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各位读者： 

    上周三清晨，我站在路旁等着拦一辆出租车，赶去在Addis Ababa大学举办的非洲研究工作坊。

当天上午，是当代最重要的非洲文学批评家之一Simon Gikandi教授以去殖民和法农的思想遗产为主

题的演讲活动。 

        远远地，一辆蓝白相间的出租车向我驶来。我很纳闷的是，司机老远就开始冲我比划着“二”

的手势。到跟前我才知道，原来他的意思是，不管我要去哪儿，200比尔起步。我顿时挥挥手，非常

不服气，虽然我理解Addis的出租车老旧、不打表、还有跟外国人乱要价的习气，但这些似乎在这位

司机大哥的身上显得更加理直气壮了。接连拦了几辆当地出租车都是要求相同的起步价后，我才意

识到今日非比寻常，因为Addis出现了油荒。回想到前一天开始，的确住处旁的加油站就排起了长

龙。 

 

 （Addis的加油站外排起了长龙，不少出租车司机

愁容满面，我注意到甚至有些车辆因为彻底没油，

司机只能下车推行至附近的加油站） 

 

 

     

        这次油荒的原因，和前两天北部发生的由Afar青年人组成的地方抗议者封锁了埃塞与吉布提的

主要道路有关。据悉，埃塞95%的进出口贸易，都经由吉布提的港口以及联结两国的道路。埃塞北

部地区的青年抗议行动，与首都地区以开出租车为生的另一群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原来是如此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的。 

 

（埃塞北部抗议人群堵塞主要的高速公路，是导致Addis油

荒的主要原因）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PKUCAS      

北大非洲电讯 PKU African Tele-Info No.390 2019-1-22   

致读者信 

第  1   页（共 8  页） 



 

 

 

 

 

 

 

 

     

 

 

     

     

 

 

当天下午，研讨活动结束的时候，我看到手机上接连蹦出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遇袭的相关新闻提

示。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宣布此次袭击已造成21名平民死亡。索马里“青年党”宣称制造该次袭击。

这起血腥事件也勾起了大约6年前在内罗毕发生的另一桩惨痛的袭击事件——2013年9月，索马里

“青年党”武装分子袭击韦斯特盖特（West Gate）购物中心并造成67人丧生。索马里“青年党”的

前身是“伊斯兰法庭联盟”（Midowga Maxkamadaha Islaamiga，Islamic Courts Union）——兴起于1991

年、与当时索马里过渡政府对立的、范部族教派武装。后来“联盟”失利导致内部分裂，坚持强硬

路线的青年人从该组织中分离出来，组成索马里“青年党”，其实力不断壮大并一度占据索马里中

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青年党”名字的全称为Harakat al-Shabaab al-Mujahideen （"Mujahideen 

Youth Movement”，"Movement of Striving Youth”，“奋进青年运动”），他们更多以“al-

Shabaab”(youth, youngsters, guys, 青年党)的名字为人所知。 

在许多近期的新闻中，我们不难发现青年人越来越地被描述为非洲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联

想到南非近年来在高等教育体系的青年学生中爆发的一系列“倒下运动”（“fallists move-

ment”），不难发现，青年人正在不断试图参与到社会政治运动的进程中来。上世纪末，Comaroff

夫妇（1999）就曾在文章中断言，南非社会的主要裂隙已经成为代际问题，青年人成为后种族隔离

时代经济与社会变迁的主要焦点。不仅在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在我进行过田野调查的几个不同的

非洲城市，各种公共空间里（不管是街头、网吧、理发店、娱乐场所，还是游客区），大量的青年

人群都是引人注目的存在。在这些城市中，Addis Ababa算是一个十分“友好”的城市。当你在街上

步行的时候，几乎每隔几步都会遇到一两个男性青年经营的擦鞋小摊，也会经常遇到一些热情搭讪

或者尾随着一路交谈的年轻人，在与他们的对话当中，“无业”——没有正式就业机会，几乎成为

每个人都会提及的话题。 

 

（Addis街头由男性青少年经营的擦鞋小摊，是这个充满未完成基建设施的城市里，最常见的日常景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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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在Addis Ababa大学门口的年轻人） 

 

 

 

 

 

 

（在圣三一教堂旁边的车流中兜售鲜花和香烛的年轻女孩儿

们） 

 

非洲是人口结构最为年轻化的大陆，并且人口年轻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剧。青年人，是真正占据

了非洲社会主流的“边缘人”。除了十分普遍的无业问题，青年人的生活中普遍面临着突出的悖

论——试图迫切加入社会发展的进程，却又经常被强硬地拒斥。一个经常被研究者们提及的例子是

非洲人口的平均年龄是19.5岁（UNDP2017年数据），而政府主要首脑的平均年龄是62岁（我们熟

知，在很多国家，也远远不止于该年龄的限制），非洲是政府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年龄差距最大的

区域。非洲人类学家Brad Weiss对坦桑尼亚北部Arusha小镇100多家青年理发店的研究中指出，当地的

青年人群，在全球文化大潮（比如嘻哈文化）和当地社会夹层中面临着深刻的“容纳与排斥”

（inclusion and exclusion）的矛盾，这种矛盾已经逐渐成为他们最基本的生存体验的一部分。在我经

常调研的尼日利亚拉各斯大陆上的巴里加社区，极端的生活条件让青年艺术家的生活变得极其强韧

又十分脆弱。去年6月底，他们在拉各斯泻湖旁靠亲手填埋垃圾

和沙子建起一块小小的表演舞台，然而就在庆祝的同时又不得

不面对一起奋斗多日的舞团同伴Captain Yaya因急病延误治疗而

突然去世的悲痛消息。这些无处不在的矛盾和悖论决定了青年

人的生存与生活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青年人对非洲国

家和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深刻影响。 

 

（非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年轻人口比例和数量急剧增加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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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可供参考的对非洲青年群体研究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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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常被遗忘在国家发展的宏观话语之外，青年人群的变动，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非

洲国家和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动向。也许要读懂非洲，首先要读懂青年。但是，作为研究者，如果仅仅

把他们看作是社会的潜在威胁或者无序不安的存在，是远远不够的。非洲的青年人，既不是“自由解

放的斗士”，也非“政经发展的牺牲品”。他们的生活主题，也并未仅仅局限在狭隘的“安全”、

“贫困”和“发展”的话题中。要理解青年人群，需要我们对一系列的问题进行关注和研究：如何定

义青年，特别是青年当我们把青年与种族、民族、国家等代表不同社会关系的概念结合起来思考的时

候？如何理解不同的非洲国家对“青年”的认知和社会想象？非洲不同城市的青年群体如何参与社会

关系与社群组织的建构？在全球化语境下，他们的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 

 

 

 

 

 

 

 

 

 

 

 

 

 

（一句有关青年的非洲谚语） 

 

 

中心副秘书长：程莹 

2019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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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Joseph Olivier Mendo’o (门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博士研究新生在CGTN China24CCTV英语频道《中国24》点

评中非共同发展、王毅外长出访非洲，并谈谈 “一带一路在非

洲的新局面”。 

详 见 链 接 ： https://news.cgtn.com/event/live_channel/share.html?

url=https://envod.cgtn.com/cctv-

news/201901052015.m3u8&channelId=1&epgId=197892&startTime=1546690500000&endTime=154669320000

0&name=China%2024&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2、1月9日，北大非洲研究中心收到农业农村国际合作司发来的《感

谢信》，高度赞扬中心在受托的课题“非洲国家农业基础情况”中

参与课题研究师生们的贡献。 

 

 

 

 

 

 

 

 

3、1月16日下午，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部的岩田拓夫教授

到访历史学系，与潘华琼老师座谈。 

 

 

 

 

 

4、1月17日下午，潘华琼老师应邀到埃塞俄比亚大使馆与驻华公使衔

参赞萨姆埃尔座谈，一起在座的还有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馆的二等秘

书德恩·阿乐麦尤和李玥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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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thiopia protesters block main highway to the sea （In English） 

埃塞北部抗议者，拥堵通往吉布提的高速公路 (英文)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ethiopia-protests/ethiopia-protesters-block-main-highway-to-the-sea-

idUSKCN1P823E 

 

2、Why al-Shabaab always targets Kenya （In Chinese） 

索马里“青年党”为什么老跟肯尼亚过不去？(中文) 

https://mp.weixin.qq.com/s/0A-UHMFadFi6kGd2Ljc3KA 

 

3、Meditating on youth in Mogadishu （In English） 

在索马里，青年意味着什么？(英文) 

What's in store for the youth of Somalia? 

https://africasacountry.com/2019/01/meditating-on-youth-in-mogadishu 

 

4、Western media’s photos of dead bodies in the Nairobi terror attack dishonored the victims and failed jour-

nalism （In English） 

如何记叙“远方的死亡”：西方媒体在内罗毕空袭事件的报道引发肯尼亚人的不满 (英文) 

https://qz.com/africa/1527511/new-york-times-daily-mail-slammed-for-kenya-dead-bodies-photo/?

utm_source=email&utm_medium=africa-weekly-brief 

 

5、ZimbabweShutdown and ZANU(PF)’s neo-liberal turn (again) （In English） 

如何解读津巴布韦1月的抗议运动：津巴布韦停摆与ZANU的新自由主义转向 (英文) 

https://africasacountry.com/2019/01/zimbabweshutdown-and-zanupfs-neo-liberal-turn-again 

 

6、Chimamanda Adichie is leading the rise of an African literature wave in China （In English） 

奇玛曼达阿迪奇正在引领非洲文学在中国的热潮（？）(英文) 

https://qz.com/africa/1524030/chimamanda-adichie-leads-african-literature-wave-in-china/?

utm_source=email&utm_medium=africa-weekly-brief 

 

7、Why western donors love authoritarian leaders （In English） 

卢旺达与埃塞俄比亚近年来某种程度上成为英美最大的受援助对象: 西方援助的逻辑 (英文) 

In recent years, Rwanda and Ethiopia have been some of the largest recipients of aid money from the UK and US 

governments, as well as some of the West's leading philanthropies, including the Gates Foundation. 

https://africasacountry.com/2018/12/why-western-donors-love-authoritarian-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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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he gentrification of African studies （In English） 

反思非洲研究的“士绅化” (英文) 

Displacing African Studies outside of Africa and emptying it of any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obscures its revolu-

tionary legacy and converts it into an impotent, banal field. 

https://africasacountry.com/2018/12/the-gentrification-of-african-studies 

 

9、周瑾艳：多视角观察非洲知识生产与发展（中文） 

Reflections on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Africa （In Chinese） 

https://mp.weixin.qq.com/s/F4FIgOidSfQc73-cciwaUQ 

 

10、沈晓雷：非洲民主化进程中的“第三任期”现象（中文） 

The Third Term Syndrome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In Chinese） 

https://mp.weixin.qq.com/s/bdwD36fgpdmOoI3iAhZ_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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