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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心成功举办上海市社联年会主题专场

9 月 21 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十一届（2013

年）学术年会主题专场“中国对非战略与实践”在沪召开，

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承办。中国非洲史

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

主持了研讨会。来自国内非洲研究的专家学者 30 余人参加

了会议，就中国对非战略的沿革、中国对非战略的内涵、中

国对非战略的政策建议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会上，舒运国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沐涛

教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李伟建研究

员、上海社会科学院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余建华研究

员、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上海达

之路国际控股集团董事长何烈辉先生、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

究院学者卢凌宇副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学者

刘伟才博士等作了专题发言。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

刘鸿武教授向研讨会提交了论文。

上海市社联年会自 2003 年创办以来，已经成为汇聚学术

百家、展示研究成果的公共平台。本届（201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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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

心通过竞标，成功举办本次学术年会的非洲问题专场。人民

网和《文汇报》等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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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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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商务印书馆于 2013 年 8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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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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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资料详实，观点清晰，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该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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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hanyu.iciba.com/hy/æ°�æ��ä¸»ä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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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心出版《非洲经济评论（2013）》

2013 年 12 月，由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办、舒

运国教授和张忠祥教授主编的《非洲经济评论（2013）》出

版发行。本期刊物设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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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字数约为 35 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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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反响良好。《非洲经济评论》聘请政

府涉非部门官员、国内外知名非洲研究学者为编委，是国内

首份以非洲经济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术刊物。《非洲经济评

论》以书代刊，目前每年出一期。

4．中心完成外交部项目 2 项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系外交部“中非联合研究

交流计划”的学术单位，一直积极参加该交流计划项目，已

经先后完成 4 个项目，其中一个项目被评为优秀。今年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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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2 个项目，涉及课题研究和交流项目，分别是张忠祥教授

主持的《当今非洲社会思潮对中非关系的影响及我对策研

究》和刘伟才副教授主持的《非洲知识阶层对中非关系的看

法及影响》。两位老师分别于 7 月和 8 月赴非洲考察，并于

10 份向外交部非洲司提交了研究报告。

5．中心与达之路国际控股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0 月 18 日，非洲驻华大使和总领事、沪浙两地职能部

门的官员、非洲研究专家以及媒体人士 80 余人齐聚浦东金

桥，出席达之路国际控股集团“非洲中心特别大使”聘任仪

式。达之路国际控股集团是一家著名的涉非企业，拥有总建

筑面积约 12.8 万平方米的“非洲中心”，涵盖非洲签证申

请中心、非洲投资和贸易促进中心、非洲文化和艺术中心、

非洲旅游促进中心和非洲博览馆等。

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陆建非教授应邀出席授聘仪式

并作专题演讲，介绍了我校在博茨瓦纳孔子学院、中非 20+20

高校合作项目、上海师大非洲研究中心、我校招收非洲留学

生等情况。

会上，陆建非书记与达之路集团董事长何烈辉先生共同

签署了上海师范大学与达之路集团的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

发挥各自优势，加强智库和企业的合作，推动对非研究。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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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助理茆训诚教授、非洲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和副主任张忠

祥教授出席了该活动。

6．非洲智库团访问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2013 年 11 月 4 日，非洲国家智库学者考察团一行 19

人访问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校国际交流处处长武

成、非洲研究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副主任张忠祥教授出席

座谈会，双方就中非关系、孔子学院交流等议题进行了深入

探讨与交流。

该考察团由来自突尼斯、科特迪瓦、喀麦隆、贝宁、加

蓬、马里、乍得等国知名研究机构和高校的 19 名专家学者

组成。座谈会上，国际交流处武成处长介绍了上海师范大学

的办学特色和对外交流等基本情况，舒运国教授介绍了上海

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

国际交流等方面的情况。

考察团希望借鉴上海师范大学在博茨瓦纳建立孔子学院

的成功经验，盼望中方帮助西非国家设立更多的孔子学院。

考察团对中心出版的《非洲经济评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7．中心成功承办中非高校 20+20 合作项目

12 月 15 日至 21 日，由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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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部“中非高校 20+20 合作计划”博茨瓦纳大学学者来

华培训项目在沪实施。培训项目学员由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

的 8 名教师和 8 名在校学生组成，其中 11 名学员参加了人

文与传播学院非洲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文化与中非关系

培训”，5 名学员参加了商学院组织的“中国金融市场培

训”。培训项目分别由全英文讲座和实地考察两部分构成。

“中非高校 20+20 合作计划”是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

长级会议《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2010-2012 年）》中国政府

提出的承诺，通过 20 所中方院校与 20 非洲院校一对一开展

教育务实合作，旨在推动双方人文交流。上海师范大学非洲

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积极承担中非高校 20+20 合作项目，积

极开展与博茨瓦纳大学的对口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8．张忠祥教授接受《中国与非洲》杂志专访

在第三届中非智库论坛召开前夕，10 月 19 日，上海师

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接受《中国与非洲》

杂志的专访，就中非学者与智库交流对中非关系的影响，以

及如何进一步推动中非学者和智库的交流等问题回答了《中

国与非洲》杂志记者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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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非洲》是一份向国内外发行的英文和法文刊物，

动态反映中非合作的现状，中非学者对非洲热点问题的看

法，以及对中国和非洲的最新报道。近年来，上海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中心的老师常常在该刊物撰写文章，为提升中国在

非软实力作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

9.内参《推助非洲国家成立对华研究机构的思考》发表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王南在《内部参

阅》2013 年第 39 期发表《推助非洲国家成立对华研究机构

的思考》。

10．张忠祥教授接受上海电视台专访解读曼德拉的传奇一生

12 月 5 日，南非国父曼德拉逝世，世界各地以不同的方

式纪念和缅怀这位非洲著名的政治家。6 日晚上，上海师范

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接受上海电视台看看

新闻网的专访，给广大的观众朋友现场解读曼德拉充满传奇

的一生，总结了这位伟人人生转折点，分析曼德拉对南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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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转型的贡献，并且回答了他的逝世是否会对南非政局产生

影响等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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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的同

时，积极服务社会，发挥智库功能。

11．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学者齐扎•莫哈埃访问非洲研究中

心

11 月 29 日中午，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学者齐扎·莫哈

埃（Chedza Mogae）访问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就中

非关系、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问题与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

授会谈，中心博士生黄玉沛参与交流。

齐扎·莫哈埃目前在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做访问学者，

这次来中国进行短期的学术交流与调研。她曾就读于非洲的

博茨瓦纳大学和中国的复旦大学，目前的研究兴趣主要包括

中非关系、中国对非洲的技术转移等。

12．张忠祥教授出席中非智库论坛第三届会议

2013 年 10 月 21 日至 22 日，中非智库论坛第三届会议在

北京国际饭店举行，本届会议的主题是“中非关系的提升与

中非软实力建设”。国内外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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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多人与会，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开幕式上致辞，对 2009 年

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以来，中非学者和中非智库

交流所取得的成绩表示充分肯定，并对中非学者提出 3 点希

望：增强使命感、争取话语权、把握时代性，勉励大家下苦

功夫、多出精品。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受会议组

织方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邀请出席此次中非智库论

坛，在会上作了“中非合作论坛与中非关系的提升：机遇与

挑战”的发言，并且担任了分论坛“中非关系的提升：动力、

方向与举措”的主持人。

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上海师范

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作为外交部“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

的合作单位之一，近年来积极参与该计划的研究工作，完成

该计划下的课题多项，涉及课题研究、学术交流和著作出版

等，受到相关部门的好评。

13．张忠祥教授出席一体化与基础设施国际研讨会

2013 年 10 月 24 日至 25 日，“非洲 54 个国家和一个联

盟：一体化与基础设施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

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世界合作基金会、霍普金斯

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威尔逊中心联合主办。国内外非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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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专家学者、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企业家和媒体人士 100

多人与会。意大利前总理、世界合作基金会主席、联合国秘

书长萨赫勒特使普罗迪，非盟委员会副主席姆温查，中国社

会科学院副院长赵胜轩等嘉宾到会致辞。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应邀与

会，提交会议论文《中非基础设施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并

担任第四时段“新技术与非洲发展”的主持人。

14．中心成员参加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

第二次工作会议

2013 年 11 月 15 日，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

基地”第二次工作会议在南开大学召开，这是教育部自区域

和国别研究基地启动以来，对各基地工作的一次大检阅。会

上，国际司陈盈晖副司长代表教育部对各基地提出了三点要

求：第一，牢牢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第二，紧紧扣住各项

工作重点；第三，时时关注基地人才队伍建设。上海国际问

题研究院杨洁勉院长应邀为与会专家学者作了题为《智库建

设与服务大局》的专题报告。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是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

究（培育）基地”之一，近年来在基地制度建设、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国际交流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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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此次会议，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代表中心主要就 2013

年基地工作成绩和工作亮点进行了汇报，校国际交流处武成

处长和中心成员刘伟才博士参会。

15．埃塞俄比亚总理会见中心成员何烈辉

当地时间 2013 年 12 月 11 日晚上 9 点，埃塞俄比亚总

理海尔马里亚姆在亚的斯亚贝巴总理府会见了到访的达之

路集团董事长、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生何烈辉一

行。

海尔马里亚姆总理诚挚的欢迎达之路集团董事长何烈

辉一行到埃塞俄比亚参观考察，畅叙了双方的友谊，并详细

的介绍了埃塞俄比亚最新的投资政策和投资机会。海尔马里

亚姆总理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和人民都非常的珍惜和中国的

友谊，埃塞俄比亚目前正在大力发展经济，特别是制造业，

希望达之路集团能够带动更多的中国企业到埃塞俄比亚来

投资。

达之路集团董事长何烈辉对于埃塞俄比亚政府的盛情

邀请和热情接待向海尔马里亚姆总理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并

向海尔马里亚姆总理详细介绍了“非洲中心”的建设情况，

以及和埃塞俄比亚合作项目的最新进展，海尔马里亚姆总理

对“非洲中心”即将竣工和投入使用表示由衷的高兴和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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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希望“非洲中心”能成为中国和埃塞俄比亚两国企业交

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埃塞俄比亚政府会全力支持达之路集团

在埃塞俄比亚的发展。

16．吉布提总理会见中心成员何烈辉

当地时间 2013 年 12 月 8 日下午，吉布提总理阿卜杜勒

卡德尔·卡米尔·穆罕默德（Abdoulkader Kamil Mohamed）

在吉布提会见了到访的达之路集团董事长、上海师范大学非

洲研究中心博士生何烈辉一行。

阿卜杜勒卡德尔·卡米尔·穆罕默德总理热忱欢迎达

之路集团董事长何烈辉一行到吉布提参观考察，何烈辉向阿

卜杜勒卡德尔·卡米尔·穆罕默德总理介绍了达之路集团

和吉布提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以及“非洲中心”的现状，

阿卜杜勒卡德尔·卡米尔·穆罕默德总理希望和达之路集

团能有更多的合作，并希望通过达之路集团在上海建设的

“非洲中心”这个平台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到吉布提投资

兴业，特别是在海洋渔业方面。阿卜杜勒卡德尔·卡米尔·

穆罕默德总理表示十分愿意出席明年即将举行的“非洲中

心”开幕典礼。

会谈后，阿卜杜勒卡德尔·卡米尔·穆罕默德总理专门

宴请了达之路集团董事长何烈辉一行，吉布提国际合作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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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 Ahmed Ali Silay 和吉布提驻华大使阿卜杜拉·米吉

勒（Abdallah Abdillahi Miguil）出席了午宴。

达之路集团此次是应吉布提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

盖莱( Ismail Omar Guelleh )的邀请到吉布提考察的，吉

布提非常重视和达之路集团的合作和友谊，称达之路集团董

事长何烈辉为非洲人民的好朋友。吉布提总理特意派吉布提

外交部秘书长和总理办公厅主任会同吉布提驻华大使到机

场迎接了何烈辉一行。当天达之路集团还参观了吉布提港口

和自由贸易区，拜会了吉布提中央银行行长。

17．研究生培养工作

人才培养是本研究中心的重要工作之一，中心十分重视

对研究生的培养。中心研究生黄玉沛获得国家奖学金，并在

专业期刊《亚非纵横》2013 年第 5 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南

部非洲关税同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效与挑战》。中心千方

百计为研究生创造条件，让他们去非洲实地考察和开展研

究。近年来共有 8 名中心研究生赴非洲大学留学 3 个月至 1

年不等。2013 年 12 月中心博士研究生黄玉沛，硕士研究生

杨敬、赵文杰等 3 人通过公开竞聘成为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

院的志愿者，2014 年将赴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担任志愿者

一年，既符合加强中非人文交流的目的，同时又是认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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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好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