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 8月号（总第 1期）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办 
Published by African Studies Center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非洲研究与学习 
2010年 8月号（总第 1期） 
每月 15日出版 
 

主办：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执行编辑：刘伟才 

编辑委员会 

舒运国 卞克文 陈  巍 韩宇澄  
黄玉沛 刘伟才 汤晓阳 汪  峰 
王晓凤 王  妤 吴  晗 杨  丹 
叶星星 张  瑾 朱光兆 祝  鸣 

 
 

目  录 
 

非洲联盟召开第 15届峰会                                             1 

非盟委员会主席让·平                                                2 

多丽丝·莱辛作品的非洲研究价值                                       3 

努比亚                                                              4 

《南非文学史》与《南非史》                                             5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生毕业论文目录                          6

《非洲历史期刊》2010年第 1期论文目录和书目                          7 

 



 

§非洲时事§ 

 
非洲联盟召开第 15届峰会 

 
2010年 7月 19日至 27日，非洲联盟第 15届峰会在乌干达坎帕拉举行。 

峰会主题为：母亲、婴儿、儿童健康与非洲发展（Maternal， Infant and Child 

Health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峰会部分决议如下： 

1. 敦促通过提高预算、支持研究、加强合作等途径加强卫生事业发展，特别是

艾滋病等疾病的控制； 

2. 敦促推进“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  The African Peace and Security 

Architecture）的全面实施，特别是推进“大陆早期预警系统”（The Continental 

Early Warning System）和非洲常备军（The African Standby Force）的建设； 

3. 敦促马达加斯加、科摩罗群岛、索马里、苏丹、中非共和国、科特迪瓦、尼

日尔、几内亚、毛里塔尼亚、几内亚比绍等国国内冲突各方以和平对话方式

尽快解决各自问题。针对部分冲突（如马达加斯加问题、索马里问题、苏丹

达尔富尔问题等）还强调区域协调、国际合作和支持的重要性和进一步努力

的方向； 

4. 敦促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尽快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5. 表达了对海盗问题的关注，呼吁国际合作应对； 

6. 讨论了建立泛非大学（Pan-African University）的事宜，指派尼日利亚负责

生命和地球科学学科方面的工作；肯尼亚负责基础科学、技术和革新方面的

工作；喀麦隆负责政府、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 

7. 讨论了将与欧盟在 2010 年 12 月在达喀尔召开“援助者圆桌会议”（Donors 

Round Table）的事宜； 

8. 强调要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事宜上坚持用一个声音说话； 

9. 要求所有非洲国家紧密合作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 

10. 决定每年 4月 3日为“非洲文化复兴日”（ African Cultural Renaissanc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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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 

非盟委员会主席让•平 
 

让·平（Jean Ping），华裔加蓬人。1942年 11月 24日出生于加蓬，在加蓬

首都利伯维尔读完中学后前往法国留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让·平 1972 年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后又被任命为加蓬驻法国使馆首

席参赞、加蓬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代表和代表。曾出任 1993 年度石油输出国

组织主席。2004年 6月 10日当选第 59届联合国大会主席。2008年 2月 1日在

非洲联盟第十届首脑会议全体会议上当选非盟委员会主席。 

自 1990 年以来，让·平先后在加蓬政府中担任多个职务，包括矿业、能源

和水力资源部长，外交和合作部长，计划、环境和旅游部长及政府副总理。 

让·平曾多次访问中国。2008年 8月出席北京第 29届奥运会开幕式及相关

活动。 

 

2009年 9月 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让·平。 

 
让·平父亲程志平祖籍温州。1933年程志平到加蓬开展贸易，后又从事多种经
营，渐成当地知名人士，并娶加蓬名门之女为妻，曾任当地州议会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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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丽丝·莱辛作品的非洲研究价值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是当代世界著名作家，20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莱辛 1925年到南罗德西亚，1949年被迫离开南罗并被禁止回国。津巴布韦

诞生后，莱辛才得以重回故土。 
莱辛善于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地了解优势，并注重与人对话、倾听别人

谈话以及利用文学家的细腻视角进行观察。莱辛作品注重描写白人、黑人的社会

生活。莱辛非常善于把握心理，对特殊社会历史环境中白人和黑人的心理有非常

精妙的诠释。而反过来，又可以通过这些心理及心理的外在表现来观察社会历史

环境。 
由于与罗德西亚（津巴布韦）的特殊联系及作为一个南部非洲白人的独特视

角，莱辛作品对研究罗德西亚（津巴布韦）乃至南部非洲具有重要价值。比如，

《非洲的笑声》（African Laughter: Four Visits to Zimbabwe）写了莱辛 1982、1988、
1989和 1992年四次到津巴布韦的经历和感受。其中一些内容有助于我们认识罗
德西亚（津巴布韦）以及南部非洲历史。 
关于中非联邦（Central African Federation）：“建立联邦的理想不可抵挡地吸

引着每个富于梦想的心灵，包括几乎所有的白人，可它实际上是在捏一团散沙。

北方两国都是英国的保护国，那里的黑人民众全然相信维多利亚女王向他们作出

的承诺：他们的利益永远是最高准则，国家的管理始终以他们的利益为本。忽视

这种‘本土’情感的爆炸性潜能从来都不会有好结果。而南罗德西亚总是以南非

为榜样，只要那里通过了什么法令，它就会立刻效仿，再把它纳入同南非一样无

所不及的压迫机器中。那些想把这三个国家并为一国的人根本忽视了黑人的愿

望，而实际上，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的民族解放运动立刻令这个愚蠢的方案寿

终正寝。与此同时，两个北方盟友的成功令南罗德西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受到激励，

它们也开始成功地处处掀起‘风波’” 

关于 20世纪 80年代的南部非洲形势：“南非，那个南部非洲白人特权的最
后堡垒。在 1982 年，没几句话不围着南非转，要么视其为威胁，要么视其为希
望。每天到那个堡垒里去的不光是平民，还有那些被解除武装的白人军人。他们

的统治已一去不复返，他们在南非组织起游击队，然后再回来对抗黑人政府。” 
“又过了六年，到了 1988 年，我才又回来，这段期间，整个南部非洲乱成

了一锅粥，其根本原因是南非政府决心把整个南部非洲控制在白人支配下。那些

年里，南非共和国对自己诸多邻邦的颠覆活动达到了肮脏和无耻的巅峰，南非的

军队使纳米比亚和安哥拉深陷于战乱之中，那支军队的残酷如何形容都不为过。

在莫桑比克，抵运开始了最卑鄙的破坏活动。在和平的博茨瓦纳，南非特工也忙

个不停，刺杀逃亡到那里的南非公民。⋯⋯在南非国内，镇压也达到高峰，全世

界都有对此的报道，可时有时无，毫无用处” 
（刘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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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历史知识 

努比亚 
 
古埃及人在描述埃及以南地区时使用这样一些词：古王国时期（公元前 2780

—2280年）是“亨特”（Khent）；中王国时期是“卡斯”（Kas）、“卡施”（Kash）
或“卡西”（Kashi）；新王国时期（公元前 1567—1085年）就变成了通行于现在
的“库施”（Kush）、“科施”（Ksh）。 
在古埃及人看来，“库施之土”（land of Kush）是“黄金之土”（land of gold），

而黄金在法老的语言中称“努布”（nbw）——“努比亚”（Nubia）一词由此而
来。 
努比亚的科尔马文化

（Kerma）被分成四个阶
段：古科尔马时期（Old 
Kerma）、中科尔马时期
（Middle Kerma）、古典科
尔 马 时 期 （ Classical 
Kerma）和近科尔马时期
（Recent Kerma）。在年代
上，A组文化（A-Group）
大致对应于古科尔马时

期，C组文化（C-Group）
大致对应于中科尔马时

期，法老埃及时代则与埃

及-努比亚尼罗河谷的整

个古代时期相对应。由 A
组文化、C 组文化和科尔
马文化构成的文化综合体

属 于 前 库 施 时 期

（pre-Kushite），而库施时
期则包括纳帕塔时期、麦

罗埃时期以及“X组文化” （X-Group）——或称巴拉纳文化（Ballana Culture）
——时期。巴拉纳文化是处在麦罗埃时期和努比亚基督教时代开始（公元 4—5

世纪）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 

 

文字部分：《人类文明史》第 2卷第 10 章； 

地图来自网络：http://www.thenubia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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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著快递  ڳڳڳ

 

1. 李永彩著，《南非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年版 

本书辩证、客观地介绍、评论了南非文学的起源和发展，从口头文学传统、

殖民征服时期文学、自治领时期文学、白人共和国时期文学以及后种族隔离制度

时期文学五个阶段出发，对黑人口头文学、阿非利坎语文学、白人英语文学、黑

人英语文学、科萨语文学、祖鲁语文学、苏陀语文学、茨瓦纳语文学、文达语文

学、聪加语文学、恩德贝莱语文学、斯威士语文学进行了研究。 
 

 

 

 

 

 

作节

 

2. 郑

本

下至当

分别从

还总结

当下南

 

 

 

 

 

 

 

 

观点

 

21 世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马策梅拉·马纳卡（Matsemela Manaka，1956—1998，黑人剧作家）剧
选： 

这事情是伟大的， 

解放的事情。 

曼德拉需要士兵， 

解放的士兵， 

士兵，许多士兵。 

（见本书第 405 页）
家馨著，《南非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书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的南非史，其叙述上起荷属开普殖民地的建立，

代南非。作者以时间为主，以政治和经济为主体，兼论社会、文学与教育，

布尔人、英裔白人和黑人的角度出发，详细叙述了南非历史的变迁。作者

自己二十余年从事南非史教学和研究的心得，从历史的角度、系统分析了

非种种社会痼疾与种族问题的根源以及南非在非洲大陆的历史地位。 

节抄 

纪南非将对非洲经济发展起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推动改变非洲殖民主义统治遗留的畸形经济结构； 

，推动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 

，整合非洲的金融市场服务业； 

，南非现代化企业可成为其它非洲国家的表率。 

（见本书第 390-3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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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研究生毕业论文目录 

 
2004   

王春蕾  《1960—1979 年尼日利亚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评析》（硕士） 

 

2005   

李必高  《中非经贸五十年（1949—2000）》（硕士） 

 

2006   

陈  风  《外国直接投资与博茨瓦纳经济发展》（硕士） 

 

2007   

刘太伟  《冷战后欧盟对非洲援助政策的调整》（硕士） 

张慧杰  《肯尼亚旅游业发展史研究》（硕士） 

惠伟波  《非洲联盟：非洲复兴的希望》（硕士） 

刘伟才  《<非洲增长与机遇法>述评》（硕士） 

 

2008   

雷  芳  《当代非洲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研究（1960 年至今）》（硕

士） 

郑力斐  《非洲人口增长与环境退化》（硕士） 

张建业  《非洲城市化研究（1960 年至今）》（硕士） 

张  良  《低水平的人口素质与非洲发展研究（1960 年代—21 世纪初）》（硕

士） 

 

2009   

吴丽霞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环境问题研究（1960 年至今）》（硕士） 

黄  杰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非洲政策研究》（硕士） 

邱晓军  《试析东非共同体发展历程（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硕士） 

 

2010   

严  磊  《危机与改革：赞比亚经济改革历程探析（1975-2008）》（博士） 

白  璐  《试论非洲国家的边界冲突》 （硕士） 

刘玲玉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一体化研究》（硕士） 

姜晓春  《肯雅塔民族主义思想探析》（硕士） 

刘伟才  《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研究》（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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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资源╠ 

 

《非洲历史期刊》（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2010年第 1期论文目录及书评书目 
 

论文目录 
MILITANTS, MOTHERS, AND THE NATIONAL FAMILY: UJAMAA, 
GENDER,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POSTCOLONIAL TANZANIA 
BY PRIYA LAL （New York University） 
 
ABSTRACT: Between 1964 and 1975, development politics in Tanzania came to be 
organized around a version of ujamaa that normalized distinct gender roles and 
celebrated a generic ideal of the nuclear family. Yet as ujamaa villagization unfolded 
on the ground in the south-eastern region of Mtwara, rural people’s practices rarely 
conformed to the ideas about gender and family implicit in official discourse and 
policy. Just as the institution of the family on the ground proved to be a complicated 
and fractured one, the Tanzanian state’s understanding of familyhood and the larger 
project of ujamaa were deeply riddled with internal tensions. 
KEY WORDS: Tanzania, postcolonial, family, gender, development. 
 
 
POLITICS AND PREACHING: CHIEFLY CONVERTS TO THE 
NAZARETHA CHURCH, OBEDIENT SUBJECTS, AND SERMON 
PERFORMANCE IN SOUTH AFRICA 
BY JOEL CABRITA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BSTRACT: Twentieth-century Natal and Zululand chiefs’ conversions to the 
Nazaretha Church allowed them to craft new narrative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perform them to their subjects. The well-established praising tradition of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century Zulu political culture had been an important narrative practice 
for legitimating chiefs;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erosion of chiefly power 
corresponded with a decline in chiefly praise poems. During this same period, 
however, new narrative occasions for chiefs seeking to legitimate their power arose in 
Nazaretha sermon performance. Chiefs used their conversion testimonies to narrate 
themselves as divinely appointed to their subjects. An alliance between the Nazare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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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and KwaZulu chiefs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 meant that the Church could 
position itself as an institution of national stature, and chiefs told stories that exhorted 
unruly subjects to obedience as a spiritual virtue. 
KEY WORDS: South Africa, religion, chieftaincy. 
 
 
‘RESOURCEFUL AND PROGRESSIVE BLACKMEN’: MODERNITY AND 
RACE IN B IAFR A, 1967 –70 
BY DOUGLAS ANTHONY (Franklin & Marshall College) 
 
ABSTRACT: Propaganda from Biafra and pro-Biafran rhetoric generated by its 
supporters drew heavily on ideas of modernity. This continued a pattern of 
associations rooted in colonial-era policies and ethnic stereotypes, and also 
represented a deliberate rhetorical strategy aimed at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audiences.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geria–Biafra War, the concept of race 
assumed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ole in both Biafran and pro-Biafran discourse, in 
part because of the diminished persuasiveness of Biafran claims about Nigeria’s 
genocidal intentions. Arguments about race dovetailed with established claims about 
modernity in ways that persist today.  
KEY WORDS: Nigeria, African modernities, civil wars, ethnicity, nationalism, race. 
 
 
BEING IGBO AND MUSLIM: THE IGBO OF SOUTH-EASTERN NIGERIA 
AND CONVERSIONS TO I S LA M, 1930S TO RECENT TIMES 
BY EGODI UCHENDU (University of Nigeria, Nsukka) 
 
ABSTRACT: Amid assumptions of a hegemonic Igbo Christian identity, conversions 
to Islam began in the late 1930s in the Igbo territory of south-east Nigeria – the only 
region in the country that was not touched by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slamic jihad and 
subsequent efforts to extend the borders of Islam in Nigeria. Four decades after the 
emergence of Islam in the Igbo homeland, and with the mixed blessings of a civil war, 
Igboland began to manifest clear evidence of indigenous Muslim presence. A key 
aspect of this article is how one can be both Igbo and Muslim. It considers the 
complex interplay of religious and ethnic identities of Igbo Muslims (including the 
mapping of religious values onto ethnic ones) until the 1990s, when Igbo Muslims 
began to disentangle ethnicity from religion, a development that owes much to the 
progress of Islamic education in Igboland and the emergence of Igbo Muslim scholars 
and clerics. Igbo reactions to conversions to Islam and the perceived threat of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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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ions to Igbo Christian identity also receive some attention in this article. 
KEY WORDS: Nigeria, Igbo, conversion, Islam. 
 
 
THE REGISTER OF THE SLAVES OF SULTAN MAWLAY ISMA‘ I L OF 
MOROCCO AT THE TUR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Y CHOUKI EL HAMEL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BSTRACT: In late-seventeenth-century Morocco, Mawlay Isma‘il commanded his 
officials to enslave all blacks: that is, to buy coercively or freely those already slaves 
and to enslave those who were free, including the Haratin (meaning free blacks or 
freed ex-slaves). This command violated the most salient Islamic legal code regarding 
the institution of slavery, which states that it is illegal to enslave fellow Muslims. This 
controversy caused a heated debate and overt hostility between the ‘ulama’ (Muslim 
scholars) and Mawlay Isma‘il. Official slave registers were created to justify the 
legality of the enforced buying of slaves from their owners and the enslavement of the 
Haratin. An equation of blackness and slavery was being developed to justify the 
subjection of the free Muslim black Moroccans. To prove the slave status of the black 
Moroccans, the officials in charge of the slavery project established a fictional 
hierarchy of categories of slaves. This project therefore constructed a slave status for 
all black people, even those who were free. 
KEY WORDS: Morocco, Islam, slavery, race  
 
 
书评书目 
1. The African Diaspora: A History Through Culture. By PATRICK MAN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On Trans-Saharan Trails: Islamic Law, Trade Networks, and Cross-cultural 

Exchange in Nineteenth-century Western Africa. By GHISLAINE LYD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 Red Sea Citizens: Cosmopolitan Society and Cultural Change in Massawa. By 
JONATHAN MIRAN.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4. African Art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Inventing a Global Commodity. By 
SIDNEY LITTLEFIELD KASFIR.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7. 

5.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and Democracy in Africa. Edited by TERENCE O. 
RANG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6. Orisa Devotion as World Religion: The Globalization of Yoruba Relig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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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Edited by JACOB K. OLUPONA and TERRY REY.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8. 

7. Ending British Rule in Africa: Writers in a Common Cause. By CAROL 
POLSGROV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9. 

8. Encounter, Transformation, and Identity : Peoples of the Western Cameroon 
Borderlands, 1891–2000. Edited by IAN FOWLER and VERKIJIKA G. FANSO.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9. 

9. Belongings: Property, Family, and Identity in Colonial South Africa (An 
Exploration of Frontiers, 1725–1830). By LAURA J. MITCHELL. 
Gutenberg-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 Cultures of Violence: Lynching and Racial Killing in South Af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y IVAN EVAN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9. 

11. Political Culture and Nationalism in Malawi: Building Kwacha. By JO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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