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

外交部“中非智库 10+10 合作伙伴计划”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工作简报
2014 年第 2期（总期第 6期）

（联系人：张忠祥（邮箱：aczxzhang@shnu.edu.cn）

本期要目：

中心召开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开题论证会

非洲法律界代表团访问非洲研究中心

中心举办“非洲战略地位与‘一带一路’建设研讨会”

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荣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雷纳多教授来访

中心出版第三辑《非洲经济评论》

中心举办“国外非洲史研究最新趋势与中国的非洲史研究”工作坊

中央电视台非洲分台来中心交流

中心主编的首部《非洲经济发展报告》正式出版

中心多名研究生赴非洲担任孔子学院的志愿者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编

2014 年 12 月 30 日

mailto:aczxzhang@shnu.edu.cn）


1

1.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谊总会会长姒海访问上海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中心

7月 4 日，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谊总会会长姒海访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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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姒海先生详细介绍了南非侨团及上海籍侨胞的生活和

事业发展状况，希望与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加强合

作，密切人员往来。中心博士生陈志禄、黄玉沛参加座谈。

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谊总会于 1997 年 12 月在南非约翰

内斯堡市成立，是侨胞在南非成立较早的侨团之一。该会以

团结、务实、民主、拓展、宽容为宗旨，促进沪籍侨民与居

住国经济、文化交流，切实有效地协助会员在居住国提高经

济基础和发展生存空间。

2.张忠祥教授做客香山讲坛

7月 26 日，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

授应邀赴中山市，作了《非洲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习俗》的

讲座。张教授为听众解读传统非洲以家族—村社—王国为核

心的社会结构，剖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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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

的阐释。最后张教授总结了 3点结论：非洲传统社会结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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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洲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文明和文化没有优劣、

高下之分，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应该相互尊重；讲到非洲传

统文化和社会习俗的时候，切忌猎奇。

参加公益性讲座是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

地”——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服务社会、发挥智库

功能的具体表现。

3.张忠祥教授出席“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科学研

究专题研讨会

2014 年 9 月 4 日至 5日，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

育）基地”科学研究专题研讨会在同济大学召开，会议的主

题是“科学研究：定位、组织与协同”，此次会议由同济大

学德国研究中心承办。区域和国别研究专家委员会成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研究员，为与会

代表作了辅导报告。与会学者就科学研究的定位、科学研究

的组织和科学研究的协同进行了分组讨论。上海师范大学非

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与会，代表中心做了关于科学

研究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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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心召开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开题论证会

9月 13 日，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举行 2014 年度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 世纪非洲史学与史学家研究》开

题论证会，该项目由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主持。

此次开题会邀请到国内著名史学理论专家、中国社会科

学院世界历史所于沛研究员，出席开题会的专家还有华东师

范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沐涛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余建华研

究员、以及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负责人裔昭印教授和上海师

范大学社科处处长陈恒教授。开题会由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

主持。

张忠祥教授首先对该课题的研究框架和思路进行了汇

报，与会专家围绕课题的设计和研究框架展开充分讨论，提

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与会专家纷纷表示，该课题是一个好题

目，同时，研究难度也很大，希望本课题的研究能够反映出

20 世纪非洲史学发展的特色，以及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

5.潘光研究员应邀为中心研究生作专题讲座

9 月 19 日，上海社会科学院潘光研究员应邀为中心研

究生，作了题为《国际恐怖、极端主义近期发展态势及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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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影响》的讲座。讲座由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

授主持。

潘光研究员的讲座分为四个部分：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

和周边安全形势，近期国际恐怖、极端主义的总体发展态势，

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新一波狂潮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应对。

潘光研究员的精彩讲座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部分同学

与潘老师就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问题进行了互动。

潘光研究员长期从事国际关系和世界史研究，担任中国

中东学会副会长，中国—上合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

地首席专家，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和上海联合国研究会会长

等。

6.非洲法律界代表团访问非洲研究中心

9月 22 日，非洲法律界代表团一行 17 人访问上海师范

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该法律界代表团来自安哥拉、贝宁、埃

及、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塞舌尔、南非、坦桑尼亚、赞比

亚和津巴布韦等 10 个非洲国家，他们或为高等法院院长，

或为法学会会长，或为律师协会会长。中国法学学术交流中

心王伟副主任陪同访问。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忠祥教授与非洲客人进行了座谈，并就中非经贸合作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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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中资企业的社会责任等问题同非洲朋友进行了坦诚而深

入的交流。

7.舒运国教授等出席“中国在非企业本土化与中国对非战

略”研讨会

2014 年 9 月 27 日，“中国在非企业本土化与中国对非

战略——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主办，北京大学非洲研究

中心协办。来自政府部门的官员、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

者，以及中国在非企业和华人华侨代表等 50 余人出席了研

讨会，就会议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和副主任

张忠祥教授与会，舒教授作为特邀专家主持了第二时段的讨

论，并对代表们的发言做了点评。张忠祥教授作了“关于在

非中资企业形象的若干思考”的大会发言。

8.张忠祥教授出席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

能力建设专题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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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16-17 日，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

育）基地”能力建设专题研讨会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由广

西民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承办。来自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

究（培育）基地”的近 60 名代表，分三个小组就会议的主

题“资源整合与基地实体化建设”进行了充分的研讨。教育

部区域和国别研究专家胡德坤教授和东道主广西民族大学

范宏贵教授作了专题辅导报告。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代表本

中心就“资源整合与基地实体化建设”做了汇报，并担任第

二分会场的主持人，向大会汇报第二分会场的讨论情况。

本次研讨会是今年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

地”第 3场研讨会，类似的研讨会今年共有 4场，频繁召开

专题研讨会的目的，是为了加快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

育）基地”的建设，打造高校新型智库。

9.中心举办“非洲战略地位与‘一带一路’建设研讨会”

2014 年 10 月 26 日，“非洲战略地位与‘一带一路’建

设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非洲

研究中心与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联合举办，上海世界观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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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和达之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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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研讨会的还有上

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金应忠教授、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

教授欧阳维大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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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问

题研究院西亚非洲中心副主任张春副研究员、上海世界观察

研究院执行院长孙杨先生、上海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副院长王

冰教授、达之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何烈辉董事长、上海文汇

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文汇报》国际部副主任卢宝康、中国社

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周瑾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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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专家分别就非洲与“一路一带”的关系、非洲经济

走势与中非合作、非洲之角的安全治理等议题进行了阐述与

讨论。开幕式由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主持，舒运国教授进

行会议总结。

10.舒展大使给中心研究生做讲座

10 月 27 日，舒展大使应邀为中心研究生做了一场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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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本土对非洲发展看法”的讲座。讲座由上海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主持。

舒大使以其在非洲工作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向中心研究

生讲述了非洲的经济安全问题，非洲复兴及快速发展问题，

非洲各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措施。舒

大使着重介绍了非洲本土学者对非洲发展的看法，非洲学者

对于西方热议的“非洲复兴”表示怀疑，认为这是在“捧杀”

非洲。舒大使还对国内大学的智库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

建议。最后，舒大使回答了中心研究生提出的问题。

舒展大使长期从事对非外交工作和非洲研究，曾担任中

国驻厄立特里亚特命全权大使和中国驻卢旺达特命全权大

使，现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11.中心邀请《探索与争鸣》杂志主编秦维宪研究员作专题

讲座

11 月 5 日，中心邀请《探索与争鸣》杂志主编秦维宪研

究员给我校学生作“论文写作与投稿指南”专题讲座。讲座

由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主持。

秦维宪研究员结合他几十年的主编工作经验，针对论文

写作以及投稿这一主题，做了系统的讲解。内容主要包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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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写作中存在的通病、如何写出高质量的论文、投稿的技巧、

编辑部对论文的要求、期刊的分类等，总结了论文写作的八

大要素，并建议同学们平时要多阅读多练笔。秦维宪研究员

的精彩讲座让同学们受益匪浅，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12.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雷纳多教授来访

11 月 6 日，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国际交流学院院长兼非洲

研究中心主任雷纳多（Leonardo A. Villalon）教授一行两

人，访问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

对客人的来访表示欢迎，并就双方的学术合作与客人交换了

意见。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中心成员刘伟才老师和陈志

禄老师等参加了交流。

13.中心人员参加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人才

培养专题研讨会

11 月 7 日至 8日，“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

2014 年人才培养专题研讨会在四川大学召开。与会代表就

“区域和国别研究人才培养中的合作模式”这一主题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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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深入的研讨。这次会议是今年类似的专题研讨的第四

场，也是最后一场。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和中心

成员刘伟才副教授参加了会议，分别在会上做了发言和交

流。本中心人才培养的最大特点是加强与研究对象的国际交

流，包括把非洲教授请进来讲学，通过多种途径鼓励研究人

员、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到非洲留学或做志愿者。

14.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荣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201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招标立项名

单已于近日发布，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舒运国教

授主持的“多卷本《非洲经济史》”中标。舒运国教授是国

内著名非洲研究专家，长期研究非洲经济，出版《20 世纪非

洲经济史》、《泛非主义史》等著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

标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中层次最高、资助力度最大、权威性

最强的项目，此次，舒运国教授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

目，这是对他多年潜心研究非洲问题的肯定。

今年是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课题立项的丰收年，

除了舒运国教授荣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中心还申请

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项（张忠祥教授主持），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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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项目 3项（张忠祥教授主持 2项；

刘伟才副教授主持 1项）。

15.四川师范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代表团来访

11 月 25 日，四川师范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荣教

授一行 4人，访问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就高校研究

中心的运行机制和模式、智库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张忠

祥教授向客人介绍了本中心的科研和服务社会等情况，并回

答了客人提出的问题。刘伟才副教授和陈志禄老师参加座

谈。

16．中心出版第三辑《非洲经济评论》

2014 年 11 月，由舒运国和张忠祥主编的《非洲经济评

论》（2014）正式出版，这是中心编辑出版的第三辑《非洲

经济评论》。该刊自 2012 年创刊以来，坚持不懈，每年出

版 1辑，并且注重质量，加强与国内外学术界的联系，初步

办出了特色，办出了水平。《非洲经济评论》的连续出版，

对于加强本中心的研究特色，凝聚一批学术同仁发挥了积极

作用，受到了圈内学者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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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心举办“国外非洲史研究最新趋势与中国的非洲史研

究”工作坊

12月1日，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举办了主题为“国

外非洲史研究最新趋势与中国的非洲史研究”的工作坊

(workshop)，这是近期人文与传播学院举办的学术前沿系列

沙龙之一，并得到了学校社科处的大力支持。

北京大学包茂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沐涛教授、江苏师

范大学孙红旗教授、浙江师范大学王加丰教授和中心主任舒

运国教授应邀作为本次工作坊的主讲人，工作坊由中心副主

任张忠祥教授主持。人文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查清华教授到会

指导。

各位教授就自己研究领域的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做了

报告。包茂红教授以环境史为切入点，讲述了国际非洲环境

史研究的新进展；舒运国教授探讨了非洲研究的资料收集和

方法论问题；孙红旗教授讲述了国外非洲殖民史研究动态和

趋势；沐涛教授梳理了四十年来我国的非洲史研究状况；王

加丰教授围绕历史研究中的文明冲突与合作、国别史与全球

史的关系以及发达国家历史学与发展中国家历史学的区别

等问题，给非洲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教授们的精彩发言

之后，现场师生与各位专家展开了热烈讨论，进行互动切磋。

总之，本次工作坊很好地实现了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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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央电视台非洲分台来中心交流

12 月 25 日上午,CCTV 非洲分台一行 10 人在朱焱主编的

带领下来中心交流，客人中有 5名非洲雇员，上海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忠祥教授主持此次交流活动，中心成

员陈志禄老师、中心博士生郑晓霞参加座谈。

张忠祥教授首先向客人们介绍了非洲中心的研究重点

和对外交流等情况，然后回答了非洲朋友提出的问题，就当

前中非关系、非洲经济的发展前景、非洲历史的特点和非洲

分台在促进中非人文交流方面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坦诚的

交流。

中国中央电视台非洲分台（CCTV Africa）成立于 2012

年，其总部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是央视在海外设立的首

个分台，100 多名员工中三分之二来自非洲当地，每天制作

的英语节目涉及非洲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

同时播放介绍中国的节目。

19．中心主编的《非洲经济发展报告》（2013-2014）出版

2014 年 12 月，由舒运国教授和张忠祥教授主编的《非

洲经济发展报告》（2013-2014）经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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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这是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推出的首部《非洲经济

发展报告》，也是继《非洲经济评论》之后，本中心推出的

第二份出版物，目的是为了加强对非洲经济的研究，深化中

心的研究特色，并发挥智库功能，服务于国家对非战略。该

研究报告是上海师范大学系列研究报告之一，得到学校社科

处的大力支持。

20．中心多名研究生赴非洲担任孔子学院的志愿者

今年中心有 3名研究生赴非洲担任孔子学院的志愿者，

其中 2名研究生，即杨敬、赵文杰已于今年 5月赴非洲博茨

瓦纳大学孔子学院担任汉语教师志愿者，博士生黄玉沛于 9

月份赴非洲刚果（布）马里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做汉

语教师志愿者。

近年来中心多次派研究生参加非洲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志

愿者的竞聘，既有利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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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 日下午，中心博士生黄玉沛在非洲刚果（布）首

都布拉柴维尔拜访了非洲著名历史学家泰奥菲尔·奥邦加

（Théophile Obenga），就非洲中心论、泛非主义、新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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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义、当前非洲政治与国际关系等问题与奥邦加教授进行

了亲切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