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各位读者： 

男足世界杯正在俄罗斯进行得如火如荼，本期同大家聊一聊足球与政治。本届世界杯共有5支非

洲国家队进入决赛阶段，包括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来自北非的埃及、突尼斯和摩洛哥。遗憾的

是，5支非洲球队都没能进入淘汰赛，这是1982年以来非洲球队征战世界杯的最差战绩。 

足球在非洲具有很强的群众基础，已成为很多国家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藉此深度参与了非洲

政治。几年前我在埃及和摩洛哥做田野调查时，对足球的影响力印象深刻。但凡有重要的球赛，沿

街的餐馆、咖啡馆、店铺等都会有不少人围聚在一起，盯着电视屏幕，津津有味地看比赛。不少非

洲国家都有国内联赛、俱乐部和相应的球迷群体，比如埃及，首都开罗的两大俱乐部阿赫利和扎马

利克拥有数量庞大的球迷，两队的龙争虎斗历来是埃及民众的重要谈资。 

在非洲，足球同政治有着多种多样的联系。以埃及为例，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其中的两种。一是

球迷团体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介入政治冲突。2011年的埃及“革命”中，阿赫利俱乐部的一

支“乌尔特拉斯”（Ultras）式的球迷群体将其丰富的组织经验运用到街头政治运动中，在游行示

威的组织和开展中发挥了重要角色。2012年2月，在埃及联赛塞得港埃及人队主场对阵阿赫利队的比

赛中，双方球迷爆发冲突，主队球迷用石头和刀袭击客队球迷，导致74人死亡，500多人受伤。有报

道称，这一不同寻常的球迷骚乱事件，可能是对阿赫利球迷参与组织游行示威的刻意报复。 

二是球星成为身份认同博弈的符号。效力于英超利物浦队的埃及球星穆罕默德·萨拉赫，因其

在英超、欧冠等顶级足球赛事中的出色表现和低调、亲和的为人，赢得了全世界球迷的喜爱。萨拉

赫是一名穆斯林，他进球后跪地亲吻地面的庆祝动作也来自穆斯林礼拜时的动作。尽管他避免公开

谈论信仰，但他的穆斯林身份还是得到了关注。比如，利物浦球迷亲切地称呼他为穆·萨拉，为他

写了很多歌曲。其中有一句歌词特别提到了他的穆斯林身份，唱道：“若穆·萨拉再进球，我就皈

依伊斯兰教。”这对民粹、恐穆、排穆倾向抬头的当代欧洲社会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欧洲

民众来说，热爱事业、热爱生活的萨拉赫破除了恐怖分子、极端分子对穆斯林形象的垄断，这将有

助于穆斯林移民群体更好地融入欧洲社会。伊斯兰世界也迅速反应，英国穆斯林领袖感谢萨拉赫为

穆斯林正名，沙特甚至决定将圣城麦加的一块地奖励给他，赞许他是伊斯兰教在英国的杰出代表。

在欧洲民众通过萨拉赫重新认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在伊斯兰世界急于借助萨拉赫改变穆斯林和伊

斯兰教的国际形象的过程中，球星萨拉赫已成为一个认同政治的符号，被赋予了超越其个体生命的

政治意义。 

 

中心副秘书长：廉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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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16日，刘海方应邀参加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北京大学跨文化领导力周年

论坛，并在论坛上发表题为《历史和文化视角看中非经济合作》的演讲。 

相 关 报 道 请 看 链 接 https://mp.weixin.qq.com/s?

__biz=MjM5MDIwNDg0MA==&mid=2649881375&idx=1&sn=a4314e8db04a60c6af743478f81aa4

ea&chksm=be4d0dd8893a84ce70fd7003c7c1f9aab8507912330c9209c6c1e019ea473e3f3b1a

fd2933a1&mpshare=1&scene=2&srcid=0617jpJhwAXLgtncCBupta1r&from=timeline#rd。 

 

2、6月27日，李安山教授和肯民亚非洲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Peter Kagwanja被推选为

中非智库网络（China-Africa Think Tank Network）学术委员会联合主任。中非智库网

络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发起成立，由杨洁篪和非洲开发银行集团代理总裁任指导委员

会联合主任。张春研究员和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副主任Yonas 

Adaye Adeto担任联合执行主任。 

 

3、6月24-26日，陈绍锋老师代表北京非洲研究中心赴肯尼亚参加由肯尼亚交通与基

础设施发展部、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和非洲经济研究共同体合作举办的《中国-非洲国家

在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以蒙内标轨铁路为例》研讨会。 

 

 

 

4、6月26日下午，南非驻华大使Dolana女士

阁下访问非洲研究中心，与刘海方商讨合作

举办曼德拉诞辰百周年的问题。大使阁下还

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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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月27日，北大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生达乌德文章《中非安全合作的今昔》发表在央视

网站上。详见链接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414e7745444e78457a6333566d54/

share_p.html  

 

6、6月28日，卢旺达科技与艺术大学副校长Faustin Nyombayire访问北大，与刘海方和

国际合作部成思思女士一同讨论双边合作事宜。外语学院杨彦群老师陪同校长来访。 

 

 

 

 

 

 

 

 

 

 

 

 

 

 

 

7、6月29日下午，新当选北京大学非洲同学会会长林乐（南非）同学与刘海方讨论纪念

曼德拉百年诞辰活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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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orld Cup 2018: What went wrong for African teams in Russia? (In English) 

2018年世界杯：非洲球队在俄罗斯出了什么问题？（英文） 

Senegal's World Cup exit on Thursday means Africa has suffered its worst World Cup display for 36 

years, with no side from the continent in the knockout stage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1982.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africa-44658709 

 

2.South Sudan ceasefire violated hours after taking effect (In English) 

南苏丹停火在生效数小时后被违反（英文） 

South Sudan's government and armed opposition trade blame as 'permanent' ceasefire is violated 

within hours.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8/06/south-sudan-ceasefire-violated-hours-effect-

180630110701463.html 

 

3.Why Uganda is taxing social media 'gossip'? (In English) 

为什么乌干达要对社交媒体的“八卦”征税？（英文） 

Ugandans have taken to Twitter to complain about the imposition of a 200 Uganda shilling [$0.05, 

£0.04] tax on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44682345 

 

4.Morocco Stresses Need for Joint Action against ISIS in Africa (In English) 

摩洛哥强调有必要采取联合行动在非洲打击“伊斯兰国”（英文） 

Morocco stressed the need for stepping up and adapting the efforts of the global coalition for a joint 

action to defeat ISIS. 

http://northafricapost.com/24309-morocco-stresses-need-for-joint-action-against-isis-in-

africa.html 

 

5.Behind the secret U.S. war in Africa (In English) 

美国在非洲的秘密战争背后（英文） 

Despite Pentagon assertions, secret programs allow American troops to direct combat raids in Somalia, 

Kenya, Niger and other African nations.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8/07/02/secret-war-africa-pentagon-664005 

 

6.Stop exploiting Africa, share resources, Pope tells Europe (In English) 

教皇告诉欧洲：停止剥削非洲，共享资源（英文） 

Europe should stop exploiting Africa and invest in ways that benefit the continent more, including by 

sharing mineral wealth more equitably, Pope Francis said.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2/10/302932/World/Africa/Stop-exploiting-Africa,-

share-resources,-Pope-tell.aspx 

 

7.China-Africa defense, security forum opens in Beijing (In English) 

中非防务安全论坛在北京开幕（英文） 

Representatives from 50 African countries and the African Union discussed China-Africa defense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at a forum which opened in Beijing Tuesday.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6/26/c_1372826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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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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