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各位读者： 

    暑期休刊期间，两位对全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非洲巨星先后陨落，一位是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埃及人萨米尔·阿明（1931-2018），另一位是第7任联合国秘书长、加纳人科菲·安南（1938-

2018）。本期简要回顾他们的贡献。 

 

 

 

 

 

    萨米尔·阿明是一名左翼知识分子，他以宏大的历史和理论视野，分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

全球化的历史演变与相互之间的关联逻辑，并提出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长期过渡的观点。

他一以贯之地围绕资本主义中心与边缘的两级分化进行理论构建，对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做出了

奠基性的贡献。他关注位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的全球南方，批判资本主义内生的帝国主义倾向

对边缘地区的控制与剥削，反对边缘地区以追赶中心地区作为发展逻辑，提出与现行资本主义经济

体系“脱钩”的发展战略。“脱钩”并非自给自足、自我孤立，而是将社会和经济发展“主权

化”，寻找自我的发展逻辑，逼迫资本主义体系做出调整。“脱钩”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反

抗，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更为积极的世界秩序，也就是他提出的世界社会主义。在他看来，社会

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革命性进程的基础是实现真正能推动社会进步的全方位的民主，而不是仅仅

注重多党选举、却与社会进步脱节的小民主。就我们关心的非洲问题来看，阿明长期以来对非洲发

展困境的诊断、以及近年来对“阿拉伯之春”的分析和对政治伊斯兰主义的批判，都是建立在上述

他的基本理论思路之上的。 

     

 

 

     

     

科菲·安南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秘书长之一，在10年任期（1997-2006）内，留下了丰厚的历

史遗产。第一个历史遗产是在他的推动下得到联合国认可的“国家保护责任”原则，即国家有保护

其人民免受种族灭绝、战争罪等严重危害的义务，如果一国没有能力行使此义务，则国际社会必须

随时准备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集体行动保护人民。这个原则在主权和人权间实现了平衡，可以

防止发生类似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那样的惨剧。第二个遗产是他改革和加强了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机

制。第三个遗产是他推动将发展同安全与人权一同成为联合国的核心使命。在世纪之交，他组织了

千年首脑会议，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致力于消灭极端贫困和饥饿。尽管在他的任期内，美国

政府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给联合国带来了巨大的危机，但安南稳住了局面，一

方面坚持联合国对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参与，一方面又积极稳固联合国和美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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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与安南，一个在体制外践行知识分子的批判与引领使命，一个在体制内兢兢业业平衡各方

利益、推动国际秩序的优化与变革。他们都根植于非洲大陆，深刻体会着贫困、发展迟滞与不平等

带来的苦难，他们带着对世界、对人类的责任，在不同的领域耕耘，为着一个更美好的人类世界而

奋斗。 

 

中心副秘书长：廉超群 

201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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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月1日，由李安山主编、蒋晖执行主编的《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6】总第六辑，由社会

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此集为文学专辑，是对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的一次全面总结梳理。 

 

 

 

 

 

 

 

 

 

 

 

2、8月，刘海方文章《全球视野下的“对非峰会外交”》作为《世界知识》2018年第17期封面文

章发表。电子版见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R3DBqlgMZ3aIf67nyVQuw 

 

3、8月15日，李安山应邀为来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苏丹、刚果（金）、卢旺达等6

个国家的非洲媒体高级研修班作“Media's Role in China-Africa Relations”(媒体在中非关系中

的作用)的讲座，并与39名非洲媒体工作者交流。 

 

4、8月22日，刘海方应邀参加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举行的“中非合作与社会价值投资”圆桌研讨

会，会议由基金会负责人卢迈先生主持，来自福特基金会总部的副总裁参和驻非洲多个办公室的负责

人与多个国际组织和北京高校学者共同参加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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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筑繁荣发展的未来之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前瞻（中文） 

Building a bridge for a prosperous future - Prospects of the Beijing Summit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In Chinese)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于9月3日至4日举行，中国同论坛非方成员领导人将齐聚一堂，共

商新时代的中非合作大计。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8/20/c_1123298212.htm 

 

 

2. “生命天使”非洲助产士助理培训启动（中文） 

"Angel of Life" training program for midwives in Africa launched (In Chinese) 

微信图片_20180828104212.jpg 

8月20日，由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温州医科大学、安博致远国际文化发展（北

京）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加纳驻华大使馆、坦桑尼亚中国友好促进会等机构支持的“生

命天使”非洲助产士助理培训正式启动。 

https://m.huanqiu.com/r/MV8wXzEyNzgyOTMwXzEzOF8xNTM0ODIxNDgw?

from=singlemessage 

 

 

3. Samir Amin: A vital challenge to dispossession (In English) 

萨米尔·阿明：对强占豪夺的重大挑战（英文） 

Samir Amin (1931-2018) was on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radical thinkers – a 

‘creative Marxist’ who went from Communist activism in Nasser’s Egypt, to 

advising African socialist leaders like Julius Nyerere to being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World Social Forum. 

https://www.redpepper.org.uk/samir-amin-tribute/ 

 

 

4. The U.N. Kofi Annan Left Behind (In English) 

联合国科菲·安南的遗产（英文） 

His triumphs created the organization we know today, and his tragedies are 

warnings for what's in store.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8/22/the-u-n-kofi-annan-left-beh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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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 .African farmers 'furious' over Trump land reform tweet (In English) 

南非农民对特朗普有关土地改革的推文表示“愤怒”（英文） 

South Africa's government reacted angrily to the tweet with officials telling 

their American counterparts Trump's comments were "alarmist, false, inaccu-

rate and misinformed". 

https://www.newvision.co.ug/new_vision/news/1484413/safrican-farmers-furious-

trump-land-reform-tweet 

 

6. Tunisia's president vows to give women equal inheritance rights (In Eng-

lish) 

突尼斯总统承诺给予女性平等继承权（英文） 

Tunisia's President Beji Caid Essebsi says he will submit a bill to parlia-

ment granting women and men equal inheritance rights, in line with a proposal 

put forward by a government-backed committee.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8/08/tunisia-president-vows-give-women-

equal-inheritance-rights-180813172138132.html 

 

7. Africans join Muslims worldwide to celebrate 2018 Eid-ul Adha (In English) 

非洲人加入世界各地穆斯林的行列，庆祝2018年宰牲节（英文） 

Muslim faithful across the continent are in celebration mood for the final 

festival of the Islamic calendar – Eid-ul Adha (festival of the sacrifice). 

http://www.africanews.com/2018/08/21/africans-join-muslims-worldwide-to-

celebrate-2018-eid-ul-adha/ 

 

8. Why Erdogan's so quiet about Turkish expansion in Africa  (In English) 

埃尔多安为何对土耳其在非洲的扩张保持沉默（英文） 

As the diplomatic tug-of-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urkey escalates, 

Turkish President Recep Tayyip Erdogan is lining up new friends. In early Au-

gust, Erdogan’s 100-day action plan identified new markets in China, Mexico, 

India and Russia. It did not mention Africa, despite the “African continent 

opening” Erdogan sought in the early 2000s.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8/08/turkey-subtle-expansion-in

-afric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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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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