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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史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刘 伟 才
（上海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中心，
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摘 要]由于非洲和非洲研究本身的特点以及长期不受重视，
我国非洲史研究和教学发展水平较低。本
文对我国非洲史研究和教学的基本情况就行了概括和论述，并以《非洲文明史》和《南部非洲史》两门本科选
修课程的教学实践为对象展开剖析，提出要通过进一步夯实非洲史研究基础以及在教学体系和教材上努力
取得突破，才能提升非洲史教学水平。
[关键词]非洲史研究，非洲史教学，
《非洲文明史》，
《南部非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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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非关系的蓬勃发展，正确、广泛、深入

程度上阻碍了外部世界大举深入非洲；横亘大陆

认识非洲①显得更加迫切和必要。但是，目前我国

中部的赤道雨林既难以深入，也难以穿越；非洲海

非洲研究的总体水平不高，非洲史研究长期处于

岸线漫长但多较为平滑，非洲大河网布却多断裂

边缘地位，与此相应的非洲史方面的教学也仍处

瀑布，这又使得依靠水路的来往难以开展；非洲很

于起步阶段。从长远看，
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既

多地区还有易致外部人群疾病和死亡的生态环

需要有更强更深厚的非洲研究基础，也需要有更

境。这种种特殊性虽然并没有给非洲与外部世界

多更高质量的涉非工作人才。而无论是加强研究

的交流造成绝对的障碍，但无疑在极大程度上使

还是加强人才培养，归根结底都离不开教学，特别

非洲大部分地区限于孤立独处，特别是相较世界

是离不开像历史这样的基础学科教学。

其他地区而言，非洲被隔绝的程度可以说是相当

笔者从 ２０１１ 年起为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开设

高的。这种隔绝使外部世界将非洲妖魔化、神秘

《非洲文明史》和《南部非洲史》两门选修课。在此，

“食人者居住的地方”
化，惯于用“狮子出没之地”

笔者拟结合自身的非洲史研究和非洲史教学实

这样语焉不详、极易误导人的称谓来称呼非洲，对

践，对自己的非洲史教学实践做一剖析，并提出一

较全面认识和了解非洲历史提出了挑战。
其次，非洲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受外部影响的

些自己的思考，
以求教于方家。

程度非常深，特别是从 １５、
１６ 世纪开始，整个非洲

一、
当前我国非洲史研究和教学的

几乎全部沦为西方殖民地，直到现在非洲也没有

基本情况

摆脱外部世界的控制性影响，这导致非洲史研究
长期受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影响甚至支配。殖民

非洲史的研究和教学在世界史研究和教学体

主义和种族主义影响下的非洲史研究往往强调外

系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这从根本上说与非洲和

来因素特别是西方因素在非洲历史发展进程中的

非洲研究本身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决定性作用，进而否定非洲和非洲人本身的历史

首先，非洲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性很强，外部世

发展，认为非洲在殖民者到来之前没有历史或没

界长期以来对非洲了解严重不足，甚而片面歪曲。

有值得一书的历史——
—这种历史无疑主要是殖民

面积巨大的撒哈拉沙漠是外界深入了解非洲的第

“各种荒诞的说
者的历史。在此逻辑或史观之下，

一个最大障碍，虽然跨越撒哈拉沙漠的交流很早

法和偏见使得整个世界无法了解非洲的真实历

就开始并且一直没有断绝，但撒哈拉沙漠在很大

史”
，非洲各族人民的历史，
“在许多人的思想中降

【收稿日期】2013－06－10

到人种史的地步，而在这种人种史中，对文化和历

①

本文中的“非洲”均指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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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事实的理解必然受到歪曲”
。①由于非洲被殖民

交往在时间上缺乏连续性，在空间上则主要集中

的彻底性，正确认知和研究非洲历史面临相对其

于北非地区，在漫长的时期里，中国的一些商人、

他地区而言更多的挑战。

官员和学者仅只是对非洲进行了一些介绍，还谈

再次，非洲史研究在资料获取和研究方法上

不上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强对非洲的了

存在很多很特殊的困难。非洲绝大部分地区在很

解，特别是为了在民族解放和发展等方面进行合

长一段时间内的历史都没有文字记载。只是在阿

作，中国开始系统性地展开非洲研究。１９５８ 年，北

拉伯人和西方殖民者到来后，非洲一些地区的历

京大学历史系成立非洲史教研室，开始了非洲史

史才开始有文字记载——
—但却是外来的阿拉伯人

研究和教学的历史系探索。非洲史方面的内容开

和西方白人的文字记载。外来文字记载的非洲史

始作为世界史的组成部分逐渐出现在历史教材和

有其重要意义，在很多地方甚至还是不可替代的，

相关书籍上。但是，刚刚起步的非洲史研究被“文

但其中包含和代表不少误解和偏见。在没有自身

革”打断，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非洲史研究才

文字记载而外来文字记载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

开始逐渐恢复并稳步发展。正是在这失去的十余

的情况下，口头传说成为了解和研究非洲史所必

年时间里，国外的非洲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不可少的一个资料来源。在范西纳（Ｊａｎ Ｖａｎｓｉｎａ）等

这使得我国非洲史研究与国外非洲史研究间的差

人的努力下，以口头传说研究非洲史成为一个被

距明显拉大。②

广泛认可的途径。但是，口头传说的不确切性、不

１９９７ 年，国内一批主要的非洲研究学者联合

稳定性、易消亡性等特点也是众所周知的，借助口

向中央领导写信，提出当时我非洲研究教学的一

头传说还原非洲史仍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此外，

些问题：起步较晚，力量相对薄弱，经费短缺，资料

在非洲人的意识和文化形态中，一直以来缺少或

匮乏，赴非洲交流机会少，人才流失，非洲研究工

者没有明确的记时纪年和地名概念，使很多历史

作陷入困境。在此基础上，
他们提出要向国民普及

过程和历史事件无法或难以获得时空界定。在这

非洲知识，
同时培养一批中国的“非洲通”
。③
进入 ２１ 世纪后，随着中非关系的日益发展，

样的情况下，非洲史研究实际上还需要很多其他
的学科来辅助，如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甚至

中国的非洲史研究也与时俱进，取得了越来越多

还需要借助天文学、
生物学、
气候学等。由此可见，

起步晚、
起点低、
底子弱的局面并非
的成果。但是，

从手段和技术角度研究和正确认识非洲历史也是

短期可以改变。到目前为止，
我国的非洲史研究机

一项较困难的工作。

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

由于有长时间对非洲进行殖民入侵和统治的

来看都远不及欧美相关国家。

经历，以及相应持续至今的密切政治经济和文化

可以说，非洲史受到忽视的局面至今还没有

联系，英国、法国的非洲史研究水平较高，此外美

根本改观，主要世界历史教材中非洲历史所占的

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以及北欧国家等的非洲

份额依然很小，各高等院校历史系学生主要只能

史研究也比较引人注目。但在上述种种特殊性的

通过世界通史来了解和学习非洲史，各类科研项

背景下，非洲史研究的进展从总体上来看仍较缓

目中涉及非洲史的立项也少而又少。④非洲史的教

慢，至今关于非洲史仍有很多不了解、了解不确切

学，除了要克服非洲史研究本身固有的困难外，还

的地方。在这样的基础上，对非洲史教学而言，很

必须面对我国非洲史研究水平低下的现实。从目

难要求教学者像讲述其他地方的历史那样做到系

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非洲史教学工作只能由非

统、条理和确切，也很难指望学习者能很好地理解

洲史研究者来从事，并不存在专门的非洲史专业

和把握对专业的研究者而言都困难重重的东西。

教师。非洲史研究的力量仅集中在少数机构和高

与欧美相关国家相比，中国的非洲史研究水

校，大部分机构和高校没有开设非洲史课程的力

平较低。虽然中非间的交往长达两千多年，
但这种

量。即便是这少数拥有非洲史研究力量的机构和

①

J. 基—泽博主编：
《非洲通史·第一卷：编史方法及非洲史前史》，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年，第 xix~xx 页。

②

关于中国非洲史研究发展的基本情况可参见舒运国著：
《非洲史研究入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89~104 页。

③

陆庭恩等：
《关于进一步加强对非洲工作与人才培养的几点建议》，载《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三十年》编委会编：
《中国非洲史研究

④

舒运国：
《重视和加强对非洲历史的教学和研究》，
《历史教学问题》2010 年第 2 期。

会三十年》，2011 年，第 333~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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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他们在所在单位往往也处于弱小或边缘的

库施—努比亚（Ｋｕｓｈ－Ｎｕｂｉａ）、
阿
括：
非洲史前文明、

地位，开设非洲史课程的积极性也不高。此外，开

克苏姆—埃塞俄比亚（Ａｘｕｍ－Ｅｔｈｉｏｐｉａ）、伊斯兰教

有非洲史课程的单位，实际上大部分针对的是研

与非洲文明、西非三古国 （加纳、马里、桑海）

究生，课程内容大多根据导师兴趣和方向出发设

（Ｇｈａｎａ， Ｍａｌｉ ａｎｄ Ｓｏｎｇｈａｙ）、 加 涅 姆 —博 尔 努

置，往往由导师在授课时自行把握，既缺少必要理

（Ｋａｎｅｍ－Ｂｏｒｎｕ）、豪萨（Ｈａｕｓａ）城邦、西非伊斯兰圣
战、东非城邦、西方殖民入侵与非洲文明、几内亚

论支撑和体系架构，
也没有相应的配套教材。

①

到目前为止，真正开展非洲史本科教学的单

湾沿岸诸国、刚果河流域诸国、大湖地区诸国、津

位并不多。徐州师范学院（今江苏师范大学）经多

巴布韦（Ｚｉｍｂａｂｗｅ）文明、殖民统治与非洲文明以

方努力于 １９８６ 年建立了亚非史教研室，开设了非

及独立后非洲文明的发展与挑战。课程选用的参

洲史课，但实际上非洲史教学仍处于不受重视状

《古老非洲的再发现》
（巴兹尔·戴维逊
考书目有：

态，且教研室其后的发展也多经曲折。 湘潭大学

著，屠尔康、葛佶译，三联书店 １９７３ 年版）；
《非洲

一批研究非洲法律的学者力图在本科教学中插入

古代王国》
（李安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关于非洲法的内容，并积极推动，使《外国法制史》

《非洲史研究入门》
（舒运国著，北京大学出版
版）；

教材设置了非洲法的专章和专论。 北京大学由于

社 ２０１２ 年版）。

②

③

起步早，在非洲史教学方面的发展比较突出，课程

《南部非洲史》主要关注南部非洲区域整体和

和教学体系也比较完善，但由于非洲史研究本身

区域主要国家的历史进程，以白人入侵和扩张、黑

的复杂性和困难性所带来的问题仍然难以解决，

人民族主义发展和解放运动，以及一体化进程为

如各种译名不统一、需要跨学科素养、对非洲史的

主要线索，对南部非洲区域和区域主要国家的历

一些重大问题没有统一认识等等。

史进行讲述。课程的具体教学内容包括：
１６５２ 年前

④

的南部非洲、
开普殖民地（Ｃａｐｅ Ｃｏｌｏｎｙ）的建立与荷

二、
《非洲文明史》和《南部非洲史》的

兰人的早期扩张、英国占领开普殖民地与英布矛

本科教学实践

盾的产生、姆法肯战争（Ｍｆｅｃａｎｅ）、布尔人大迁徙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ｅｋ）、南非矿业革命与白人扩张、英布

在上面所述的困难情况下，特别是在“一缺教

战争、种族主义统治的确立与推进、南部非洲与两

师，二缺教材”的情况下，目前普遍地为本科生开

次世界大战、
“变革之风”与黑人独立国家的出现、

设非洲史课程实际上并不具备成熟条件。

安哥拉的民族解放与发展、莫桑比克的民族解放

但是，我们现在又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即中非

与发展、津巴布韦的民族解放与发展、纳米比亚的

关系的蓬勃发展形成了迫切需求，也使越来越多

民族解放与发展以及南非的民族解放与发展。课

的人越来越愿意了解非洲及其历史。因此，
对本科

程选用的参考书目有两本：
《南非史》
（郑家馨著，

阶段的学生来说，以适当形式开设非洲史课程既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和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

具备必要性，
也具备一定的可行性。

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 Ｄａｖｉｓ， Ｌｏｎｇｍａｎ， １９７８）。

笔者在教学中，除讲授历史学专业基础必修
课《世界近代史》外，还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开设了

在这两门课程的本科教学实践过程中，笔者
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非洲文明史》和《南部非洲史》两门专业选修课。

首先，学生对非洲的了解很少，即便有了解也

《非洲文明史》课程主要关注非洲文明发展的

往往带有较严重的偏差和偏见。在大部分学生眼

历史进程，从殖民时代前、殖民时代以及后殖民时

里，非洲就是一个到处都很热，到处都很穷，到处

期三个大阶段的框架出发，对影响非洲文明发展

都治安不好，到处都是饥荒、艾滋病或者战乱的地

的重大历史过程和历史问题，以及各主要文明实

方。更为严重的是，在大部分学生的意识里，非洲

体的发生发展进行讲述。课程的具体教学内容包

往往被不加区分地认作一个单一整体，某一个非

①

目前我国正式意义上的非洲史教材仅有两部：一部为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非洲通史》编写组编：
《非洲通史》，北京：北京师范大
《非洲史教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
学出版社，1984 年；另一部为陆庭恩、艾周昌编著：

②

张忠民：
《从事非洲研究和教学的心得体会》，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三十年》，第 108 页。

③

洪永红：
《从事非洲法研究与教学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三十年》，第 121 页。

④

潘华琼：
《非洲史教学的体会》，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三十年》，
第 123~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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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国家的独特性和发生的事往往被当成整个非洲

们可以讲清楚白人的历史，但对本土黑人的历史

的独特性和整个非洲都在发生的事。这种情况非

却仍是粗枝大叶。
二是担心对一些涉及非洲史研究的重点学术

常不利于正确了解非洲。
其次，学生难以真正接受“非洲不是我们所想

问题把握不足。①在非洲史研究中，一些问题非常

象的那样”这一认识。比如，当笔者在课堂上讲到

重要，如非洲古代文明、班图人迁徙、非洲古国、非

非洲一些地方气候宜人和某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洲口头传说等问题，但至今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

水平很高等问题时，
学生难以真正领会和承认。在

时仍不得不面对资料不充分、细节不明晰、影响难

长期片面接受和几乎没有亲身体验非洲的情况

界定等困难；还有一些问题则存在难以调和的二

下，他们对非洲的认识已在很大程度上固化，炎

元对立争议，如奴隶贸易的性质和影响问题、殖民

热、落后等已不是一个容易撕掉的标签，而是一条

主义在非洲的历史作用问题，作为入侵和殖民者

深入脑海的铭文。

的欧洲人与作为被侵略和被殖民者的非洲人之间

再次，学生难以真正理解非洲史研究的特殊

几乎不可能达成一致。正确把握这些问题，
就需要

学生似可以接受非洲史研究中所面临
性。一方面，

有体系性的教学大纲和原则性的教学指导，以便

的缺少文字资料所带来的缺陷、口头传说的重要

既使教师能尽量充分掌握材料，也使教师能回避

性、需要跨学科研究等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在

偏倚。

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历史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存在；
但另一方面，如果笔者在实际讲授的过程中，对一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采取
了如下的处理办法：

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事件和进程无法给出确切的

第一，两门课程都以“课程概论”为第一讲，先

时空界定，对学生说不知道某个人从哪里来，不知

讲明特殊性和强调要注意的特殊问题。两门课程

道某个政治经济实体由谁建立，不知道基本的即

的课程概论的第一部分内容均同样强调“非洲研

便是粗略的编年，那么学生就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究的特点”
，主要有四条：本土文字材料缺乏，外源

甚至无法接受，认为是笔者没做好准备。然而，这

性文字材料的客观性难以保证，对口头材料的借

恰恰就是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

助度非常高；对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等以及某

应该说，
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笔者当初作

些自然学科的借助度非常高；深受种族主义、殖民

为初学者时，也有很多误区和认识不到位之处，只

主义影响；要平衡把握好非洲大陆一般性和各区

是在不断深入学习和研究特别是在数次实地赴非

各国特殊性之间的关系。然后针对不同课程，
《非

由
洲学习访问之后才开始逐渐提升理解。实际上，

洲文明史》 要讲明非洲文明发生发展的特殊的自

于非洲和非洲史研究的种种特殊性，
“ 走进非洲”

然环境和历史进程，
《南部非洲史》 则要强调南部

已被公认是一条基本原则。但对广大本科学生而

非洲的特殊性，对这一区域的自然条件和居民以

言，他们大多仍只能通过他人的讲述和各种平面

及主要社会历史特点进行概括阐述。

资料来了解和认识非洲。

第二，在课程进行过程中，要根据具体情况有

而就站在讲台上的教师来说，笔者在两个方
面常感底气不足：

针对性地强调要注意认识和把握的特殊点。比如
在讲到库施文明和阿克苏姆——
—埃塞俄比亚文明

一是在涉及某些具体问题时会觉得讲不出太

时，一个重点是明确这两个文明早期的主要创建

多东西，
难以讲全讲细。这在《非洲文明史》的教学

和维系者并非黑种人，而是与古埃及和古代西南

实践中特别突出，我们对多个文明实体的发生和

亚有密切地缘和血缘联系的人群。为达此目的，
除

发展都不能明确何人何时何地何事，对细节过程

了从地缘和历史联系进行讲解外，还通过图片展

不得不承认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在这种情况下，

示古代库施壁画和现代埃塞俄比亚人，使学生一

笔者自己掌握的也只是些零碎片段的干巴知识，

望便知。而在讲到南非历史时，
一个重点是明确这

既难以展开，
更无法生动。《南部非洲史》在这方面

个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非常高。为达此目

的情况要好些，因为白人进入南部非洲和在南部

的，除了展示数据、联系南非在现代国际舞台上的

非洲的存在较多也较集中，相对能获得较多较明

地位外——
—南非是 Ｇ２０ 和金砖国家成员，还可以

晰的文字资料。但是，这有会带来新的问题，即我

通过图片展示现代南非风貌。

① 关于非洲史研究的诸重点学术问题可参见舒运国著：
《非洲史研究入门》，第 105~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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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注意联系非洲现状和中非关系现状。一

实际上，要真正地认识和把握现状，要真正很好地

方面，正如上面所述，单纯讲非洲史可能会出现

服务中非关系发展，从长远来看，非洲史研究的基

“讲不出什么东西”的局面，联系现状可以作为一

础工作必须做好。反映到具体实践上，
就是要形成

一些学生在对非洲史一无所知
个补充。另一方面，

一个比较繁荣的非洲史研究局面，使研究机构、研

或所知甚少的同时，对新闻报道中某些“触目惊

究人员和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有一个跃升发

的非洲现状却时有闻见。随着近年来中非关系
心”

展。只有这样，
非洲史教学才能扩展和深入。

的蓬勃发展，国内对非洲和中非关系的报道和介

其次，
要逐步探索构建非洲史教学体系。初期

绍越来越多，学生闻知非洲和中非关系现状的频

可尝试建立非洲整体史的教学体系，然后逐步从

率也越来越高，而这又直接与中国相关。因此，现

区域史、国别史、史料、史学史、史学理论等方面入

状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既能激发对相关历史的

手确立框架，制定大纲。对一些重点难点问题，可

兴趣，便于课程教学展开，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具体

尝试构建专题教学体系，将相关专题的研究力量

现状，
有利于课程教学发挥效果。

转化为教学力量。可考虑逐步确立一批学科和专
业，这些学科和专业可以先在研究生教学中试行，

三、
几点思考

要不断
然后再扩展到本科生教学。在这一过程中，
总结研究成果和教学实践经验，探索非洲史教学

总体而言，笔者的《非洲文明史》和《南部非洲

的原则和理论，
建设非洲史教学的课程教学论。

史》两门课程的本科教学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仍

再次，
亟须编写一批非洲史教材。在非洲史教

存在很多问题。作为教师，
笔者首先肯定是要不断

学实践中面临的诸多问题，虽然各有其本身难解

从自身找原因，但不得不说也有非洲和非洲史研

之处，但如果能有相应配套的教材，情况就会好很

究本身特殊性的原因，同时还必须指出当前我国

多，
特别是学生方面。教材编写工作可依托主要的

非洲史研究和教学总体低下的消极影响。

非洲研究机构和有较强非洲研究力量的高校，利

从根本上说，要使非洲史教学水平有效提升，

用已有的教学基础，既可以根据各单位情况自行

既需要研究基础的进一步夯实，也需要在教学体

开发，也可以有牵头有组织地合作，力争打造一个

突破性举动。
系和教材上有实质性、

与非洲史教学体系相配套的非洲史教材系列。

首先，要对非洲史研究给予真正的重视和支
持，
从量和质上不断提升非洲史研究水平。在当前

【作者简介】刘伟才，男，１９７９ 年生，湖北天门人，

中非关系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相关部门对非洲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

研究的重视和投入正日渐提升，但目前仍倾向于

究方向为南部非洲史、
非洲经济史、
中非关

关注现状，往往要求能立即服务于中非关系发展，

系。

对非洲史研究这种基础工作的重视仍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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