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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舒运国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 

2014 年 1 月 13 日，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舒

运国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非洲市场涌热潮》。

舒教授认为：非洲的缓慢崛起，非洲经济逐渐释放的活力，

让这块古老的大陆正在成为“最后一块机会之地”。非洲大陆丰

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不仅引发了发达国家的投资热

情，新兴市场国家与非洲的经贸合作也迅速升温。中国自

2009 年起已连续 5 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同时也

是非洲重要的发展合作伙伴和新兴投资来源地。双方的经贸

合作成为非洲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 

 

 

2. 张忠祥教授接受《支点》杂志社记者的采访 

2014 年 1 月 14 日，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忠祥教授，接受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支点》杂志社记者的

采访。张教授就新南非成立近 20 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发生

的变化、南非经济走势、中南经贸合作、曼德拉离世对南非

可能的影响等问题回答了该杂志社记者的提问。 

 

 

3. 中心成功申请到 2014 年度外交部课题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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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 月，外交部非洲司下达 2014 年度“中非联合

研究交流计划”项目通知书，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成功

申请到 3 个课题，其中课题研究 2 项、学术交流 1 项，经费

总计 28 万元。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主持课题研究与学术

交流各 1 项，刘伟才副教授主持课题研究 1 项。 

近年来，我中心积极参与外交部负责的“中非联合研究交

流计划”项目，努力为中国对非外交提供智力支撑，已经完成

该项目 4 项，涉及课题研究、学术交流和著作出版，优良率

达到百分之百，受到上级部门的好评。此次，我中心在项目

数量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和浙江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院并列第一。 

 

 

4. 叶书宗教授应邀来非洲研究中心作讲座 

3 月 24 日下午，原上海师大历史系主任、长江文化研究

所所长、上海世界史学会副会长叶书宗教授应邀为非洲研究

中心研究生做了《史学研究的读与写》的讲座。讲座由张忠

祥教授主持，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研究生同学聆听了讲

座。叶教授是国内著名的世界史研究专家，近年来笔耕不断，

他的讲座对研究生的学习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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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舒运国教授等出席中国非洲史研究会 2014年年会暨学术

研讨会 

    4 月 19-20 日，中国非洲史研究会 2014 年年会暨学术

研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外交部、教育部、国开行

及高校和研究所约 40 家单位的 120 多位代表与会。年会的

主题是“非洲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历史变化”，会议除主旨发言

外，安排了“非洲与世界格局”、“非洲与西方世界”、“中非投资与

经贸关系”、“非洲发展问题”、“非洲与新型经济体的关系”和“中

国与非洲的关系”等六个专题，进行了交流。本次研讨会共安

排了 8 位主旨发言，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副主任张忠祥教

授、中心博士生何烈辉分别做了大会主旨发言。 

 

 

6. 中国交通建设公司设计院的专家拜访张忠祥教授 

5 月 29 日，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三航务工程勘

察设计院施雄彪副总经理一行两人，拜访上海师范大学非洲

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国交通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港口、码头、航道、公路、桥梁、

铁路、隧道、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该公司在非洲

的业务不断拓展，施雄彪副总经理此行的目的是商讨与上海

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加强合作，希望中心为该企业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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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非洲做决策咨询。 

 

 

7. 舒运国教授在《世界历史》发表论文 

2014 年 5 月，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舒运国

教授的《泛非主义与非洲一体化》一文刊登在《世界历史》

杂志 2014 年第 2 期。舒运国教授长期从事非洲研究工作，

在非洲历史、泛非主义、非洲经济史以及当代非洲经济发展

等领域极具影响。其撰写的专著《泛非主义史（1900-2002）》，

已由商务印书馆 2013 年 8 月出版。 

 

 

8．配合李克强总理访非，中心成员接受多家媒体采访 

2014 年 5 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

安哥拉、肯尼亚四国，并在非盟总部发表演讲。这是继去年

习近平主席访非之后，又一次中非高层互访。为配合李克强

总理访非，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接

受多家媒体采访，宣传李总理访非的重大意义。舒运国教授

接受了凤凰台、深圳卫视、文汇报、新民晚报、东方早报等

采访。这是我们中心服务社会，发挥智库功能的具体表现。 

 

9. 张忠祥教授访问博茨瓦纳和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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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 日至 4 日，张忠祥教授出席博茨瓦纳大学中国研

究小组（ACRG）和孔子学院联合主办的 “中国与非洲-——

通过多学科研究增进相互理解”国际会议，作了题为《中非关

系——从中国学者的视角》的大会发言，并代表上海师范大

学非洲研究中心与参会的非洲研究机构商谈了合作事宜。 6

月 6 日，张忠祥教授访问了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SAIIA），

就金砖国家与非洲的关系、非洲经济走势等问题，与该研究

所 “世界大国与非洲关系 ”项目主管朱迪博士（ Judy 

Smith-Höhn）等三名学者进行了交流。6 月 9 日，张忠祥教

授访问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Stellenbosch University），与

该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格文博士（Sven Grimm）等五名学

者进行了交流。双方主要就金砖国家与非洲的关系、非洲经

济走势，以及双方的合作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10.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杨洁勉研究员来中心作讲座 

6 月 16 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

生导师、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杨洁勉研究员来我校非洲研究

中心，做了题为《国际问题研究和当今智库担当》的讲座，

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杨洁勉研

究员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国际问题研究和当今中国智库责任

担当之间的关系，并从国际问题研究的内涵、实践自觉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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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能力、理论功底和理论创新、立题谋篇与提炼简约四个方

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讲座结束之后，杨院长主任耐心、细

致地回答了听众们提出的问题。 

 

 

11. 南部非洲研究与文献中心执行主任姆耐兹访问中心 

    6 月 19 日，南部非洲研究与文献中心执行主任姆奈兹

（Munetsi Madakufamba）访问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

心，就非洲经济形势、区域合作等问题与中心副主任张忠祥

教授进行了交流。中心博士生陈志禄、黄玉沛等参加座谈。 

南部非洲研究与文献中心（Southern African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Centre , SARDC）系南部非洲发展共同

体下属机构，是非洲著名智库之一，也是“中非智库 10+10

合作伙伴计划”框架下与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结对单

位。 

 

 

12. 博茨瓦纳大学原副校长杨曼教授访问非洲研究中心 

    6 月 21 日，博茨瓦纳大学原副校长杨曼教授（Frank 

Youngman）访问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与中心副主

任张忠祥教授进行了交流，中心博士生陈志禄参加座谈。 

杨曼教授是博茨瓦纳大学“非洲—中国研究小组”（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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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China Research Group）的发起人和核心人物，该小

组于 6 月初在博茨瓦纳大学召开了题为“中国与非洲—通过

多学科研究增进相互理解”的国际会议。 

 

 

13. 学校聘请王南先生为非洲中心研究员 

    为进一步充实非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力量，发挥智库功

能，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张民选教授签发聘书，正式聘任王南

先生为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6 月 19 日，上海师范大学非洲

研究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为王南先生颁发了聘书。 

王南先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曾任人民日报国

际部西亚非洲编辑室主任、国际部亚洲太平洋编辑室主任，

对非洲问题、中东问题、伊斯兰问题和国际恐怖主义等有深

入研究，尤其擅长国际评论和国际内参的采写和策划。 

 

 

14. 中心召开“非洲工业化与中非合作”国际研讨会 

    6 月 20 日，由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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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洲工业化与中非合

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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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驻卢旺达舒展

大使特邀出席研讨会。来自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莫桑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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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等非洲国家的专家学者，来自外交部、中联部、中国社

会科学院、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国际

问题研究院、浙江师范大学以及我校非洲研究中心等单位的

官员和学者 50 余人出席了会议。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非洲工业化与中非合作”的主题，从

非洲工业化的理论与实践、非洲工业化的区域与国别经验、

中国与非洲合作等视角展开讨论、各抒己见。博茨瓦纳大学

前校长 Frank Youngman 从中国与非洲工业合作的视角出

发，探讨了博茨瓦纳在其中的影响因素；莫桑比克驻上海总

领事 Agnisse Siquir 依据莫桑比克政府投资促进中心的研究

报告，指出了投资莫桑比克的机遇和挑战；南部非洲研究与

文献中心主任 Munetsi Madakufamba 评析了南部非洲工业

发展的前景与机遇，认为非洲国家可以从中国在非洲开设的

经贸特区经验中寻找机遇。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舒运国教授在发言中特别指出，在研究非洲工业化时，要考

虑非洲的实际情况，切忌把外部想法强加给非洲。西亚非洲

研究所的杨立华研究员提出了非洲适度工业化的概念。本次

会议共收到论文 20 多篇，集结成册在大会上进行了交流。

中国前非洲事务特使刘贵今大使对会议做了总结发言。他从

中国对非洲的观念、理念、信念三个方面的视角谈了自己的

体会。首先要转变对非洲观念；其次要用“新型义利观”的理

念处理中非合作存在的问题；第三要坚定中非合作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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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讨会大家畅所欲言，不乏观点交锋，更有真知灼

见。此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得到了与会者们的一致赞许。

人民网、文汇报等媒体对研讨会进行了报道。 

 

 

15． 中心成功入选“中非智库 10+10 合作伙伴计划” 

    2014 年 6 月，外交部非洲司发函，正式批准上海师范

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为“中非智库 10+10 合作伙伴计划”的学术

机构，结对的非方智库是津巴布韦南部非洲研究与文献中心

（ Southern African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Centre）。由此，我校非洲研究中心正式成为外交部认可的

非洲研究智库。 

“中非智库 10+10 合作伙伴计划”是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

部长级会议的举措之一，旨在推动中非学术机构在“中非联合

研究交流计划”框架下结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进一步提升中

非学术交流与合作水平，促进中非人文交流持续深入发展。 

此次，以成功入选外交部“中非智库 10+10 合作伙伴计

划”为契机，中心将进一步发挥智库功能，服务于国家的总体

对外战略。 

 

    16．张忠祥教授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近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下发立项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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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主持的“20 世

纪非洲史学与史学家研究”或准立项，项目类别为重点项目，

资助金额 35 万元。该项目的立项将有力促进非洲中心对非

洲历史和非洲史学的基础性研究。 

 

 

17．《文汇报》整版报道中心博士何烈辉——不忘初心的非

洲“酋长” 

6 月 27 日，上海《文汇报》对达之路国际控股集团董事

长、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何烈辉进行了整版报

道，称其为：不忘初心的非洲“酋长”。 

    该文不仅报道了何烈辉往来中非十四载的经商艰辛历

程，同时也指出如今的何烈辉还以专家的身份，受邀于高校

和研究院，为推动中非交流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并因此

被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授予“酋长”头衔。中非建交半个多世纪

来，正是有了诸多像何烈辉这样心怀天下者的存在，中非传

统友谊才有了延续下去的根基和生命力。 

 

 

    18．中心成员撰写多篇内参 

    区域国别研究基地需要在科研研究、培养人才的同时，

积极服务国家和社会，发挥智库功能。近年来，上海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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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非洲研究中心积极撰写咨询报告，为国家建言献策。2014

年上半年，中心成员已经在《内部参阅》发表 3 篇报告，分

别是王南研究员撰写的《我国应借重宗教发展与中东国家关

系》、《在华非洲人群体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和张忠祥教授撰

写的《以基础设施合作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 

 

 

    19．中心多名研究生赴非洲孔子学院任志愿者 

中心一直支持学生参与国际交流，千方百计为研究所创

造这样的条件，近年来，中心有 8 名研究生赴非洲学习考察

3 个月至 1 年不等。今年，中心有 3 名研究生通过公开竞聘

和中心推荐，赴非洲孔子学院做志愿者 1 年，这既是锻炼自

己能力的好机会，同时，又是考察和学习非洲的宝贵机会，

为各自的非洲研究打下基础。 

 

 

20．中心研究生王博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2013 年 5 月 25 日，中心硕士研究生王博同学顺利通过

学位论文答辩。王博的导师是舒运国教授，她的硕士学位论

文题目是“博茨瓦纳塔提地区土地问题研究”。该文以博茨瓦纳

东北地区土地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独立后博茨瓦纳政府

实施的土地改革为主线，结合近年代来南非和津巴布韦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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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实例，分析博茨瓦纳的土地改革历程。在论文撰写过

程中，王博专门赴博茨瓦纳进行 3 个月的考察，搜集了许多

资料，并与博茨瓦纳大学的专家进行过多次讨论。这也说明，

中心研究生培养水平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