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各位读者： 

     Erica Marcus是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第一批美国来华留学生中的一员，在辽宁学习汉

语；80年代初成为香港电影人胡金铨的助理并开始了自己的制片人生涯。2011年，Erica 访问北

大，表达了自己对于中非合作的积极评价，相信这从民族独立时期开始的团结精神（solidarity）

代表了人类的希望所在。她听我们讲了大量的中非合作中鲜活的典型人物故事，拿着他们的联系方

式开始了自己的“记录中非”之旅。“七年磨一剑”，边研究，边拍摄的Erica终于在上周携“宝

剑”再来北大-----《广州梦工厂》终于可以在北大反映。在这

部64分钟的纪录片中，Erica采访了许许多多在广州寻梦的非洲

平凡男女:阔到把诺大工厂建在广州的喀麦隆老板、暖到救助卖

身维持生计的非洲女孩子们、甚至收养艾滋病女子遗孤的乌干达

妈妈，还有组织了最大非洲人社区的尼日利亚人，娶了同样信仰

的中国姑娘而相濡以沫、并赞美“全球化把世界变得更加亲近

“的小伙儿、快乐地入学、融入中国孩子们的cherry小朋友最后

不得不因为签证问题而和妈妈回到尼日利亚。。。 

    Erica说，其实她更想讲的，不仅仅是这些非洲人寻梦广州，还是一个大的非洲故事----一个从

殖民时代以来原料不断被运出来、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基础设施而不能建工厂、不能提供工作机会的

非洲，而这些非洲的子民们不得不在全世界流浪、四海为家、寻求生计的故事。Erica 的理想主

义，完美体现在她整个影片对于恩克鲁玛两段话的引用上面，开篇之处是： 

     

“我们有充分的条件将非洲建设为一片富强、进步而工业化的大陆。非洲是

如此丰饶，世上比它更有资格实现工业化的地方屈指可数。” 

 

（Francis Nwia Kwame Nkrumah） 

弗朗西斯·恩威亚·克瓦米·恩克鲁玛 

 

 

 

 

 

 

 

    影片结尾之处，Erica引用的是恩克鲁玛另一段耳熟能详的名言：“我们既不面向东方，也不面

向西方，而是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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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Erica影片的强烈印象，12月9日我和16名研修“全球移民“课程的北大硕士博士生一路南

飞，来到广州，亲身体会这个不仅有众多非洲人、也有来自各个国家的旅人的城市。在广州姑娘

Yanny 和摄影师李东老师的向导下，我们走访了非洲人最早聚居的小北地区，通过比对李东老师

2014年前后的摄影作品体会宝汉直街的变化----多年来非洲朋友喜欢的价格实惠的旅馆、土耳其排

挡、专供非洲饭的“Moustache” 餐厅还在，在小雨的早冬中，“登峰村”毋宁显得惨淡萧瑟、不

复往日热闹人气----李东老师说"登峰"并不只是广州人去往白云山的必由之路，而象征着全球化第

三世界的典范--五种人(国家，族群，地域不同)相生相克、自然生长出一个全球化的动态平衡的社

会生态系统。 

 

 

 

 

 

 

 

 

 

     

 

 

     

    在三元里地区的美博城附近，这两年开始成为更加热

闹的非洲商人们聚集的地方。结婚12年、幸福地生活在一

起的加纳老板和登封村姑娘开办了三年的“African-Pot 

Restaurant”，是人气旺盛的明显标志。丰盛的68元一位

的东西南北中非洲食物实惠之至、各种地道的可点的单品

菜品琳琅满目，穿着得体的非洲服饰的服务员，让这里成

就了众多游子他乡中的故乡。我们断续参与观察的3个小

时时间里面，进进出出的客人一直络绎不绝。值得一提

的，这家上了大众点评网的非洲餐厅，也进入到了很多中

国美食家的视线----我们的舌头不需签证护照，美味没有

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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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个这些“中漂”、“非漂”们，自觉不自觉扮演着中非之间重要经济纽带和文化和社会桥

梁的作用；这些辛苦打拼的流动人群的梦，合起来支撑的，正是21世纪以来急速增长、令世界侧目

的庞大中非贸易额。近年来，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的生存方式、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新经济、新业

态的发生，中国、非洲各自政治经济条件的改变，会怎样影响“中漂”和“非漂”们的生存状态

呢？很多“非漂”已经回到中国；“中漂”们，现在似乎也更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奋斗多年也很难

获得在广州的工作机会、并成为“中国的奥巴马”。于是，有人回非洲了；也有人继续漂泊，向东

南亚等地寻梦去了。 

    旅行大巴把我们带到了深圳，去拜访一家民营企业----从传统的线下经营中国商品卖到非洲开

始，2008年金融危机促成了他们开始电商的经营模式；近年又实现第三次跳跃——利用“平台经

济”概念建成“非洲进口网”、并建立与非洲青年人广泛的伙伴关系。Amanbo聚焦非洲创新电商平

台,创造性地形成了符合非洲本土特点的“OSO”（ONLINE+SOCIAL+OFFLINE）营销模式，使得大量非

洲青年可以在没有其他任何资本的前提下，通过手机成为Amambo 营销伙伴，向中非双方社会推销彼

此的产品，目前已经在一些非洲国家展开。 

 

 

 

 

 

 

 

                          刘海方教授和学生在Amanbo公司拜访调研  

    从90年代末开始，已故非洲大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早在90年代末就提出，非洲遭

遇与其他地区明显的“数字鸿沟”挑战、有可能滑入“第四世界”的警告；也有人乐观期待非洲能

够藉ICT 技术成就跨越式发展。实现更好的普惠性数字经济增长，非洲国家同时面临“青年膨胀

带”的巨大压力----缺少教育和职业技能、占到人口一半的青年人很可能抵消人们对于“人口红

利”的乐观期待。时值中非合作转型升级，中国政府和企业家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创

造性利用ICT技术在非洲已经相当程度存在的基础设施、提供更多数字培训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提升青年人利用数字技术获得自身发展的意识，成为下一阶段中非合作的重要课题。在数字经济的

大背景之下，中国和非洲之间的互联互通，希望可以重点借助数字技术帮助非洲提升人力资源方面

的培训，一方面解决中国投资急需的技术工人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面向非洲“青年膨胀带”问

题、积极促进青年技能增长和就业、以便实现非洲经济的全面转型发展。 

 

中心执行主任：刘海方 

2018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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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月1日，林丰民、李安山教授应邀参加电子科技大学西非研究中心和中

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举办的2018年第十三届公共管理国际会议西非

研究分论坛，分别介绍了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与中国非洲史研究会。李安

山教授与北大非洲研究中心驻西非代表、贝宁阿波美卡拉维大学教授和上海

师范大学访问教授吉尢姆分别作“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历史、现实与展望”

和“西非经济共同体走向政治共同体的几点思考”的主题发言。 

 

 

 

2、12月2日，中非合作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长、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戴兵应邀在北京大学

百年讲堂，就非洲形势和中非关系作“形势与政策”时事辅导报告。 

 

3、12月5日，美国导演Erica Marcus 携多年作品《广州梦工厂》做客北大，放映作品并与观众

展开互动。活动由中心副秘书长程莹博士主持，著名作家梁子女士和刘海方分别进行点评。对外经贸

大学张海森教授也来现场参与互动；来自农业大学的外籍教师Sam、清华大学的非洲同学与北大各院

系40余位师生一同参加了精彩的放映活动。 

 

4、12月6日，国际竹藤组织驻非洲（埃塞）办公室主任傅金和博士与埃塞农业部部长TESFAYE 

Mengsitie先生到访，与刘海方讨论中非农业合作与绿色经济。 

 

 

 

5、12月8日-10日，刘海方带领16名北大学生南下

调研广州的移民生存状况以及深圳的“中非可持续

中心”的非洲博物馆、文化中心和创业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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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月9日，北大与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人华侨研究中心联合在暨南大学举行题为

“African & Chinese Mobil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 Perspectives from Guangzhou”的 工作

坊。 中山大学王亮教授、中山大学客座教授Heidi Haugen、博士后黄柯劼、上海纽约大学青年教师

Mellissa LEFKOWITZ女士和摄影家李东先生、暨南大学Tu Huynh博士分别从自己的研究的角度讨论了

移民研究的方法和进入实地调查的经验。工作坊由暨南大学陈奕平教授和刘海方共同主持，北大和暨

南大学的30多位同学积极参与互动。研讨会获得圆满成功。  

 

 

 

 

 

 

 

 

 

 

 

 

 

    7、12月10日，刘海方受邀参加联合国南南金融中心与联合国南南办公室、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

联合举办的《数字世界中的南南合作》研讨会，发表题为《非洲的信息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

并作为审读专家对主办方的报告《数字世界中的南南合作》（初稿）提出修改建议。 

 

 

 

 

 

 

 

 

 

 

 

 

 

    8、11月30日，英国国王学院大学国际合作部项目官Angela Jin 女士访问中心，与刘海方讨论双

边合作。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PKUCAS      

北大非洲电讯 PKU African Tele-Info No.385 2018-12-11   

第 5  页（共 7  页） 

中心活动  



 

 

1. Tanzania is first African country to reach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regulation of medicines | WHO | Regional Office for Africa（In English） 

世卫组织评价，坦桑尼亚成为第一个制定了周全药物法规体系的非洲国家。（英文） 

http://afro.who.int/news/tanzania-first-african-country-reach-important-

milestone-regulation-medicines?from=timeline 

 

2. 埃塞、吉布提和苏丹领导人共同为埃塞西部重要城镇吉玛（Jimma）工业园区奠基

（英文） 

Ethiopian Prime Minister Abiy Ahmed, Djiboutian President Ismail Omar Guelleh 

and Sudanese President Omar al-Bashir on Saturday inaugurated the Chinese-

built Jimma Industry Park in Ethiopia's western town of Jimma, some 350 km 

west of the capital Addis Ababa. The three leaders also on Saturday laid the 

corner-stone for another Chinese-contracted major road infrastructure project 

as the Ethiopian government aspires to connect strategic towns in western 

Ethiopia, including the historic town of Jimma, with Agaro and Dedesa towns. 

Xinhua 3. Ethiopia Ethiopia aims blast economy forward with satellite launch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12/09/c_137661716.htm 

 

3. 埃塞计划2019年发射国家卫星，加入非洲有卫星国家俱乐部。（英文） 

Ethiopia plans next year to join an exclusive club of African nations: those 

with their own national satellites. The country’s first satellite, due to be 

launched in September with China’s help and backing, is being put in place 

in part to track environmental concerns, said the head of the Ethiopian 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tute (ESSTI). Standard Media  

https://www.standardmedia.co.ke/business/article/2001305637/ethiopia-to-

launch-satellite-in-2019 

 

4. 肯尼亚将率先在东中非地区举办第十一届世界航空服务业协商会议 （英文） 

The Kenya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KCAA) is set to host one of the major in-

ternational aviation sector negotiation conference in Nairobi Monday. The 

11th ICAO Air Services Negotiation Event (ICAN2018) will being held for the 

first time in East and Central Africa region. KBC 

http://www.kbc.co.ke/kenya-to-host-international-aviation-negotiation-

conference/ 

https://kenyan-digest.com/kenya-to-host-international-aviation-negotiation-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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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uritius leads in foreign investments in Rwanda （In English） 

毛里求斯为卢旺达外来投资方翘首。（英文） 

Mauritian investors currently have the most investments in Rwanda with a majority of 

their investments spread in tourism, energy, wholesale and manufacturing; according to a 

Foreign Private Capital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Central Bank to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magnitude and trends of Foreign Private Investment. Mauritius accounted for 25.8 per 

cent of Foreign Private Capital inflows for 2017 at about $117 million. The New Times 

https://www.newtimes.co.rw/news/mauritius-leads-foreign-investments-rwanda 

 

6. Rwanda  Photo contest to promote Rwanda in China （In English） 

卢旺达驻华使馆举办摄影大赛来提升旅游业（英文） 

The Rwandan Embassy in China has launched a photo contest in which different Chinese 

photographers will travel to Rwanda and take photos of tourist attractions, economic 

progres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Rwanda. The contest, launched on Fri-

day at the Rwandan embassy in Beijing, will see Chinese photographers travel to Rwanda 

in January 2019 and take photos of different aspects of Rwanda including landscape, 

wildlife, and people. The New Times 

https://www.newtimes.co.rw/news/mauritius-leads-foreign-investments-rwanda 

 

7. Somalia signs UN-backed plan to tackle corruption （In English） 

索马里签署加入联合国支持下的国际反贪腐行动计划。（英文） 

Somalia joined the world on Sunday in marking the International Anti-Corruption Day with 

the sign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backed plan aimed at tackling the vice in the country. 

Somalia's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inked 

the Project Initiation Plan (PIP) which aims at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to 

fight corruption and promote accountability. Xinhuanet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12/10/c_1376619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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