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各位读者： 

    最近我有幸在奥斯陆大学访学。打开学校网站，首页多是学校学者们在自然、社会、应用科学

和人文学科方面的最新重大发现；关于校史部分，最抓眼球的标题是，“207岁的奥斯陆大学怎样改

变了挪威？” 这所大学的建立始于培养 中学教师，此后这所大学可谓是与这个

年轻的国家一起成长，孕育自由独立之 运动、传播法治之精神价值、消弭冲突

促进公众对话。。。。学术独立是每一 个学者有些近乎刻意的选择，他们在认

知中国学者、中国的研究的时候也难免 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角度加以判断，这

种认知甚至潜在地影响他们对于中国合 作伙伴和合作方式的选择。另外一个明

显的特点，就是在同样是政治学学者的 研究题目和研究团队中，明显地增加了

社会学、人类学方法和手段，对于中国 的认知强调观察社会和国家（政府）之

间的互相影响和不可分割性，研究题目甚至也倾向于个人、少数民族、自我认知等视角，观察分析

这些与中国“高政治”之间的关系。邀我共同上课的Mette Hansen(中文名字贺美德)教授听我介绍

最近中国举行的年度最大外交盛事“中非峰会”以及外界对于最近有关中国宣布对非八项行动的反

应，敏感地问我，“老百姓怎么看中非关系？怎么看八项行动？”  

 

 

 

 

 

 

    是啊，我们习惯了去跟踪和研究中非关系对于非洲的影响是什么，也越来越重视舆情，注重非

洲人对华认知的动态变化，“非洲晴雨表”的调查甚至把对华认知友好度的原因细分为“基础设施

和商贸”、“不干涉内政”、“物价低廉”等方面。但是我们了解中国人自己对非洲的看法了吗？

我们的教育体系有多少非洲课程、我们的读物提供了怎样的非洲历史、文化、哲学以及当代非洲国

情的方方面面给我们的公众？我们自己半个多世纪的中非合作确实留下了很多文字记载，但除了宏

大叙事和主旋律，个人的视角的文字（不管是学术的还是非学术的作品）恐怕还是少之又少。中非

关系在80年代末以来最重大的变化之一，恐怕就是企业和个体工商业者自主地登临舞台，不管是越

来越多到中国来经商的非洲人、还是络绎不绝前往非洲的中国的工程项目工作人员和其他中小商户

以及投资人。这些复杂主体交错进入彼此领土，使得中非之间的相遇再不可能是“人生若只如初

见”那般单纯美好，也远非中非官方友好一种叙事可以涵盖。然而审视我们的研究课题，有多少关

于中非关系的研究投射到了这些丰富而多元的主体上面？关于“一百万中国人在非洲”的说法已经

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可，那么这100万国人作为当前中非合作越来越湍急、越来越宏大宽广的大潮中的

历史主体，我们是否已经对他们有了清晰的学术图谱，进行了分类跟踪研究呢？显然，这方面的中

非关系研究学术工作还差的很远，国家视角上各种中国对非援助和开发实践的经验总结还有待展

开，大体上说，对于参与过程的多元主体从个人视角上的目标期待、行为方式、教育背景、与非洲

社会的互动方式更有待进入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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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学者并非不愿意做或者不能做这些，但首先是对相关研究的重要性还有待认知，而

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投入支持也要跟得上。从中国官方的角度来看，如果要整体保证中非关系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了解认识自己的这些国民、并及时地给与引导规范，恐怕已经成为越来越刻不容缓的

任务。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像日本的国际协力团研究所一样，不含糊地说我们在非洲的国民将近9

千人，我们了解每一个人所在的国家和具体地点。 

 

    最近在肯尼亚发生的柳姓中国青年的种族主义言论迅速

经由世界各种媒体广泛传播，社交媒体上的各种批评声音尤

甚。我非常感动的是在一个主要由走出国门之外的中国青年

人和相关学者媒体人士组成的名曰”China going global”

的微信群里，青年人们立刻开始讨论和关注这个案例，并迅

速地对于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各种报道做出及时、正面的回

应，大家使用诸如“He is not us”、”Love Kenya”等标

签，简单直接地”告白“肯尼亚公众，绝大多数在肯尼亚中

国人是不一样的。可以说，这是一次非常及时有效的民间公共外交行动。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大使

馆这一次也迅速地发出声音，批评中国国民中间出现这一现象。 

 

 

 

 

 

 

俗话说，“怕什么，来什么”；就在我和身在赞比亚的一些好朋友正在密集地讨论为什么针对

中国的舆论环境在非洲多国出现恶化的时候，今晨的赞比亚报纸《民族日报(Daily Nation)》和一

些社交媒体都报道了两个中国员工将一个赞比亚保安鞭笞致死的消息，理由就是他偷了公司的物

资，2个中国同胞已经被捕待审讯。在赞比亚的朋友问我的建议，我说当然涉事公司不能逃脱干系，

必须直面这样的惨案而不是遮遮掩掩，对于自己员工使用私刑、而不是与当地司法部门合作，必须

要向受害人和赞比亚公众公开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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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中国大规模“走进非洲”，我们都准备好了吗？刚刚公布的“八项行动”里面宣

布了支持中国建设非洲研究院，说明官方已经意识到了知识准备的不足；还要把教育我们自己的民

众提到急迫的事项上来，否则再宏大的目标也可能出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中心执行主任：刘海方 

2018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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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月22日，联合国南南合作项目官员Hany Besada博士（埃及人）来访，并与中心的老师同学

一起研讨的南南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案例、理论和研究方法。刘海方主持活动，中心成员姚翠萍、罗

楠、孙威、余欣等一起参加研讨。 

 

 

 

 

 

 

 

 

2、9月4日，刘海方就中非合作接受凤凰国际智库的访谈，详见链接https://mp.weixin.qq.com/

s/OVfJyfrfCqGZRpXG6_oyxQ 

 

3、刘海方受邀问《光明日报》撰文《在北京，畅想非洲跨越式发展》9月5日发表： https://

gmrb.cloud.gmw.cn/gmrb/html/2018-09/05/content_18914.htm 

 

4、9月6日，李安山的文章《中国移民再议：以非洲为例》发表在北

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研究》（2018年第一辑）。节选参见https://

www.ssap.com.cn/c/2018-09-06/1071724.shtml. 

 

5、9月6日，北大国关学院校友、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留

学生龙刚（Antoine Roger Lokongo）访问中心，与李安山教授和许

亮博士会面。龙刚博士（2014）随刚果（金）代表团来华参加2018年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他目前担任该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的顾

问。 

 

6、9月6日，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南非代表团成员南非政府

高级顾问Wesley Douglas先生、南非总统府商业顾问Danisa Baloyi

女士、非洲中国青年协会主席曲航汉先生拜访中心。中心副秘书长许

亮博士主持了Wesley Douglas先生发表题为“南非土地改革—挑战与

机遇”的学术讲座，中心主任李安山教授和龙刚博士也一并出席讲

座。 

 

7、9月8日，李安山应邀在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参加中非合作相关课题的评审会。国防大学国

际防务学院教授、前院长张英利少将主持评审会，参加评审会的有前中国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大

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贺文萍研究员和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钱镇研究员。 

 

8、9月11日上午，中心副秘书长许亮博士会见来访的加拿大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传播

系副教授Tokunbo Ojo先生，探讨中非合作中的新闻报道问题，并商谈未来进行合作研究的可能性。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PKUCAS      

北大非洲电讯 PKU African Tele-Info No.374 2018-9-11       

第 4  页（共 6 页） 

中心活动  



 

 

1. 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两国领导边境会晤共庆新年（英文） 

Ethiopia’s prime minister, Abiy Ahmed and Eritrea’s president, Isaias Afwerki made a 

joint visit to celebrate the Ethiopian New Year on Tuesday with their troops on the bor-

der, in a further step toward warmer ties between two countries that fought a war two 

decades ago. Africa News （In English） 

http://www.africanews.com/2018/09/11/abiy-afwerki-visit-border-together-to-celebrate-

ethiopian-new-year-with-their/ 

 

2. （肯尼亚）众多网络服务商，谁是公共费用收纳员？（英文） 

Ten months after Treasury disowned a firm that had been collecting all the revenue from 

eCitizen users, the battle for the control of the online portal has taken another twist, 

with new information indicating that the two firms involved in the Sh5.6 billion saga 

are related. Daily Nation （In English） 

https://www.nation.co.ke/news/Battle-for-control-of-Sh5-6bn-eCitizen-takes-new-

twist/1056-4753466-g8at83z/index.html 

 

3. (尼日利亚)布哈里总统的综合反贪治理方案：从孩子教育开始抓起（ 英文） 

Nigeria: tackling corruption with a children’s book Bribery is a fact of life for most 

people in Nigeria, whether it’s a daily “dash” of a few naira to traffic police or 

payment of an “administration fee” to speed up maddening bureaucracy. Capital News 

（In English） 

https://www.capitalfm.co.ke/news/2018/09/nigeria-tackling-corruption-with-a-childrens-

book/ 

 

4. 坦桑尼亚马古富力总统放开生育言论惹争议（英文） 

Tanzania's President Magufuli calls for end to birth control  

Tanzania's President John Magufuli has urged women to stop taking birth control pills, 

saying the country needs more people. "Women can now give up contraceptive methods," Mr 

Magufuli said. Opposition MP Cecil Mwambe has criticised the comments, saying they con-

tradicted the country's health policy. BBC Africa（In English）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45474408  

 

5. 苏丹总统巴沙尔解散内阁，重新任命总理拼经济 （英文） 

Sudan’s President Omar al-Bashir Sunday sacked the country’s 31-member cabinet and ap-

pointed a new prime minister who will form a smaller government to tackle a growing eco-

nomic crisis in the African country. Bashir’s decision to fire the entire government 

was approved by the top leaders of his ruling National Congress Party (NCP) at a late 

night meeting. Capital Africa  （In English） 

https://www.capitalfm.co.ke/news/2018/09/bashir-appoints-new-pm-as-cabinet-sac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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