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各位读者： 

    去年以来，美国试图联合阿拉伯盟友，打造中东版“北约”以遏制伊朗的消息甚嚣尘上。2月中

旬，美国和波兰合作，在华沙召开中东问题峰会，似乎向这一目标又迈进了一步。很明显，特朗普

政府已经改变了奥巴马时期美国中东战略的退缩倾向，试图更为积极主动地掌握中东地缘政治的控

制权。美国中东战略的调整并不仅限于中东的核心地区，也延伸到了地处相对边缘的北非马格里布

地区。本期关注的西撒哈拉问题的新动向即是一例。 

    西撒哈拉位于非洲西海岸，同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接壤，大部分是平坦的沙漠，

优势资源是磷酸盐。1884年，西班牙人开始殖民该地区，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西班牙人退出

之际，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都对西撒哈拉提出了领土诉求，并在1975年西班牙人退出后分别接收了

西撒哈拉的北部和南部地块。原本为反抗西班牙殖民而成立的西撒哈拉武装组织波利萨利奥阵线

（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迅速宣布建立独立国家，并开始同两国展开游击战争。不堪战争重负的

毛利塔利亚放弃了对西撒的领土诉求，摩洛哥全面接管。为了遏制波利萨利奥阵线的攻击，摩洛哥

在西撒建立了长隔离墙，将有经济利益的西撒部分同前者控制的荒芜地带隔离开来，双方形成了长

期对峙的局面。1991年，在联合国的斡旋下，双反签署停火协议。联合国部署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

派团，旨在举行西撒全民公投，决定西撒的命运。摩洛哥通过移民等手段改变西撒的人口结构，并

将西撒并入其南部省份，对西撒实行实际控制，一直到现在，公投都没能举行，西撒问题长期悬而

未决。 

    阿尔及利亚从一开始就支持波利萨利奥阵线，允许后者将总部设立在其境内，并在其与西撒边

境地区设立难民营。阿尔及利亚这么做，一方面是出于坚持反殖民、寻求民族独立的意识形态立

场，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同摩洛哥争夺马格里布地区的领导权。西撒问题由此成为摩洛哥和阿尔及利

亚双边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两国长期围绕这个问题争执不休。 

    由于阿尔及利亚在实现独立之后，一直坚持反帝反殖的立场，并在不结盟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

领导角色，因此，长期以来，美国和法国等西方大国一直战略性地支持摩洛哥，以维持马格里布地

区的地缘政治均势。这种支持默许了摩洛哥对西撒的实际控制。然而，近年来，特别是特朗普上台

以来，美国开始改变既往的做法。去年底，美国公布了其新非洲战略，提出公平贸易、反恐反暴力

和有效援助三大战略方向。基于此，美国开始向摩洛哥发难，质疑联合国每年对西撒特派团经费支

持的效用，并要求经费同西撒问题政治结局的实质进展挂钩。同时，美国也越来越看重阿尔及利

亚，视其为西方在非洲安全架构中的一个核心国家。 

    美国在西撒问题和马格里布地区的战略新动向，一方面重新激活了冷却多年的西撒问题，试图

消除北非的一个国际援助黑洞和地区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又可能让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竞争与对

抗升级，并进而引发冲突。此外，南非、沙特、伊朗等国也以不同形式卷入了西撒争端，显示出西

撒问题的辐射性。马格里布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围绕西撒问题发生变化，值得持续关注。 

 

中心副秘书长：廉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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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8年11月，李安山主编、刘海方执行主编：《中国非洲研究评论 2017》由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出版。选取了由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办的2017年“北京论坛：中非合作发展的新趋势”的优

秀论文，包括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两种声音。主要围绕中非合作的主要领域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模式等

进行研究探讨。详见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p7izOo8oElTHuwWA_gSIQ 

 

2、2018年12月，刘海方参与新著《非洲农业的转型发展与南南合作》由社会文献出版社出版。 

详见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1YjLXc3Jxzf1fOCG5DiClw 

书籍介绍：https://mp.weixin.qq.com/s/qrjCfnN_Lm-0JIQcqkW-aA 

 

3、2018年12月，由沈晓雷、刘均、王立铎翻译，刘海方审校的非洲研究新译著《土地与政治》

由社会文献出版社出版。 

详见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XsN0Ku8AuxgNxeFpN6G5g 

书籍介绍：https://mp.weixin.qq.com/s/qrjCfnN_Lm-0JIQcqkW-aA 

 

4、2月1日，刘海方文章《中美非合作助力解决非洲发展问题》，发表在大国策智库。详见链

接：https://mp.weixin.qq.com/s/96GAKAPiFw9RlbcQZKYp3w 

 

5、2月27日，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副主任杨晓春一行来北大调研座谈，中美人文基地接待，

基地主任贾庆国老师和王栋老师主持会议，国合部副部长周曼丽、社科部基地办主任郭琳等出席。刘

海方应邀参加，就如何推进中国与南非人文交流、和中美非三方合作问题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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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harm el-Sheikh hosts 1st Arab-European summit (In English) 

沙姆沙耶赫举办第一届阿拉伯-欧洲峰会（英文） 

Leaders and government heads of 28 European countries and 21 Arab states will be conven-

ing a two-day summit in Sharm el-Sheikh, on Sunday, to discuss joint challenges and 

boost mutual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http://www.egypttoday.com/Article/2/65110/Sharm-el-Sheikh-hosts-1st-Arab-European-summit  

 

2、Morocco, the Western Sahara and SA’s inverted moral compass (In English) 

摩洛哥、西撒哈拉和南非倒置的道德罗盘（英文） 

In fact, South Africa appears to be clearer on what it is against than what it stands 

for. So, when Pretoria bangs on about independence for the Western Sahara and the 

Sahrawi people from Morocco, an old drum absorbing much ANC foreign policy literature 

and statements, is this because of old liberation ties, or its cosy relationship with 

Algiers, or is there really a case to be made for independence? 

https://www.dailymaverick.co.za/article/2019-02-26-morocco-the-western-sahara-and-sas-

inverted-moral-compass/ 

 

3、Is Morocco’s exit from Yemen war the beginning of Saudi's isolation? (In English) 

摩洛哥退出也门战争会否使沙特遭受孤立的开始？（英文） 

The Moroccan foreign ministry hinted at a possible withdrawal of its troops from the 

Saudi-led coalition in Yemen, causing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kingdoms. 

https://www.trtworld.com/mea/is-morocco-s-exit-from-yemen-war-the-beginning-of-saudi-s-

isolation-23991 

 

4、Egypt MPs hail French President Macron’s landmark visit to Luxor and Cairo (In Eng-

lish) 

埃及国会议员欢迎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卢克索和开罗的里程碑式访问（英文） 

Egyptian MPs were keen to issue statements Sunday to welcome the visit of French Presi-

dent Emmanuel Macron to Luxor and Cairo Sunday and Monday.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1/64/322487/Egypt/Politics-/Egypt-MPs-hail-

French-President-Macron’s-landmark-.aspx 

 

5、Algeria: Tens of thousands protest president's bid for fifth term (In English) 

阿尔及利亚：数万人抗议总统寻求第五次任期（英文） 

Crowds march in cities across Algeria calling for ailing President Abdelaziz Bouteflika 

not to run in April election.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9/03/thousands-march-algeria-president-bid-term-

1903011420513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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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etanyahu hosts Liberian leader amid push to boost Africa ties (In English) 

内塔尼亚胡在推进同非洲关系之际会见利比亚领导人（英文） 

Liberian President George Weah met Friday in Jerusalem with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

anyahu, who has made strengthening ties with Africa a foreign policy priority.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netanyahu-hosts-liberian-leader-amid-push-to-boost-africa-

ties/ 

 

7、Kenya court overturns ruling on wearing hijab in schools (In English) 

肯尼亚法院推翻学校戴头巾的裁决（英文） 

Kenya's top court has overturned a 2016 Court of Appeal ruling that allowed Muslim stu-

dents to wear hijab in non-Muslim schools. Kenya's Supreme Court said every school has a 

right to determine its own dress code.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9/01/kenya-court-overturns-ruling-wearing-hijab-

schools-190124142110267.html 

 

8、The blue economy for Africa’s growth and how Japan can help (In English) 

促进非洲经济增长的蓝色经济以及日本如何提供帮助（英文） 

An  interview  with  Siddharth  Chatterjee  UN  Resident  Coordinator  to  Kenya  by  Nikkei 

Shimbun, Japan and reproduced by IPS. 

http://www.africanews.com/2019/01/25/zimbabwe-s-president-declares-oliver-mtukudzi-a-

national-hero/ 

 

9、Africa: Enhancing Africa-China investments (In English) 

非洲：正在扩大的中国—非洲投资（英文） 

The increas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Africa and China will expand cooperation in 

investment and trade between the continent and the Asian country. 

https://allafrica.com/stories/2019022002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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