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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心主办“泛非主义与非洲复兴”国际学术研讨会 

4 月 20 日，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办“泛非主义与非洲复兴”

国际学术研讨会。 

来自美国、尼日利亚、加纳、苏丹等国家的专家学者，

中国前非洲事务特使刘贵今大使、中国前驻纳米比亚唐振琪

大使，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

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

非洲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湘潭大学非洲法

研究中心、徐州师范大学亚非研究所、湖南师范大学、上海

市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达之路国际控股集团以

及我校非洲研究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外交部

非洲司龙凌参赞和教育部国际司亚非处朱莉副处长亲临指

导并致辞。校长张民选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辞。国际交流

处处长白益民教授、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社科

处处长陈恒教授出席了开幕式。 

与会专家学者就泛非主义的历史渊源、泛非主义与非洲

一体化的关系、当前非洲复兴的热点问题等方面提交论文，

并结合中非关系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广泛讨论。此

次研讨会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民网、文汇报等媒体

对其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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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世纪非洲经济史》（舒运国、刘伟才著）出版 

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和中心成员刘伟才博士合著的《20

世纪非洲经济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3月出版。 

非洲大陆在 20 世纪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社会经济形态

转型。第一次在 20 世纪初，非洲大陆整体沦陷为西方殖民

地或者势力范围后，社会经济形态从传统经济向殖民地经济

转化，这次转型大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完成。第二次在

1960年代后，随着非洲国家的独立，非洲经济从殖民地经济

向现代经济过渡，这次转型至今尚在进行之中。非洲在 20

世纪经历的两次重大的社会经济转型，实际上也是非洲大陆

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的过程。因此，了解 20 世纪非

洲经济史，也就基本上了解非洲大陆经济发展的概貌。 

本书以 20世纪非洲社会经济形态的两次转型为主线，内

容包括：非洲传统经济、殖民地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南非种

族主义经济、非洲国家独立后建立民族经济的探索和尝试、

非洲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非洲大陆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以

及非洲对外经贸关系。本书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非洲经

济史，全书资料丰富、观点清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3、《泛非主义史（1900-2002）》（舒运国著）出版 

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新著，《泛非主义史（1900-2002）》，

已由商务印书馆 2013 年 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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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一种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对非洲近现代历史

产生了无可比拟的巨大的影响，那么它就是泛非主义。作为

黑人种族和非洲大陆的民族主义，泛非主义既是一种思想理

论，又是一种政治运动。在其诞生后的一百多年里，它随着

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并在其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显现出鲜明的

特色。泛非主义唤醒了非洲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觉悟，塑

造了非洲大陆特有的区域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它对于非洲大

陆的独立以及此后的非洲一体化进程，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 

本书取 1900—2002年的泛非主义为研究对象，其中 1900

—1963 年为泛非主义第一阶段，或者称为早期泛非主义时

期；1963—2002年为泛非主义第二阶段，或者称为非统时期

的泛非主义；2002 年以后为泛非主义的第三阶段，或者称为

非洲联盟时期的泛非主义。全书分为上、下篇和余论三部分。

上篇阐述早期泛非主义，内容包括泛非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和社会条件、早期泛非主义思想家、泛非主义运动、第五次

泛非大会和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下篇剖析非统时期的泛非主

义，既肯定了非统组织对于泛非主义的贡献，也指出了非统

组织存在的诸多不足。余论简要介绍了非洲联盟时期的泛非

主义。 

http://hanyu.iciba.com/hy/%E6%B0%91%E6%97%8F%E4%B8%BB%E4%B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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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资料详实，观点清晰，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本书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泛非主义史研究》的最终成果，也

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研究泛非主义历史的著作。 

 

4、《非洲经济评论》第二辑即将出版 

出版刊物是教育部对“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

的基本要求之一。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为了保持自己

的研究特色，推动国内学界对非洲经济的研究，从 2012 年

起编辑出版《非洲经济评论》。目前已经出版了《非洲经济

评论》（2012）（上海三联出版社），社会反响良好。 

2013 年 7月，《非洲经济评论》（2013）已经完成组稿，

根据组稿情况，设立了“泛非主义与非洲复兴国际研讨会论

文选登”、“非洲经济研究”和“外刊及文件选译”等三个栏

目，字数约 25万字，预计今年年底前出版。 

 

5、中心成功竞标上海市社联 2013 年度学术年会主题专场 

2013 年 7月，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申报的“中国

对非战略与实践”，被列为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一届（2013

年）学术年会主题专场。社联给予项目资助经费 3 万元。7

月 15 日，社联召开本年度学术年会筹备工作会议，社联党

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沈国明研究员与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签

署了项目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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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自 2003 年创办以来，已经

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品牌。第十一届学术年会的主题是

“中国梦：道路·精神·力量”，由年会大会、学科专场、

主题专场三大板块构成。其中，主题专场共设 10 场，由全

市范围的社会科学界竞标。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成

功竞标，既反映了非洲中心在该学科研究中的地位，又是非

洲中心主动服务国家和社会，发挥智库功能的具体体现。 

 

6、中心成员参加“非统/非盟五十年与亚非合作”研讨会 

5 月 17—18日，“非统/非盟五十年与亚非合作”研讨会

在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举行，中心副主任张忠祥出席会议

并作题为《非洲复兴：理想与现实》的发言。 

本次会议由由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中国亚非学会、中国

非洲问题研究会、中国中东学会、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共

同主办，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非盟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

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联合承办，研讨会主题为“非盟（非统）

五十年与亚非合作”，下设“全球化与非洲区域一体化”、“非

盟（非统）与亚非合作”、“非洲动态与热点问题”、“非盟（非

统）与非洲政治”等多个分论题。参会人员除国内主要非洲

研究机构的人员外，还有长期从事涉非外交工作的前外交

官、非洲官员和学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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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的非洲战略——一个私营企业的视角》出版引起学

界热议 

由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生——达之路集团

董事长何烈辉先生撰写的著作《中国的非洲战略——一个私

营企业的视角》由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该书的

面世引起学术界的热议和共鸣。该书是由中国企业界人士撰

写的有关非洲问题的第一本专著。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秘书

长金应忠教授第一时间以《要培育新型大国的国民意识——

读何烈辉著作的启示》为题撰写了书评。金教授指出：“中

国和平发展道路是新型大国成长的道路，是以新型大国国民

意识为基础的。中国参与非洲发展能否成为我国培养新型大

国国民意识的学校，这是值得研究的，至少《中国的非洲战

略——一个私营企业的视角》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参考，值得

一读。” 

 

8、舒运国教授在《人民日报》撰文 

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在《人民日报》撰文“中非从来都

是命运共同体”，（笔名钟声）《人民日报》2013 年 5 月

27 日。舒教授认为，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

同的战略利益把中非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决定了双方关系历

久弥新，也为双方携手共进、走向未来创造了巨大空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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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发声是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服

务社会的主要体现。 

 

9、舒运国教授接受《文汇报》采访：中非期待提高经济合

作水平 

3 月 26 日，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接受《文汇报》记者采

访时指出，中非在未来将致力于提高经济合作水平，这对于

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与此同时，中非合作与其他

国家与非洲合作之间也可能产生更多竞争，舒教授认为应当

提倡良性、和谐竞争。舒教授表示，要使中非关系保持良性

发展，中国需不断提高与非洲经济合作的层次，着力加强人

力资源培训和技术交流。习主席提出中非为“命运共同体”，

这表明中国对非洲因曾强烈依赖外国发展经济而产生对走

自力更生道路的渴望有深刻认同感。 

 

10、舒运国教授在《文汇报》撰文 

《文汇报》2013 年 7 月 18 日发表了舒运国教授的文章

——“若没有曼德拉，南非走向何处”。文章认为，综合分

析南非的历史与现实，可以发现，曼德拉为南非拉开了通往

美好社会的序幕。经过南非人民近 20 年的努力，新南非社

会稳定，经济正在崛起。因此，尽管新南非在发展的进程中

还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和困难，但是这些都不可能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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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离去后造成社会动乱甚至后退的理由。相反，曼德拉

为南非留下的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成为南非人民前进

的力量。 

 

11、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会见南南全球技术产权交易所客人 

2013 年 5月 20日，南南全球技术产权交易所运行总监陈

浩一行 4 人访问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与中心主任舒

运国教授进行了座谈，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和中心成员刘

伟才老师会见时在座。南南全球技术产权交易所是联合国设

立的综合市场化服务机构，该机构为了开展中非经贸合作项

目，此次专门向研究非洲的学术单位咨询。舒教授向客人介

绍中心情况，并就加强中非经贸合作，尤其是中国企业如何

与非洲进行新能源合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上海师范大学非

洲研究中心 2011 年底被教育部评为“区域和国别研究（培

育）基地”，中心在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同时，积极为国家总

体对外战略和社会服务，发挥智库的功能。 

 

12、英国学者肯尼斯·金访问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6 月 6 日，英国皇家非洲协会副会长、欧洲发展研究与

培训机构联合会副主席、香港大学杰出访问教授、原爱丁堡

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肯尼斯·金（Kenneth King）访问上

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就中非关系、中非教育合作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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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与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进行了交流。金教授在非洲教育

研究领域颇有建树，近年来转向研究中非关系，今年出版了

新著《中国对非援助及软实力》。 

 

13、香港大学学者波多莫博士访问中心 

5 月 25 日，香港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语言学系副教授波多

莫（Adams B. Bodomo）博士访问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

心。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中心研究人员刘伟才老师以及部

分研究生同学参与了会见。波多莫博士以“非洲人在中国：

非洲最新移民社群的要点问题及解释”为主题同中心成员进

行了交流，并回答了研究生就在华非洲人与中国人的交往以

及他们在中国的机会与挑战等问题的提问。 

 

14、刘鸿武教授应邀来非洲研究中心作讲座 

3 月 26 日，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外交部中非联合研究指导委员会委员刘鸿武教授，应邀为我

研究中心的研究生作了题为《非洲发展大势的中国判断与选

择》的讲座。刘教授从习近平主席访非讲起，高度肯定中非

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认为非洲是中国发展的

机遇，中国也是非洲发展的机遇。非洲最近 12 年来经济的

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得益于中非合作的推动。刘教授

从东西方视角比较的角度，分析了非洲发展大势，认为在未



 11 

来的 20 年，非洲将成为第二个中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

展的发动机。刘教授还对进一步深化中非合作提出了自己的

看法。 

15、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应邀到非洲研究中心作讲座 

4 月 19 日，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李安山教授应邀为中心研究生作了

题为《国际政治中的中非关系：历史、现状与发展》讲座。

讲座由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主持。 

李安山教授的讲座共分为六个部分：中非关系的历史渊

源，“中国崛起”的判断与解读，中非关系的连续性与阶段

性，中国对非政策的转变，中非关系的形式与特点，中非关

系的曲解与批判。李教授的讲座内容丰富，信息量大，有历

史的深度、透彻的分析，并结合自己多年来在非洲的亲身经

历，对中非关系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讲座结束后，李教授

与研究生同学进行了互动交流，使同学们受益良多。 

 

16、张忠祥教授在《光明日报》理论版撰文 

2013 年 1月 31日，《光明日报》理论版刊登了上海师

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张忠祥教授的文章《20世纪非洲史学的

成就》。该文分析了 20 世纪非洲史学复兴的原因、20 世纪

非洲史学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及主要的史学流派。在国际学术

界开始关注全球史学史，以及非洲复兴与中非关系大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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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研究 20 世纪的非洲史学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因

为，非洲史学是全球史学的一部分，长期被学术界所忽视。 

 

17、刘伟才博士提交调研报告 

    加纳采金事件是近年来中非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2013

年 7 月，刘伟才博士赴广西上林实地考察，就上林人加纳采

金事件进行实地调研，对在加纳采金的当事人进行访谈，并

依此为基础撰写报告《“上林人加纳采金事件”的几点思考》，

提交给外交部“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主管单位。报告就

上林人在加纳采金的实际遭遇、所遇到的问题和造成的影响

以及我外交部门的应对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探讨。 

 

 18、 刘伟才博士发表论文《伊丽莎白·科尔森的通加研究》 

刘伟才博士的论文《伊丽莎白·科尔森的通加研究》发

表在《西亚非洲》2013年第 2期上。该文认为：伊丽莎白·科

尔森是非洲人类学研究的著名学者，长期对生活在赞比亚和

津巴布韦的通加人族群进行人类学调查和研究。她对通加人

的经济社会生活、宗教信仰、教育文化等进行了细致深入的

研究并取得众多成果，对非洲研究和人类学研究都产生了重

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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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张忠祥教授就习近平主席访非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3 月底习近平主席出席在南非德班召开的金砖国家合作

组织第五届峰会，并且访问南非、坦桑尼亚、刚果（布）等

非洲国家，这是中国新任国家领导人首次出访。3 月 14 日，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接受新华社

上海分社经济部姚玉洁主任的采访，就此次习主席访非的意

义，中非关系的发展现状及挑战、如何提升中国在非洲的软

实力等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阐述。作为教育部“区域和国别

研究（培育）基地”，非洲研究中心除了教学和科研外，还

兼具智库、服务国家总体对外战略的功能。 

 

20、张忠祥教授应邀在上海博物馆作讲座 

2013 年 4 月 14 日，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忠祥教授应邀在上海博物馆作讲座，题目为“非洲传统社

会结构与文化习俗”。张教授从习近平主席访问非洲切入主

题，认为在当今中非关系大发展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加强中

非民间交流和人文交流。讲座着重剖析了以王国—村社—大

家庭为核心的非洲传统社会结构，以及长期影响非洲社会发

展的酋长制、村社制等政治经济制度，并对非洲黑人独特的

文化习俗进行了生动的阐释。近期，刚果河——非洲中部雕

刻艺术展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讲座为观众更好地理解非洲

的艺术和文化提供了帮助。这也是非洲研究中心服务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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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体现。 

 

21、张忠祥教授发表论文《非洲复兴：理想与现实》 

近年来，随着非洲一体化的推进和非洲经济的较快发

展，非洲复兴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非洲复兴是

几代非洲人的梦想，与泛非主义密不可分。作者认为对于非

洲复兴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估计太高，非洲复兴面临

诸多内外挑战：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反复性、经济结构调整的

困境、一体化的障碍和外部新干涉主义的抬头等。非洲国家

应该抓住机遇，直面挑战，继续推进非洲一体化、增强自主

发展能力、加强与金砖国家的合作，推动非洲真正实现复兴。

该文发表在《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 7期。 

 

22、张忠祥教授访问博茨瓦纳 

2013 年 8 月 5 日至 11 日，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访问

了博茨瓦纳。7 日上午会见了博茨瓦纳大学原副校长杨曼教

授、博茨瓦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莫阿诶教授和博茨瓦纳大学

孔子学院非方院长帕特教授，就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与博茨瓦纳大学合作研究交换了意见。当天下午，与“博茨

瓦纳-非洲-中国”研究小组全体成员进行了学术交流，作了

“非洲研究在中国”的报告。8 日晚上，为博茨瓦纳大学孔

子学院的学员作了“中国学者视野中的中非关系”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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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回答了学员提出的问题。 

访博期间，张忠祥教授拜会了博茨瓦纳华人华侨总商会

会长刘冰先生和非洲国际文化传媒集团董事长南庚戌先生，

就当今非洲社会思潮、中非关系及中资企业社会责任等问题

进行了交流。此访得到了外交部“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

资助，该计划的设立是为了支持中国学者与非洲学者面对面

的交流。 

 

 23、刘伟才博士访问赞比亚 

    2013年 7 月 25 日—8 月 14日，刘伟才博士在赞比亚进

行实地调研，与赞比亚大学历史系、政治学系、发展研究系

的师生进行交流，并访问了赞比亚的主要非政府组织

SACCORD （ Southern African Center for Constructive 

Resolution of Disputes）、MISA（Media Institute of Southern 

Africa）、JCTR（Jesuit Centre for Theological Reflection）、TIZ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Zambia）、Critas Zambia 以及国

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在赞比亚的分部。 

    此次调研的目的主要是就赞比亚知识阶层对中非关系

的看法、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在非存在的态度和所采取的行动

等问题搜集资料和了解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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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学者访问中心 

2013年 8月 14日，英国学者大卫·勒威斯（David Lewis）

博士访问非洲研究中心。大卫博士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政治

系教师，主要研究国际关系和非洲冲突。该学者就非洲冲突、

非洲和平安全、中非关系等问题与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进

行了交流。            

 

25、人才培养 

2013年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有黄玉沛（学位论文

题目为：《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研究》）、韩宇澄（学位论文题

目为：《非洲开发银行研究》）、王妤（学位论文题目为《殖

民时代以来博茨瓦纳的养牛业》）等 3 名硕士研究生顺利

通过论文答辩，其中 2人在高校工作，1 人考上博士研究生。

今年，非洲研究中心录取黄玉沛和陈志禄等 2名博士研究生，

录取代竹君等 3 名硕士研究生，使得中心在读博士生达到 5

名，在读硕士研究生达到 8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