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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忠祥教授出席外语学院中非高校 20+20课题组讨论会

7月 10日，非洲研究中心张忠祥教授，应邀出席外语学

院“中非高校 20+20项目”课题组讨论会。该课题组已就“中

医与中国文化”项目赴博茨瓦纳进行了学术交流。会上，张

斌老师就项目的进展进行了汇报，项目组的卢敏老师、裘雯

老师和钱敦伟老师等都作了精彩的发言。张忠祥教授以“非

洲研究的现状和趋势”为题，与外院同仁进行了交流，并且

谈了非洲研究中心与外院老师合作的意向。非洲研究中心博

士生陈志禄老师参加了座谈。

2. 张忠祥教授在《文汇报》撰文：“奥巴马访非不只是‘寻

根之旅’”

7月下旬，美国总统奥巴马结束了对肯尼亚的访问，并

访问了非盟所在地埃塞俄比亚。张忠祥教授在《文汇报》上

撰文“奥巴马访非不只是‘寻根之旅’”。认为奥巴马的此

次访问并非一次纯粹的“寻根之旅”，而是为了进一步提升

美国与非洲的“伙伴关系”。

3. 中心博士生赴博茨瓦纳交流

2015年 7月 28日—8月 8日，中心博士生郑晓霞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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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了南部非洲的博茨瓦纳。博茨瓦纳大学历史系对此次访

问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和帮助。

此访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心承担的外交部“中非联合研究

交流计划”的项目做调研。郑晓霞讲师在博茨瓦纳期间，就

非洲朋友如何看待“中非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对中

非关系的评价以及如何推动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采

访了各阶层人士。受访者包括大学教授、电视台主播、陆军

军官、建筑工程师和在校大学生等。

4. 张忠祥教授应邀参加“中非合作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

秘书处”组织的两场活动

9月 10日上午，中非合作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

处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举办《中国、非洲和中

非关系概况 500句》发行式暨“汉语桥—中非友谊知识竞赛”

启动仪式。仪式由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周平剑主持，中国公

共外交协会会长、前外长李肇星到会致辞，他深情回忆了非

洲兄弟在 1971年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和

亲身经历，高度评价了当前中非关系的新发展。北大校方代

表李强教授，国家汉办夏建辉副主任，非洲驻华使团长、马

达加斯加大使维克托·希科尼纳，南非驻华大使多拉娜·姆

西曼，中非合作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长、外交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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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司司长林松添先后致辞。

9月 10日下午，中非合作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

处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月亮厅举办“中非联合研究交流

计划”学者吹风会，中非合作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

长、“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外交部非

洲司司长林松添介绍了非洲形势和中非关系的新发展，以及

中非合作论坛会议筹备的最新情况，并与专家学者进行了互

动。

近年来，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积极参与“中非联

合研究交流计划”研究工作，目前已完成“中非联合研究交

流计划”项目 7项，在研 1项。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张忠祥教授应邀出席上述两场活动，这对于进一步了解我国

对非战略，发挥“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的智库功能具

有现实意义。

5. 中心承办“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对非战略”研讨会

由我非洲研究中心承办的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三届

（2015）学术年会专场活动“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对非战略”

研讨会 9月 19日在上海大学举行。

此次研讨会邀请到中国原驻卢旺达大使、现任浙江师范

大学非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舒展大使、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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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金应忠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沐涛教

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余建华研究员、人民日

报高级记者、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南、上海

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中心副主任张春研究员、达之路国

际控股有限公司何烈辉董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

究所周瑾艳博士、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舒运国教

授、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和中心刘伟才副教授等。

研讨会由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主持，与会专家分别就

非洲与“一路一带”的关系、中国经济新常态与中非合作、

非洲工业化等议题进行了阐述与讨论，气氛热烈。

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上海市国

际关系学会协办。这也是非洲研究中心第二次和上海社科联

合作举办会议，说明非洲研究中心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的

同时，积极发挥服务社会的智库功能。

6. 中心人员出席中国非洲史研究会 2015年年会

2015年 10月 17日—18日，中国非洲史研究会 2015年

年会暨“中国与非洲：发展战略的对接与交融”学术研讨会

在河南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

和政府涉非部门的官员以及媒体人士 80多人出席了研讨会。

外交部非洲司戴兵副司长和中国原驻卢旺达大使舒展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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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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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秘书长、非洲研究中

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非洲研究中心刘伟才副教授应邀出席

了本次年会，分别就“多卷本非洲研究史研究”、“当前非

洲经济转型与中非合作”、“非洲发展战略机遇期论”等论

题作了发言。此外，舒运国教授作为学会主要领导做了会议

总结讲话，张忠祥教授担任研讨时段的会议主持。

7. 校图书馆副馆长庄雷老师应邀为非洲中心研究生讲座

10月 20日下午，校图书馆副馆长庄雷老师以“图书馆

文献资源及服务功能的利用”为题，为非洲研究中心研究生

做了一场内容丰富的讲座。讲座由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忠

祥教授主持，包括非洲研究中心研究生在内的 30余名学生

听取了讲座，并与庄馆长进行了互动。研究工作离不开文献

资料的支撑，近年来，学校图书馆在文献资源的拓展和综合

利用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该讲座对于研究生，尤其是一年

级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更好地利用学校图书馆资源很有意义。

8. 张忠祥教授出席“安全治理、发展议程与联合国：回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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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研讨会

2015年 10月 30日，在联合国成立 70年之际，主题为

“安全治理、发展议程与联合国：回顾与前瞻”研讨会在上

海社科院召开，该研讨会由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上

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和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共同主办，来自上海

市高校、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 20余人参加了讨论。上海师

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应邀与会，并作了题

为“联合国与非洲发展”的发言。

9. 中心举办“全球视野下非洲史学研究”小型国际学术研讨

会

由非洲研究中心举办的“全球视野下非洲史学研究”小

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11月 6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

中国前驻南非大使、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特聘研

究员刘贵今大使特邀出席研讨会。来自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

历史系 Simon. A. Ajayi教授、肯尼亚肯雅塔大学前历史系主

任 Kakayi Pius Wanyonyi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所

长沐涛教授、苏州大学郑宪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

所副研究员刘兰、《探索与争鸣》杂志原主编秦维宪研究员、

吉林大学《史学集刊》副主编宋鸥教授、上海市青年干部学

院王冰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路征远博士、上海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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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世界史学科负责人裔昭印教授、非洲中心主任舒运国教

授、副主任张忠祥教授、刘伟才副教授等出席了研讨会。

研讨会由张忠祥教授主持，与会专家围绕“20世纪非洲

史学研究”的主题，分别就 20世纪非洲史学流派、非洲史

学最新发展趋势、非洲历史学家、非洲历史教材、非洲人口

史、妇女史、环境史等议题进行了阐述与讨论。此次研讨会

各位专家畅所欲言，不乏观点交锋，为推动我国非洲史学研

究具有积极意义。

自 2012年中心入选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

基地”以来，中心每年召开一届小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这对

于加强中心与国内、国际相关单位的学术交流，深化对非洲

问题的研究，乃至学生培养都具有积极影响。

10. 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历史系西蒙·阿贾伊教授访问非洲

研究中心

11月 7日，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历史系西蒙·阿贾伊

（Simon. A. Ajayi）教授访问中心，就 20世纪非洲史学、中

非教育合作等问题与中心研究生进行了交流，座谈会由张忠

祥教授主持，苏州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非

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郑宪参加了座谈。

伊巴丹大学历史系在非洲史学研究领域久负盛名，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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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著名的伊巴丹学派。西蒙·阿贾伊教授此次应邀来访，主

要为了出席 11月 6日中心主办的“全球视野下非洲史学研

究”小型国际学术研讨会。

11. 肯尼亚肯雅塔大学历史系原主任卡卡伊博士访问中心

11月 7日，肯尼亚肯雅塔大学原历史系主任卡卡伊博士

（Kakayi Pius Wanyonyi）访问非洲研究中心，就 20世纪非

洲史学、非洲形势和中非关系等问题与中心研究生进行了交

流，座谈会由张忠祥教授主持，苏州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郑宪参加了座谈。张

忠祥教授与卡卡伊博士并就双方加强学术交流达成了初步

意向。卡卡伊博士此次应邀来访，主要是为了参加 11月 6

日中心主办的“全球视野下非洲史学研究”小型国际学术研

讨会。

12. 张忠祥教授出席《尼雷尔文选》中文版首发式暨尼雷尔

思想研讨会

11月 22日，《尼雷尔文选》中文版首发式暨尼雷尔思

想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举行。坦桑尼亚驻华大使

阿卜杜勒拉哈曼·阿米里·欣博、华东师大党委书记董世骏



9

教授、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任友群教授、国内非洲问题专家

学者和《尼雷尔文选》中文版译校人员等 30余人与会。上

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张忠祥教授应邀参会，并作了《尼

雷尔政治思想主要内涵》的发言。

《尼雷尔文选》4卷本由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组织

翻译出版，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积极参与该文选的译

校工作，舒运国教授和张忠祥教授分别担任《尼雷尔文选》

第 4卷和第 2卷的译校工作。尼雷尔是非洲著名的政治家，

是坦桑尼亚国父，该文选中译版的出版有助于国内对尼雷尔

的研究。

13. 《西亚非洲》杂志常务副主编安春英研究员等访问中心

12月 4日，《西亚非洲》常务副主编安春英研究员、编

辑部副主任詹世明副研究员，以及编辑部成员冯基华、樊小

红老师等一行 4人，访问了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并

与中心成员就研究选题、合作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

会由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主持，中心成员刘伟才

副教授、陈志禄助理研究员等参加座谈。

《西亚非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办的刊

物，是国内非洲研究领域的国家级刊物，有 30多年的办刊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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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张忠祥教授为《中国与非洲》杂志约翰内斯堡峰会专刊

撰文

2015年 12月《中国与非洲》杂志出版了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内斯堡峰会专刊，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

忠祥教授应邀为专刊撰文，分析新时期中非合作的重点领

域，展望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的新举措。这是非洲

研究中心服务社会、发挥智库功能的具体行动。

《中国与非洲》杂志由中国外文局北京周报社主办，目

前有法文版和英文版，是面向国外读者的综合性月刊。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分别为专刊致辞。

该专刊为此次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的会议材料之

一。

15. 舒运国教授在《新民晚报》撰文：“约堡峰会：提升中

非合作水平”

12月 4-5日，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在南非召开，

为发挥非洲研究中心的智库功能，响应峰会的召开，中心主

任舒运国教授 12月 3日在《新民晚报》撰文：“约堡峰会：

提升中非合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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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堡峰会审议通过并将发表的两个重要文件，即《中非

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

堡行动计划（2016-2018年）》，都将充分反映此次中非合

作论坛峰会的主要内容。舒教授指出，约堡峰会是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将把中非关系提升到新的历史水平。

16. 舒运国教授在《人民网》撰文：“一带一路”与“2063

年愿景”中非发展合作迎来新机遇

12月 4日，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在《人民网》发表：“一

带一路”与“2063年愿景”中非发展合作迎来新机遇一文，

此篇文章为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系列评论之三。

舒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和“2063年愿景”均属发展

中国家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制定的发展战略，两者具有共同和

相通之处。随着“一带一路”和“2063年愿景”的逐步落实

和不断融合，中国和非洲大陆的社会经济发展将提升到一个

新的水平。

17. 舒运国教授为《文汇报》撰文：“约堡峰会翻开中非合

作新篇章”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的召开，是中非关系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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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 12月 4日在《文

汇报》撰文：“约堡峰会翻开中非合作新篇章”。

舒教授认为“约堡峰会”既是对于过去 15年中非合作

成果的检阅，又为今后中非合作吹响了新的进军号。这次会

议是中非合作历史上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必将

翻开中非合作历史的新篇章。

18. 张忠祥教授出席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工作会议

12月 13日至 14日，2015年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

地工作会议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传达

学习中央领导批示精神，交流总结经验，部署下一阶段工

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教育部副

部长郝平，教育部社科司司长张东刚，教育部国际司司长岑

建君等领导，东道主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李宇明先后讲

话。郝平副部长对做好国别和区域研究提出了 4点要求：第

一，牢牢把握国家外交大局，自觉服务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战略；第二，积极主动服务中外人文交流；第三，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第四，提高国别和区域研究的能力与水平。国际

司岑建君司长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国别和区域研究必须要

干，还要干好。岑司长具体阐述了今后工作思路，并对国别

和区域研究提出了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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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工作会议是继 2012年 3月会

议后又一次重要的会议，经过 3年多时间的建设，教育部对

于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目标和要求更加明确，这将促进各基地

今后的发展。

19. 舒运国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网撰文：非洲史研究滞后状

态亟待改变

12月 22日，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在中国科学网发表

“非洲史研究滞后状态亟待改变”一文。文章叙述了中国非

洲史研究的发展历史以及亟待改变的滞后研究状态的现状，

并对国内非洲史研究将不断发展壮大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20. 张忠祥教授出席“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指导委员会

扩大会议

12月 23日，“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指导委员会扩

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指导委员会主任、外交部非洲司

司长林松添主持，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周平剑、外交部非洲

司副司长戴兵、外交部非洲司参赞万黎、财政部行政政法司

外交处处长傅道鹏，指导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人，专家学者

和新闻媒体负责人共 80余人参加了会议。“中非联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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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计划”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一般在每年的年底召开，总

结本年度的交流计划工作，并对下一年度的交流计划进行布

置。今年的扩大会议是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刚刚

闭幕后不久召开的，宣介峰会、落实峰会成果成为本次会议

的主题。会上，林司长就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的特

点、成果和意义作了长篇报告，林司长还总结了 2015年交

流计划的执行情况，部署了明年交流计划的工作。

21.张忠祥教授主持的“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被外

交部非洲司评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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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单位和“中非智库 10+10 合作伙伴计划”单

位，一直积极参与该交流计划项目的研究，先后承担该交流

计划项目 8项，每个项目都保质保量地予以完成。2015 年度

张忠祥教授主持的“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被外交部

非洲司评为优秀。

22.中心博士生结束在非洲汉语教学与学术交流

2014年 9月至 2015年 8月，中心博士生黄玉沛在刚果

（布）马利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担任汉语教师志愿者。

作为汉语教师，他认真负责地向马利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



15

学院和莎米娜德（Chaminade）中学的学生教授汉语，同时

积极参加庆祝全球孔院十周年文化周活动、中刚“友谊林”

植树活动、太极拳表演与交流等一系列文化活动。在担任汉

语教师志愿者的同时，他不忘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利用身

处非洲的有利条件进行资料搜集，拜访了非洲著名历史学家

泰奥菲尔·奥邦加（Theophile Obenga）、联合国卫生组织驻

刚果（布）总干事安德烈·布鲁尼（Andrea Bruni）等诸多

学者和政府官员，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

中国在世界各地创办的孔子学院既向世界展示了中华

文化的魅力，将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推向世界，又可加强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流。截至 2014年 12月 7日，中国

在非洲 29个国家设立了 42所孔子学院，在非洲 13个国家

设立了 18个汉语课堂。中心将继续努力培养非洲研究方面

的人才，为促进中非文化交流与合作而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