点媒体国际部负责人研修班作题为“The Role 

of Media in China-Africa Relations“（媒体在中非关系中的作用）的讲座，与来自

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9个国家的20余名媒体负责人交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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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6月22日晚，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与北大非洲学生会（PUASA）合作，举办学生

会换届及毕业生送别晚会和联谊活动。中心主任李安山老师、副主任赵白生老师、刘海

方以及中心助理姚翠萍女士代表中心参加活动，并见证了北大非洲同学会对于一年来做

出贡献的同学的表彰和新老领导班子的交接。非洲同学会会长米卡（乌干达）和新任会

长林乐（Bandile Sinenhlanhla Myeni，南非、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会长蝴蝶 

（Kayshell M Jennings，牙买加、北京大学医学部）和非洲同学会秘书长吉比力

（Jimmy Billy Mkandawire，赞比亚、元培学院）主持了整个晚会。北大中国和非洲同

学、清华等兄弟院校的非洲学生代表等共50余人参加了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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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n Problems： The phrase "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n Problems," however difficult it may be to define, remains crucial 

to finding ways of improving peace and security in Africa. （In English）  

“非洲问题的非洲方案”不管多么困难，仍然是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关键道路。（英文） 

allAfrica.com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806260091.html 

 

2. Zimbabwe’s  political  parties  sign  peace  pledge  —  some  call  it 

‘window dressing’ （In English）  

津巴布韦参选政党签署和平宣言—有人怀疑只是装点门面（英文） 

https://www.businesslive.co.za/bd/world/africa/2018-06-26-zimbabwes-political

-parties-sign-peace-pledge--some-call-it-window-dressing/ 

 

3. Ghana's president Nana Akufo-Addo, imposes foreign travel ban on ministers 

and officials （In English）  

加纳总统禁止部长、副部长、市长等各级别政府官员出国，以减少政府花销。（英文）

https://thisisafrica.me/ghana-ban-foreign-travel/ 

  

4. President of Niger: “Development is the only way to stop migration” 

（In English） 

尼日尔总统说：“唯一能够制止移民行动的方法就是发展”。（英文）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1141812/icode/ 

  

5. South Africa's racist passenger loses her job（In English）  

南非种族主义乘客丢掉了工作（英文）  

http://www.panapress.com/South-Africa-s-racist-passenger-loses-her-job--12-

630550691-34-lang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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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hild labour in agriculture is increasing, driven by conflict and dis-

asters: FAO  （In English）  

世界粮农组织在世界反童工日（6月12日）强调：因为战乱和灾害等原因，农业领域中使

用童工的现象在增加，非洲的童工达到7200万，亚洲有6200万。（英文） 

http://www.fareasternagriculture.com/crops/agriculture/child-labour-in-

agriculture-is-increasing-driven-by-conflict-and-disasters-fao 

  

7. Sudan's Bashir serves Kiir, Machar with framework agreement |（In Eng-

lish）  

苏丹总统巴沙尔力促南苏丹总统基尔和反政府领导人马沙尔达成和平框架 

Radio Tamazuj  

https://radiotamazuj.org/en/news/article/sudan-s-bashir-serves-kiir-machar-

with-framework-agreement 

  

8. 5 African Teams and Their Journey to the World Cup （In English）  

五支非洲球队进军世界杯的长达两年的真实而艰辛的历程  （英文） 

Africa.com  

https://www.africa.com/africas-journey-to-the-2018-fifa-world-cup/ 

 

 

 

 

 

 

 

 

  

9. Nigeria's grand plan to stop fake news in 2019? Fight fire with fire. 

（In English）  

尼日利亚信息部长谈布哈里政府业绩、明年大选以及尼日利亚反虚假信息的宏大计划---

以火攻火？（英文） 

African Argumen 

http://africanarguments.org/2018/06/26/nigeria-grand-plan-stop-fake-news-2019

-fight-fire-lai-moham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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