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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忠祥教授出席 2016 年国际形势研判会

1月 13日，2016 年国际形势研判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

会议由上海市教卫党办、上海市高校智库管理中心和华东师范大

学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会议由华东师大冯绍

雷教授主持，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智库

的负责人和专家参加了研讨。上海市委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葛红

梅、上海市高校智库管理中心执行副主任沈国麟到会讲话。上海

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张忠祥教授在会上作了“2016年非洲形势

与中非关系”的发言。

2. 张忠祥教授的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张忠祥教授的论文《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非洲史学的新进展——以医疗史研究为个案》（原载《史

学集刊》2015 年第 4期），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5 年第

12期转载。医疗史是近些年在中国兴起的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而国内对非洲医疗史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该文是张忠祥教授主

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 世纪非洲史学与史学家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3

3. 学校聘请 Frank Youngman教授为非洲中心高级研究员

上海师范大学为了支持非洲研究中心的建设，于 2015 年 12

月聘请博茨瓦纳大学杨曼教授为我中心高级研究员。今年 2月，

杨曼教授已经到位，将为中心研究生开设《当代中非关系》的课

程。

杨曼教授原系博茨瓦纳大学副校长，前几年发起成立该校

“中国研究小组”，致力于中国—博茨瓦纳、中国—非洲关系的研

究。杨曼教授的加盟，将推动非洲研究中心与非洲高校和智库的

交流与合作，将为我中心国际化的建设起促进作用。

4. 中心与《中国纪检监察报》联合推出非洲史专栏

2016 年，《中国纪检监察报》邀请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

中心与之合作，推出“非洲史系列”专题文章，每月发表一篇。这

既有利于继续提升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增进读者对非洲

历史的了解，又是对中心在非洲历史、中非关系研究方面做出贡

献的肯定。

已刊出刘伟才副教授撰写的“一河两海‘三面’古埃及”和“斯

瓦希里文明与东非城邦”；张忠祥教授撰写的 “迦太基：古代北

非商业帝国”和“班图人的迁徙与大津巴布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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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心博士生再赴非洲孔子学院担任汉语教师志愿者

2016 年 2月，中心博士研究生杨敬同学赴非洲博茨瓦纳大

学孔子学院做为期一年的汉语教师志愿者，这是她第二次赴非担

任汉语教师志愿者。在 2014年 5月到 2015 年 5月期间，她已在

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做了一年的汉语教师志愿者，表现出色，

受到孔子学院老师和学生的一致好评。

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在 2008 年由该校与上海师范大学合

作成立，成立以来双方密切合作，就中非文化、语言及学术等方

面进行了良好的交流沟通。孔子学院在非洲的不断建立，既有利

于加强中非语言文化方面的友好合作，又能促进汉语文化走进非

洲，帮助非洲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

中心一贯重视学生的国际交流，努力为学生创造条件，提供

各种形式的非洲实地考察和研究项目。近年来积极鼓励研究生到

非洲进行汉语教师志愿者的服务，可以加强中心与非洲各大学的

国际交流，弘扬中华文化，发展中非友好关系。同时也为中心研

究生提供了亲身前往非洲实地考察，搜集资料的良好机会。

6. 张忠祥教授主持的 2015年度外交部课题被评为优秀

近日，外交部非洲司给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发函，反

馈 2015 年度“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项目评选结果，张忠祥教

授主持的研究项目《如何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被评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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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等次。反馈意见称：“报告政策把握得当，分析论述严谨，数

据事实清楚，对策建议扎实具体，可操作性较强，具有很好的参

考价值。”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的“区域和国别研究

（培育）基地”和外交部的智库，近年来，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

时，积极开展应用对策研究，发挥智库功能，先后完成外交部课

题 8项。

7. 中非基金郝睿教授应邀为中心研究生作讲座

3月 28日，国家开发银行中非发展基金研究发展部主任郝

睿教授访问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为中心研究生做了一场

题为《中非基金与中非产能合作》的讲座，讲座由张忠祥教授主

持。

郝睿教授的讲座分三个部分：一、一带一路战略下的非洲；

二、中非发展基金的现状与成效；三、如何认识当前的中非产能

合作。郝睿教授长期关注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合作，对中非产

能合作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产业投资的成功离不开政府政策

和官方金融工具的支持，中非产能合作应当形成以投资为引导、

产业为支柱、金融为支撑的体系。此外，郝睿教授还与中心师生

进行了互动交流。

最后，张忠祥教授做了总结发言。中非产能合作既是中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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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客观需要，也是非洲实现工业化、谋求自我发展的现实需求。

目前，中非产能合作迎来历史性机遇，将推动中非经贸关系在未

来一段时间持续快速发展。他希望，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加强与中非发展基金研究部的交流与合作，以进一步发挥智库功

能。

8. 韩国汉阳大学欧洲-非洲研究所研究团队来访

4月 13日上午，韩国汉阳大学欧洲-非洲研究所一行 6人在

所长 KIM Sungsoo 教授的带领下，来我校非洲研究中心访问。非

洲中心张忠祥教授、中心特邀专家 Frank Youngman教授及中心

成员刘伟才副教授出席接待了访问团.

韩国汉阳大学欧洲-非洲研究所KIM教授介绍了韩国的非洲

研究情况，因为刚刚起步，希望能够与我中心建立长期的合作伙

伴关系，通过学术互访、联合举办国际会议、合作研究等形式加

强交流。

张忠祥教授对汉阳大学欧非研究所研究团队的来访表示欢

迎，并向客人介绍了中心的发展情况及主要的研究领域。双方就

相互关心的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分享了彼此对非研究的一些思

考。

韩国汉阳大学的欧洲-非洲研究所是韩国第一所以非洲研究

为主要方向的研究机构，受韩国国家教育部资助，研究的重点是



7

非洲的城市化、经济、劳动、社会和政治环境，目的是为韩国中

小企业开拓非洲市场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于韩国在非洲的战略利

益。

9. 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等出席中非智库论坛第五届会议

4月 15日至 16日，中非智库论坛第五届会议在浙江省义乌

市召开，会议由浙江师范大学和义乌市政府联合主办，来自外交

部、教育部、中联部、国家开发银行和浙江省政府等部门的官员，

中非智库的代表，企业界和媒体人士等 300 多人与会。上海师范

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作为中非经贸分论坛的主持

人；张忠祥教授在会上作了“中非经贸合作区对中非产能合作的

启示”的发言。中心成员刘伟才副教授，中心博士生何烈辉、黄

玉沛等参加了会议。

中非智库论坛创办于 2011年，此前分别在杭州、埃塞俄比

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北京、南非茨瓦内举办了四届论坛，它

已经成为促进中非智库交流、民间合作的重要平台。

10. 张忠祥教授赴教育部参加非洲记者采访会

4月 20日下午，教育部召开采访会，就中非教育合作接受

非洲记者的专访。教育部国际司方军副司长主持会议，并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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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情况；教科院王燕处长介绍了中国教育理

念与实践经验。亚非处吴劲松处长、朱莉副处长等官员出席会议。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张忠祥教授，与教育部其他 5个非洲

与阿拉伯中心的负责人和代表一起，参加了采访会，并回答了非

洲记者的提问。

本次非洲记者团由 22人组成，分别来自尼日利亚、埃塞俄

比亚、肯尼亚、埃及、加纳、喀麦隆、津巴布韦、坦桑尼亚、赞

比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乌干达、科特迪瓦、尼日尔、几内

亚、乍得、中非、莫桑比克、南苏丹、马拉维、苏丹、安哥拉等

国家。该采访会的目的是帮助非洲记者获得中非教育合作的第一

手资料，为中非合作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11. 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图阿蒂教授为中心研究生作讲座

4月 22日，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拉胡阿里•图阿蒂

（Lahouari Touati）教授访问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为中

心研究生做了一场题为《19 世纪北非对法属殖民冲击的反应：

解释、行动与和解》的讲座，讲座由张忠祥教授主持。

拉胡阿里•图阿蒂教授认为，法国从近代起不断对外扩张，

对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北非国家进行殖民渗透，到

19世纪达到高峰，先后两次建立了殖民帝国。作为阿拉伯民族

和伊斯兰教信仰的北非地区，始终存在与法国的妥协与斗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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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认同、民族建构始终贯穿整个 19世纪北非历史发展进程。讲

座结束之后，拉胡阿里•图阿蒂教授与中心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

就图阿雷格人在北非的影响、伊斯兰圣战与迁徙等问题作了进一

步回答。

拉胡阿里•图阿蒂是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国

际著名伊斯兰研究刊物 Studia Islamica主编，他的著述丰富，在

古代文明研究领域有较大的影响。

12. 博茨瓦纳驻华大使来访并做客学思湖畔海外名师讲坛

4月 21日，受非洲研究中心邀请，博茨瓦纳驻华大使萨萨

拉·乔治先生来中心访问，副校长高建华教授会见了大使一行，

国际交流处副处长张向红陪同接见。

高建华副校长对大使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他指出，上海

师范大学和博茨瓦纳大学有悠久的合作，双方开展了许多实质性

的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双方合作的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

去年被评为全球优秀孔子学院，是双方合作的成绩；他感谢乔治

大使一直以来对两校合作的大力支持，也希望大使能够继续支持

上海师范大学，特别是非洲研究中心与博茨瓦纳相关机构的合

作。

乔治大使表示，这是他第三次访问上海师范大学，每次来都

觉得很亲切。上海师范大学为博茨瓦纳培养了许多汉语人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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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中国学专业的建设提供了人力支持。他会继续支持上

海师范大学和博茨瓦纳相关机构的合作，也希望非洲研究中心能

够进一步增强对博茨瓦纳的研究，为加强两国关系提供更多学术

支持。

会谈后，乔治大使做客学思湖畔海外名师讲坛，论坛由非洲

研究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主持，大使以“中非合作论坛与中非关

系—来自一位非洲驻华大使的观察”为题，阐述了他作为一个职

业外交官对中非合作论坛的思考。他认为中非合作论坛作为中非

合作最重要的机制，属于南南合作的成功范例；在中非合作论坛

的推动下，中非关系得到持续快速地发展。2015年 12月在南非

成功举办了第二次中非合作论坛首脑峰会，为今年中非合作指明

了新的方向，绘就新的蓝图，非洲国家需要抓住这些有利机会，

推动本国经济发展，造福本国人民。讲座结束，大使还与学生们

进行了热烈的互动，解答了学生们的许多问题。中心特聘研究员、

博茨瓦纳大学前副校长弗兰克•杨曼教授也列席了讲座。

乔治大使与 2011年 6月出任博茨瓦纳驻华大使，此前历任

博茨瓦纳驻赞比亚大使、驻非盟大使，博茨瓦纳驻欧盟大使，博

茨瓦纳外交部副常秘等职。博茨瓦纳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卡皓•

塔波先生随大使一起来访。

13. 美国国务院原东非事务司司长史大伟访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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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月 11日，美国国务院原东非事务司司长史大伟大

使（David H.Shinn）访问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就中—非

—美三边关系等问题与中心成员进行了互动交流。座谈会由中心

副主任张忠祥教授主持，中心高级研究员杨曼教授、刘伟才副教

授、中心博士生黄玉沛等参加了座谈。

张忠祥教授对史大伟教授的来访表示欢迎，并向客人介绍了

中心的发展情况及主要的研究领域。双方就中非关系、美非关系

等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分享了彼此对非洲研究的一些思考。

史大伟教授：毕业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曾担任美国国务院东非事务司司长、美国驻布基纳法索、驻埃塞

俄比亚大使。现在美国高校智库从事美国对非关系、非洲发展问

题等问题的研究，著有《中国与非洲：一个世纪的接触》等。

14. 法国农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让-雅克·伽巴斯访问中心

2016 年 5月 30日，法国农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让-雅克·伽

巴斯（Jean-Jacques Gabas）访问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就

中非农业合作等问题与中心成员进行了交流。座谈会由中心副主

任张忠祥教授主持，中心高级研究员杨曼教授、博士生黄玉沛、

郑晓霞等参加了座谈。张忠祥教授对让-雅克·加巴教授的来访表

示欢迎，并向客人介绍了中心的主要研究领域。让-雅克·加巴教

授介绍了法国的非洲研究情况，双方就中-欧-非合作、法属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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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非洲和平与安全等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分享了彼此对非

洲研究的一些思考。

让-雅克·伽巴斯教授：经济学家，法国农业发展研究中心教

授，同时执教于巴黎政治学院，并在巴黎第一大学教授国际合作、

人道主义行动与发展政策硕士专业课程。他是法国国际合作高级

理事会成员，1997-2002年曾任法国教育与科技部全球化与发展

研究会科学家小组（GIS-GEMDEV）负责人。已出版多部关于

发展与国际合作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著有《南北合作困局》等。

15. 陕西师范大学马瑞映教授为研究生作讲座

5月 30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瑞映教授，为世

界史专业的研究生做了一场题为《丝绸之路计划的国际比较与中

美战略意蕴》的讲座，讲座由张忠祥教授主持。

马瑞映教授的讲座分为三个部分：首先，马教授讲述了历史

上丝绸之路的兴衰史。其次，马教授分析了中、美、日、俄、印

等世界主要大国以丝绸之路为核心的国家战略，并对这些战略进

行了分析比较。第三，马教授重点对中美各自的丝绸之路计划进

行了比较分析，从国家政策、经济、外交、文化、军事安全以及

空间布局等领域进行了对比。马教授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在面临巨大机遇的同时也遭遇到不小的挑战。最后，马教授还与

中心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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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新战略，马瑞映教授

的精彩报告，对于研究生全面而准确地理解“一带一路”战略很有

启发。

马瑞映教授长期从事世界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在世界民族

主义、西方妇女史、欧共体及欧盟内国家关系等领域颇有研究，

担任陕西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

16. 瑞典隆德大学学者埃里克·格林为中心研究生做讲座

6月 7日下午，瑞典隆德大学学者埃里克·格林（Erik Green）

访问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为中心研究生做了一场题为

《非洲为什么贫穷：从经济史教训来看》的讲座，讲座由张忠祥

教授主持。南非开普敦大学安妮·梅格（Anne Mager）、曼达·姆

劳兹（Maanda Mulaudzi）以及博茨瓦纳大学本加尼·贡博（Bongani

Gumbo）等外国学者参加了讲座讨论。

埃里克·格林首先阐述了过去与现在对非洲的不同看法及评

价，从经济学角度用大量数据分析了殖民主义时期非洲落后的状

况及原因，但他同时指出，由于殖民时期许多数据的丢失，导致

无法对生产、消费以及人口等各方面做出准确详细的分析；其次，

他还分析了非洲过去的经济增长为什么没有持续，并分析了一系

列的经验教训；最后，格林认为当今的非洲中产阶级地位上升，

人口转型及工资的提高，以及许多新贸易伙伴的出现使非洲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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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充满希望，非洲将会获得良好的发展机会。另外，埃里克·格

林还与参加讲座的学者及中心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

埃里克·格林来自瑞典隆德大学经济史系，在城乡社会学、

发展经济学以及劳动史等领域颇有研究，他的著述丰富，是瑞典

著名的非洲经济史学家。

17. 南非开普敦大学安妮·梅格教授为中心研究生做讲座

6月 8日下午，南非开普敦大学安妮·梅格（Anne Mager）教

授访问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为中心研究生做了一场题为

《南非酋长制度的定位与再定位》的讲座，讲座由弗兰克·杨曼

（Frank Youngman）教授主持。南非开普敦大学曼达·姆劳兹

（Maanda Mulaudzi）、博茨瓦纳大学本加尼·贡博（Bongani

Gumbo）以及瑞典隆德大学埃里克·格林（Erik Green）等外国学

者参加了讲座讨论。

安妮·梅格教授的讲座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梅格教授讲述

了南非酋长制度的起源及发展；其次，重点分析了英国殖民统治

时期酋长制度的变化，“间接统治制度”下的两套并行管理机构，

班图斯坦制度，白人种族主义等对酋长制度的影响，同时也提到

了南非人民对殖民统治的激烈反抗；最后，梅格教授提出“后种

族时代”南非酋长制度在法律和制度方面的发展，并重新定位了

当代的酋长制度。讲座结束之后，安妮·梅格教授与参加讲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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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及中心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

安妮·梅格是南非著名历史学家，对南非种族主义时期的历

史和社会制度有深入研究，著有《Beer, Sociability, and Masculinity

in South Africa》、《Gender and the Making of a South African

Bantustan: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iskei, 1945-1959》等著作。

18. 中心举行“非洲经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6月 11日，由非洲研究中心主办的“非洲经济史”国际学术研

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顺利召开。中国前非洲事务特使刘贵今大

使、中国前驻卢旺达舒展大使特邀出席研讨会。来自瑞典、南非、

博茨瓦纳等国家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

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编辑部、北京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湖南师范

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 30余人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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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运国主持了开幕式。中国前非洲事务特使刘贵今大使，上海师

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兰克·杨曼教授先后在开幕式

上发表致词，就当前中非关系发展对非洲经济史研究的战略需

求、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特色及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

等进行了介绍。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非洲经济史”主题，从非洲经济史研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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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非洲经济史个案研究、非洲经济史与非洲经济、非洲经济发

展与外部世界等视角展开讨论。开普敦大学安妮·梅格教授从南

非工业化的视角出发，探讨了种族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路径与后种

族隔离时代的转型尝试之间的关系；博茨瓦纳大学本加尼·贡博

从非洲学者自身理论和实践出发，评价了非洲经济史未来的发展

趋势；瑞典大学埃里克·格林通过个案研究，分析了南罗得西亚

玉米农场的规模与效率；开普敦大学曼达·姆劳兹教授认为，流

动劳工在南非非洲人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舒运国教授指出，中国学者的非洲经济史研究偏重于近代经

济史和非洲国家独立后的经济发展；偏重于非洲经济史的宏观研

究。当前的研究属于基础阶段，主要是引进和介绍国际学术界研

究成果，尤其是资料收集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并且在此基础上对

于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还介绍了中国学者在非洲经济史

领域的十个研究动态。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安春英研究员

认为，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新结构经济学，为非洲经济发展及产业

结构变迁提供了一个系统分析的框架。此外，与会代表还就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非洲经济史》”的项目进展进行了汇

报与讨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李志彪研究员梳理了非洲

经济史当代卷研究主线，围绕非洲经济重大事件进行了分期与讨

论；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沐涛教授就 20世纪 60—90 年代

非洲经济史研究的主线进行了说明，对这一时期非洲经济发展的

内外部环境、动力因素予以归纳总结；湖南师范大学陈晓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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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其非洲近代经济史阐述了自己的思考。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李安山教授

在闭幕式上进行了总结发言。他指出，中国非洲经济史研究需要

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相互结合，注重问题和需求导向，注重政治与

经济的交互影响，在重点和难点问题处理方面进一步探索，辩证

看待非洲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影响。

本次国际研讨会的召开，进一步推动了以舒运国教授领衔的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非洲经济史》”的进展，为下一

阶段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 非洲法语国家访问团来中心交流

2016 年 6月 26日上午，非洲法语国家访问团一行 30余人，

访问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围绕“落实中非和平与安全合

作计划，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与中心成员进行了互动

交流。外交部非洲司原司长、中国驻摩洛哥大使许镜湖女士，中

国前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大使吴泽献先生，外交学院李旦教授出席

了座谈会。座谈会由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主持，中心高级研究

员杨曼教授、中心博士生陈志禄、黄玉沛等参加了座谈。

张忠祥教授对非洲法语国家学者访华交流团的来访表示欢

迎，并向访华交流团介绍了中心的发展情况及主要的研究领域，

并就中非和平与安全问题、非洲工业化、中非智库交流等议题同



18

代表团成员进行了互动交流。非洲学者们反响热烈，表示愿同中

方加强学术交流合作，为促进中非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新贡献。

非洲法语国家学者访华交流团是受外交部非洲司委托，由外

交学院负责全程接待。代表团非方成员共有 26名，分别来自阿

尔及利亚、贝宁、摩洛哥、尼日尔、塞内加尔、喀麦隆、马达加

斯加和几内亚等 16个非洲国家，他们或为高校领导，或为智库

负责人。

20.中心今年培养博士 1名，硕士 2名

今年 6月，中心博士生黄玉沛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取得博士

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南非“黑人经济振兴”研究

（1994-2014）》。另外，中心硕士研究生石海龙和代竹君也顺

利通过论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他们学位论文的题目分别是：

《阿德•阿贾伊的非洲史研究》和《特伦斯·兰杰的非洲史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2016 年 6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