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塞俄比亚当地时间3月10日8时30分，埃塞俄比亚航空一架飞往内罗毕的波音737 

Max-8客机发生坠毁，机上15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一生还。一时间，埃航空难牵动了整

个世界，也让每一位遇难者的亲人望眼欲穿，陷入无限的悲痛。有8名中国籍乘客在这

次事故中罹难，包括4名奋战在中非合作一线的央企员工、2名联合国系统的职员和2名

因私出行的游客。这两天得知身边有好几位同事和朋友都曾与遇难者有过共事经历或曾

受惠于他们慷慨的帮助，实在令人唏嘘不已。国资委微博也发文表示，“我们失去了四

位优秀的央企同事，四个家庭失去了四位至爱的亲人，国家失去了四位报国的年轻赤

子。他们永远是我们的不朽传奇！” 

 

 

 

 

    在空难中溘然离世的还有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非洲研究的学界同仁。他就是加

拿大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非洲研究所的所长Pius Adesanmi教授。信首

所引用的大卫吟唱耶和华的诗篇正是Adesanmi教授登机前在脸书上发布的最后一则状

态。可是，当客机在周日清晨展开翅膀驶离亚的斯亚贝巴博乐机场的时候，谁也未曾料

到这会是一次没有归途的旅程。Adesanmi教授出生于尼日利亚，先后于尼日利亚的伊洛

林大学和伊巴丹大学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2002年在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法

语研究的博士。毕业后，Adesanmi曾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短暂执教。2006年，Adesanmi

拒绝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职邀请，举家迁往加拿大，开始在卡尔顿大学英语系长达12年

的教学和研究，在法语文学、英语文学以及非洲文化研究等领域卓有建树。在卡尔顿大

学期间，Adesanmi教授还为该校非洲研究所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目前，卡尔

顿大学非洲研究所是加拿大全国唯一可以授予学位的实体非洲研究所，具有广泛的学术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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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尔顿大学的官方挽词中，卡尔顿大学校长Benoit-Antoine Bacon称Adesanmi是

“非洲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的一位巨擎“， “他的突然离世是卡尔顿大学的巨大损

失”。Adesanmi教授在非洲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著作颇丰。他的处女作The Wayfarer 

and Other Poems 于2001年出版，荣获尼日利亚作家协会的最佳诗歌奖。2011年，他的

杂文集也是他最为人熟知的著作，You’re not a Country, Africa, 摘得首届非洲写

作企鹅奖的非虚构写作大奖（Penguin Prize for African Writing）。2015年，

Adesanmi出版新著Naija No Dey Carry Last，也广受好评。对非洲特别是尼日利亚的

社会发展的关注和拷问是Adesanmi作品一贯的主题。正因为这种对现实的强烈使命感，

Adesanmi教授也是一位极其活跃的专栏作家，经常在尼日利亚的报刊发表檄文，深刻影

响了一批尼日利亚青年，是当代尼日利亚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学批评家和公共知识分子。 

近些年，Adesanmi教授还致力于提升非洲的高等教育，频繁在尼日利亚、加纳、肯

尼亚、南非多国间穿梭，举办各类学术工作坊，努力在非洲培养博士生。他是非洲社会

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CODESRIA）的“海外非洲人支持非洲大学项目”(African Dias-

pora Support to African University)专家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因为这些杰出的工

作，Adesanmi教授在2017年被加拿大国际教育局授予了代表着极高荣誉的“国际教育卓

越领袖奖”。Adesanmi教授遇难后，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发布了一段感人肺腑

的悼辞，其中称，“Pius从来就不是一位简单的象牙塔学者。他热忱的参与政治讨论，

尤其是在他深爱的尼日利亚。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他竭尽全力去接触并研究政策领域的

难题，试图寻找答案。作为非盟2063议程一位重要的贡献者，Pius在课堂上积极地向年

轻一代教导非洲的未来和前景”，“这位学者、活动家和非洲的儿子注定是为一个全新

的非洲愿景而贡献毕生。这次空难或许中断了他的努力，但是他未完成的使命和工作将

透过他的文字和著作以及他倾力构建的学术网络和展示出来的行动主义精神而长久地继

续下去。” 

    空难让Adesanmi教授的旅行戛然而止，他的脚步永远停

留在了他出生成长的非洲大陆。在《阿非利加，你不是一个

国家》一书的序言中，Adesanmi教授曾扪心自问：“非洲对

我而言是什么？”非洲经历了诸如泛非主义、“黑人性”运

动、民族主义和去殖民化运动等多次重大社会运动和思潮

后，这一问题对于非洲人来说仍然悬而未决。Adesanmi教授

坦言，在多年的旅行和写作中，他终于认识到，你永远无法

去定义何谓非洲，恰好相反，非洲却在不同的语境和对象中

反复定义着你自己。正如塞拉利昂已故诗人阿比奥塞·尼科

尔（Abioseh Nicol）在《非洲的意义》中所感叹的：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PKUCAS      

北大非洲电讯 PKU African Tele-Info No.396 2019-3-13   

致读者信 

第  2   页（共 5  页） 



 

 

     

     

  

“You are not a country, Africa, 

 你不是一个国家，阿非利加 

You are a concept,  

你是一个观念 

Fashioned in our minds, each to each,  

由我们的意识所塑造，因人而异 

To hide our separate fears  

遮掩我们各自的恐惧 

To dream our separate dreams” 

憧憬我们各自的梦想 

 

此时此刻，我们在向逝者表达哀思的同时，也希望告诉每一位为非洲发展而努力奔

走的同仁，不论国籍，你们对非洲的情怀和付出不仅定义了你们自己，也深刻地定义了

非洲和非洲的未来。因为你们没有遮掩恐惧，你们选择拥抱梦想。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秘书长：许亮 

2019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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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年2月，李安山的论文《利比亚的部落因素与卡扎菲的民族政

策》发表在《世界民族》2019年第1期。 

 

2、3月12日，许亮博士的《浅议美国在非洲地区的合作问题》一文发表

在大国策智库的网站和公众号上。详见链接：https://mp.weixin.qq.com/

s/v60ol0rup8dh0iZV46f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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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owned Enterprises Lost Four Employees during the Plane 

Crash (In Chinese) 

央企痛失四位优秀员工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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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biz=MjM5MDIxNjczNA==&mid=2652481163&idx=1&sn=8a0dbda43bb70a8b1401085459b03e04&chksm=bd

a521fa8ad2a8ecbcae342327ee4f7faecbe4418791dfba70bbaa55ef586e980391ae7aef53&mpshare=1&sce

ne=1&srcid=0311UtVNCFJVYq34EEdShwBv&pass_ticket=dt69bSdqc % 2F %

2Bc0v2vy2ucdBF5HEzB3R7mF8ALfdXL9y2fb%2Fq0QACrnofMpsuKYsig#rd 

 

2. More tears, encomiums for Adesanmi (In English) 

更多的泪水和赞辞怀念在空难中丧生的Adesanmi教授（英文） 

https://guardian.ng/news/more-tears-encomiums-for-adesanmi/ 

 

3. The racist reaction to the Ethiopian Airlines crash was all too predictable (In Eng-

lish) 

埃航空难后，西方媒体出现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反应和报道（英文） 

https://mg.co.za/article/2019-03-11-the-racist-reaction-to-the-ethiopian-airlines-crash-

was-all-too-predictable 

 

4. Macron kicks off Africa tour in Djibouti (In English) 

马克龙开始访问非洲四国，试图加强与前法属非洲以外的非洲国家关系（英文） 

http://en.rfi.fr/africa/20190311-macron-kicks-africa-tour-djibouti 

 

5. Algeria's Bouteflika drops election bid after protests (In English) 

阿尔及利亚的布特弗利卡宣布退出大选（英文） 

https://www.dw.com/en/algerias-bouteflika-drops-election-bid-after-protests/av-47864643 

 

6. This Ethiopian homegrown coffee brand is opening 100 cafés in China (In English) 

埃塞本土的咖啡品牌（咖啡花园）将在中国开设100家门店（英文） 

https://qz.com/africa/1432178/ethiopias-garden-of-coffee-to-open-100-cafes-in-china/ 

 

7. Environment summit in Nairobi opens with somber tone (In English) 

联合国环境大会在内罗毕召开（英文） 

https://www.aa.com.tr/en/africa/environment-summit-in-nairobi-opens-with-somber-

tone/1415143 

 

8. Is Kagame looking for an alternative route to sea? (In English) 

卡加梅是否在寻找替代的出海通道？（英文） 

https://www.theeastafrican.co.ke/news/ea/Is-Kagame-looking-for-an-alternative-route-to-

sea/4552908-5016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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