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尊敬的读者： 

    熟悉近年来南非社会变化的朋友一定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当下的南非属于“倒下主义的时

代”（Era of Fallism）。这一认知主要指的是2015年开始的一系列“罗德斯倒下运动”（Rhodes 

Must Fall）、“学费下降运动”（Fees Must Fall）等社会运动。在南非工作和生活的著名喀麦隆

哲学家Achille Mbembe曾经写文发问：“一切都必须倒下，那么以什么立身代之呢？”他的这个问

题，许多研究者给出了回答。和国际社会的大众传媒对这一社会思潮的漠视不同，从2016年开始，

学界出版了一系列有关Fallism的书籍，对“倒下运动”进行了及时地呼应、总结与反思，这些研究

的一个共性，是特别注重挖掘当下时代变迁与代际记忆和南非历史的关联。     

    本期电讯就与大家分享两本于近日刚刚出版的解读南非政治与历史的新书。Carli Coetzee的专

著《写在皮肤之下：血液与南非的代际记忆》（Written Under the Skin: Blood and Intergener-

ational Memory in South Africa）使用了皮肤之下的血液这一意象来指涉社会表象之下的历史记

忆遗产，血液既指涉种族隔离时代激荡的社会历史，也指代身体化的、性别化的历史记忆，以及这

些一度被“谅解”、“妥协”、“疗救”等类似的话语遮盖的历史记忆，如何被新一代的南非人重

新激活和书写。 

    该书的每个章节都与血液这个意象有关：曼德拉在狱中将牢房看作是

生产“不流血的自由”的实验室，Eugene de Kock（种族隔离期间警察部

门反暴动机构领导人，种族隔离的“杀手头子”）狱中有关血缘关系的回

忆，女性学者和流亡活动家Ruth First在被炸弹信件炸死前的写作和抗击

种族隔离的活动，世界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与南非白人的身份认同救赎...

书中后半部分的章节主要涉及当下南非的政治与社会运动，包括倒下运动

中的青年人、每年在索韦托举行的的Abantu黑人作家图书节、以及使用血

液作为母题来思考变迁与承继的艺术实践活动。该书题目中的

“intergenerational”颇为值得注意，作者Coetzee试图挑战我们对知识

与记忆的传统理解，认为代际之间的对话并不一定是长辈向晚辈的一种单

向传输，以fallists为代表的“自由出生”（born-free）一代南非人，正

在以激烈的方式对知识生产的方式提出质疑和挑战，倡导知识应该在代际的互动之中不断重新生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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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频繁的社会运动表明，教育机构中间的学生交流和运动仍然是南非社会动员的重要机制。

在这期电讯中要介绍的另一本书——南非学者Anne K. Heffernan 的《林波波遗产：学生政治与南

非民主》（Limpopo’s Legacy: Student politics and democracy in South Africa）就为这些明

流暗涌勾勒了深刻的历史背景。作者在这本书回溯了上世纪后半叶特别是70年代以林波波大学为代

表发起的学生运动及其引领的社会思潮如何产生全国性的、代际间的广泛影响，以及这些思想和意

识形态又如何在当下突显出其高度的相关性。20世纪60年代的北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he 

North at Turfloop，现在的林波波大学）为首建立的南非学生组织（SASO——这个组织的创办者之

一，就是著名的Steve Biko），成为后来黑人意识（Black Consciousness）运动的主要意识形态阵

地，林波波也成为南非激进政治活动的温床。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南非政治家包括现任南非总统拉

马福萨（ Cyril Ramaphosa）、EFF政党首脑Julius Malema等人，都从这里走出。SASO倡导一种新

的、与ANC（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和PAC（Pan African Congress）不同的解放策略。

Heffernan认为，当下南非的学生活动家正是继承了SASO的这种精神，质疑这些较早的机构未能实现

解放的承诺，并对现状保持沉默。 

 

 

 

Steve Biko,1977年被杀害的黑人领袖 

反抗种族隔离的黑人意识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正在我在写作这篇电讯的时候，一对在南非开普敦大学生活和工作多年的学者夫妇朋友发来信

息，他们给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取名为Biko，作为对历史和时代的纪念。正如学者Carli Coetzee新

书的封面所示，历史的血液不断流动、传输和更新，在后来者的质询和探索中，血液不时涌出皮肤

表面，留下新的认同印记。 

 

 

中心副秘书长：程莹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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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月，李安山教授的论文《达.伽马之前的中非交往：考古学、文献与史学》(Contact be-

tween China and Africa before Vasco da Gama: Archeology, Document and Historiography)刊

载于《中国非洲学刊》（Journal of China-Africa Studies）（中英文样刊）。 

 

2、4月12-14日，李安山教授应邀参加由昆士兰大学和江苏师范大学在昆士兰大学举办的“华商

与中国和世界的社会经济政治变动”（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Economic, and Po-

litic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and the World）国际研讨会并作题为“在非洲的中国新移民：

特点与分类”的发言。 

 

3、4月17日,刘海方受邀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理论与方法》课程上讲

座，题目为《非洲热现象背后的冷思考：兼论当前的非洲与中非关系研究》。 

 

 

 

 

 

 

 

 

 

 

4、4月19日，美国使馆政治官员费定一和经济官员安邵荣到访，与刘海方讨论南南合作话题。 

 

5、4月20日，刘海方受邀参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青年发展研究中心第四期“全球健康与

发展”媒体沙龙暨“非洲农业和农村发展”中非工作坊，并作了题为“农业在非洲可持续发展中的重

要性：基于历史与调查实践”的主旨分享。中心博士生孙威和邹雨君、张琪琪等同学参加工作坊。详

细链接见https://mp.weixin.qq.com/s/CoZ1mAO2AaIBxcUJjDbM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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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妇女能顶半边天：苏丹街头的“娘子军”（中文） 

Powerful photos of women protesting are shaping popular uprisings 

in Africa （In Chinese） 

https://mp.weixin.qq.com/s/frH7K5AspViy6b7Qq-wneQ 

 

 

 

 

2、Netflix’s first children’s animation from Africa is 

an all-girl spy team written by women （In English） 

讯飞的第一个非洲主题动画，由女性书写的女间谍故事  （英

文） 

https://qz.com/africa/1598854/netflix-picks-mama-ks-team-

4-as-first-african-childrens-animation/ 

 

 

3、为什么非洲朋友头上的假发大概率made in 河南？(中文) 

Most Chinese wigs in African hair market are made in a town in Henan (In Chinese) 

https://mp.weixin.qq.com/s/zdGEYwDNaAOPuxFWIMy5Pw 

 

 

4、Venture capital funds are starting to make bigger bets on African startups （In Eng-

lish） 

风投基金看好非洲初创企业（英文） 

https://qz.com/africa/1593745/venture-capital-is-making-bigger-bets-on-african-startups/ 

 

 

5、How Kenya gave Julian Assange’s WikiLeaks its first major global scoop （In Eng-

lish） 

肯尼亚给了阿桑奇的维基泄密第一个主要的独家新闻 （英文） 

By Aug. 2007, Kenya helped WikiLeaks deliver its first big scoop. Assange got hold of a 

report by the international risk consultancy Kroll, which detailed how Kenya’s second 

president Daniel Arap Moi and his family swindled billions of US dollars out of the 

country and stashed them in secret trusts and shell companies. Commissioned by Moi’s 

successor president Mwai Kibaki, the report was submitted in 2004 but was never released 

or acted upon. 

https://qz.com/africa/1594656/the-kenyan-roots-of-julian-assanges-wikilea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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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rump’s latest immigration plan targets African countries whose citizens overstay 

visas （Nigeira, Liberia, Eritrea）（In English） 

特朗普的移民新政专门针对部分非洲国家 （英文）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considering a new immigration measure to impose visa re-

strictions on countries whose citizens have a track record of overstaying beyond the va-

lidity of their short-term US visa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SJ) reports. 

 

https://www.wsj.com/articles/white-house-weighs-broader-immigration-curbs-11555283781?

redirect=amp 

 

 

7、Two heads of state, two athletes and an education innovator: the Africans on the Time 

100 list （In English） 

时代杂志评选最有影响力的100人名单，五位非洲人名列其中 (英文) 

 

https://qz.com/africa/1598119/time-100-list-mo-salah-ethiopia-abiy-ramaphosa-caster-

semenya/ 

 

 

8、H&M is the latest international brand tapping into African design （In Englsih） 

非洲设计成为时尚快消品牌H&M新一季的主题 (英文) 

 

 

 

 

 

 

 

 

 

 

https://news.yahoo.com/h-m-latest-international-brand-1558003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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