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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目前,一场严重旱灾正侵袭非洲之角和东非地区,包括索马里、埃
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在内的非洲国家受到沉重打击，大量民众陷入饥荒。非洲
研究中心成员祝鸣为媒体撰文，对旱灾和饥荒的外部和内部因素进行了分析。 
 
 

东非大旱：政治因素制约国际救援 
祝鸣 

 

目前，一场几十年未见的严重旱灾席卷了包括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

等国在内的非洲之角地区。7 月 20 日，联合国正式宣布索马里南部两个地区处

于饥荒状 态。索马里在非洲之角经历的严重干旱中遭受的打击最重，全国人口

的一半、约 370 万人口急需粮食援助，尤其是在武装冲突肆虐的南部某些地区，

营养不良率高 峰时达到 50%，每 1万名儿童每天有 6人死亡。7月底，世界粮食

计划署执行总干事乔塞特•希兰在罗马召开的粮农组织紧急会议上说：“旱灾已经

在非洲之角蔓 延，那里有 1100 万人需要粮食援助。”世界粮食计划署进一步对

国际社会警告说：如不采取紧急行动, 这场饥饿危机可能演变为更大的灾难。 

如果对这场灾难的背后原因进行全面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除了气候异常的

“天灾”原因（此次危机的根源开于去年 10 至 11 月的少雨和歉收后不久。在肯

尼亚北部 和索马里南部的一些地区，降雨量还不到 1995-2010 年平均值的 30%）

外，政治原因所导致的“人祸”因素也不可忽视，正所谓“偶然之中有必然”。 

事实上早在去年，已经有不少科研机构和国际组织就索马里及其周边地区可

能出现的旱灾和饥荒的危险发出了预警。但西方的捐助大国由于受困于金融危

机、利比亚 战事等国内外危机，而对这些警告反应迟缓。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

资助的饥饿早期预警系统网络（FEWS NET）的气候学家克里斯•冯克（Chris Funk）

所说，该组织的专家对于他们关于索马里干旱的早期预警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而

感到灰心丧气。冯克说，没有做足够的工作从而确保这种信息付诸使用： “这

种技术超过了响应体系的速度”。据估算紧急救灾援助所需资金为 16 亿美圆，但

目前只有一半的援助资金到位。英国广播公司（BBC）就提出批评：尽管国 际组

织已经提前对旱灾出现的可能性进行了多次警告，但在今年诸多国际大事的“中

和”下这些消息根本不可能成为电视或报纸的头条新闻。而西方的政治家们如果 

不是迫于新闻舆论压力的话，在对外援助上是绝对不会行动迅速的。还有学者对

这次本可避免的危机进行了反思后指出：“非洲之角的干旱暴露出我们预测灾难

的能 力与采取有效人道主义行动的能力之间持续的差距。先进的技术常常超过

了人道主义援助界充分利用这些技术提供的信息的能力，导致了不可避免地失去

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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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西方国家国内政治的因素，国际政治也在延缓着国际救援。目前索马里

大部分地区是由伊斯兰激进组织青年党所控制，美国官方怀疑索马里青年党与

“基地”等 国际恐怖组织存在某种关联，因此之前美国基本上断绝了提供给青

年党控制地区的外来援助。甚至在 6月底，美国无人机还在索马里南部实施空袭

行动，炸伤索马里 反政府武装组织青年党两名高级指挥官。一名不公开姓名美

国官员对此的解释是：“（青年党武装人员）打算在索马里以外地区发动恐怖袭击。

他们的活动愈发猖 獗，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限制他们的行动。”  因为这一原因，

青年党几年来对国际援助一直采取了消极乃至拒绝的态度。另外由于美国政府对

青年党的敌视态度，导致一些看美国眼色行事的国际救援组织在对索 马里开展

援助时就不免瞻前顾后而没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此外，索马里地区 20 多年来处于无政府状态，各派势力之间是冲突不断，

不仅导致国内经济建设停滞不前，还使索马里长期以来成为国际救援人员活动的

高风险地 区。这一巨大的政治风险也使得国际援助无法顺利布置到位。世界粮

食计划署就强调：索马里是世界上救援行动危险性最高的地区。自 2008 年以来，

粮食署已经 在那里失去了 14 名工作人员。粮食署就此敦促索马里冲突各方停止

敌对行动，并确保国际救援人员的行动安全。 

对这场由“气象天灾”和“政治人祸”叠加所产生的人道主义危机，开展及

时有效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无疑是相当必要的。目前，救援资金短缺的问题

已经初步 得到了缓解。在国际社会的大力呼吁下，各国与国际组织纷纷大幅提

高了对东非旱灾地区的援助预算。7 月 25 日，世界银行已承诺，至少划拨 5 亿

美元赈灾款。此 外，欧盟委员会已宣布将援助预算增至约 1.6 亿欧元。 其他国

家或国际组织也纷纷开始提供更多的援助。 

但有了救援资金只是成功开展国际救援的第一步，开展及时、有效、全面的

国际救援下一步就需要国际社会采取“非政治化”的救援行动。所谓 “非政治

化”就是捐助国家应该暂时搁置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分歧（如美国和索马里青年

党之间恶劣的关系），本着国际人道主义的立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 这一

点上，国际社会应该如已故的美国流行巨星迈克尔•杰克逊牵头发起的为了赈灾

1985 年非洲饥荒而创作的合唱歌曲《天下一家》那样，真正为解救东非地区 受

灾的千万生灵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国际社会可以大力借

助在这方面“术业有专攻”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如世界粮食计划署）或非政府组

织 的力量。因为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色彩相对比较中立，尤其

在对索马里青年党控制地区提供援助时就较能减少与之产生摩擦的风险。 

最后为了实现受灾地区的全面恢复和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还需要有长远的

政治眼光和坚强的政治意愿。因为这片遭灾的东非地区是非洲最贫困的地区之

一，长期以 来农业基础较为薄弱，粮食富余能力相当有限，导致该地区一遇到

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波动或是天灾，往往容易出现粮食短缺乃至危机。外来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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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救得了一时， 却救不了一世。因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最近就表示：应急

援助必不可少，而帮助当地进行农业转型，建立长期粮食安全体系也是重中之重。

据悉，联合国粮农组织 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在受灾地区发展多样化农业的可能性。 

总之，此次东非大旱灾 “并不意外的”发生与相应的国际救援行动，证明

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对于国际救援有着巨大却相对不引人注意的影响。在政治

因素的积极推动下，外来援助与自身努力相结合完全可以做到对灾害的防微杜

渐。反之，则只能做到亡羊补牢、事半功倍而已。 

 
(本文原载 2011 年 8 月 4 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见第 13 版) 

                                                                 

 

东非旱灾局势图（图中红色与深红色表示遭灾地区） 

来源：BBC, 22 Jul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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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大饥荒——反思“政府治理”之乱 

祝鸣 

 

据国际组织的估计：目前受旱灾影响，位于非洲之角的索马里、肯尼亚、埃

塞俄比亚和吉布提等国，总共有 1200 多万人面临粮食短缺的风险，需要获得援

助。其中，饱受战火摧残的索马里情况最为严重，大约有 370 万人急需援助，占

该国总人口的一半。  年初以来，索马里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背井离乡。7 月

20 日，联合国正式宣布索马里南部两个地区处于饥荒状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在 8 月宣布美国增加对东非受灾地区援助时，形容该地区的局势是“目前世界上

最严重的人道危机”。 

对这场看似由一场旱灾演变而成的饥荒，诸多非洲当地与西方媒体进行了深

入反思后得出的结论是：除了异常气象导致的旱灾外，长期以来非洲国家的国内

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交错影响导致非洲农业发育不良也是饥荒背后不可忽视的因

素。 

首先，西方历史上对非洲的长期殖民统治造成非洲农业发展的先天不足。自

从西方国家殖民非洲以来，西方国家的目标并不在于殖民地经济上的自立、政治

上的独 立，而是把非洲看成廉价原料的供给地与西方宗主国制成品的倾销地。

这种经济剥削的结果就是使得非洲部分国家的农业出现了畸形发展 —— 主要

用于出口的经济作物生产相对发达、而用为口粮的粮食作物生产则得不到足够重

视，由此使得这些非洲国家的粮食自给能力相当脆弱，一旦遇到粮食减产或是其 

他因素干扰就特别容易出现饥荒。 

其次，部分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治国理政的失误乃至失败使得农业发展出现了

较为严重的后天失调。1950、1960 年代以来，非洲各国纷纷取得民族独立。但

不 幸的是，历史上殖民统治留下的附庸经济结构仍然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起着

较大作用。这既是由于历史的惯性使然，也是由于独立后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大多

仿效的是 苏联或是西方国家的大规模工业化的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因此工业

发展得到了政府更多的偏爱，而农业则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亚洲国家对农业的投

入占 GDP 比例 的 10%以上，而非洲国家多年来都在 4%左右的水平。  更令有

些非洲国家雪上加霜的是，独立后一些非洲国家在国家构建、民族/部落关系上

没有处理好，导致国内不时爆发冲突乃至战争。自从 1991 年西亚德政权被 推翻

后，索马里更是 20 年处于无政府的军阀混战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农业发

展在内的经济发展则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对这场饥荒背后比较重要但较易被人所忽视的政治原因，有当地肯尼亚人一

针见血地表示：这不仅是一场自然旱灾，也是一场“政府治理的旱灾”。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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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已经纷纷动员起来，慷慨解囊，对东非饥荒提供了大笔的援助。联合国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早些时候为援助非洲之角发出了 24 亿美元募捐呼吁，目前

已经有近半的资金到帐。  但是在这次“救急”的国际援助行动之后，国际社会

和受灾的非洲国家也要及时反思教训，及时从根子上着手解决问题，不然日后类

似的人道悲剧只会不断重演。 
 

(本文原载 2011 年 8 月 19 日《文汇报》，见第 7 版) 

 

 

 

                                                                              

 

《蔚蓝色的非洲》读书小结 
周侁 

 

之前关于非洲，我了解最多的是埃及文明，也就是北非的一些地
区，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状况实在不甚了解，通过非洲文明史课程，
至少对非洲整体，包括人文地理与历史，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想这
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学习用更客观和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也有帮
助。而在学习过程中，东非斯瓦希里文明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它
独特的成长、发展环境及其多元一体的文化都令人产生神往之感，不
禁对东非的海岸文明肃然起敬。我所阅读、参考的书籍是《蔚蓝色的
非洲——东非斯瓦希里文化研究》。此书作者通过亲身探访将非洲绮
丽的风光和淳朴的人情展现在读者眼前，生动而且丰富，由此可见，
野外考察无疑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历史研究方法之一。现在，我们得享
这些学者的成果，不必考虑许多实地考察时所可能面临的难以想象的
困难，这份轻松愉快是值得珍惜和深思的。以下是我看书时的一些体
会（我选择展开的都是令我感到眼前一亮或有所启发的内容，并不想
大段摘抄书本中的介绍性文字）。 

关于中国与非洲的交流。在这个方面，“郑和下西洋”被反复提
及，涉及相关的文献如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
珍的《西洋番国志》等，另外还有许多挖掘到的瓷器可以证明中国确
实与非洲在古时有所接触，到后来，建铁路，办纺织厂，似乎中国与
非洲的交情甚笃。也许这些追溯是表现中非之间长远友谊所必不可少
的。而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今天已经会从不同角度来解读这些文献，
不仅用它们单调地宣扬明代的经济繁荣和海上优势，而且尝试追寻古
老非洲的踪迹，让古代的中国人为东非沿海城邦的存在和发展作证，
为人类的贸易、文化交流作证。实际上，我认为这种交流是延绵不绝
的，我们也不必刻意去找寻资料来牵强附会，非洲这片土地本身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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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和魅力总是会吸引人们的目光，无论是为了黄金钻石，还是为了探
险刺激。就像第 79 页的一张照片“斯瓦西里少女”，我第一眼看到她
时，头脑中最快显现的相关联想是台湾女作家三毛，她的装扮具有极
浓厚的民族气息，冷峻的眼神，优雅的姿态，好似一块绝美的宝石；
三毛在撒哈拉待过，也曾身着带有异域风情的服饰，那时的她脸上可
能挂着忧伤的表情，或是风尘仆仆的样子，或是热情地笑着，而这些
仿佛就是那个斯瓦希里少女隐藏在她那端庄姿态后的真相。我相信中
非的文化认同就是这样一种微妙的联系，彼此有着许多可以互相欣赏
和模仿之处。 

然后，关于文明交汇与异域魅力。按书上的原文：东非沿海的斯
瓦希里文化，是环西北印度洋周边地区亚非各民族的文化（包括非洲
大陆的、阿拉伯的、波斯的、印度西海岸的、东南亚的，甚至中国的
等等因素），在长期的跨洋交往和联系的过程中逐渐融合而成的。这
样一种多元复合的区域性文化十分独特，它并不是单纯地照搬其它文
化的特色，而是巧妙地将它们融汇起来，加入到本族的文化传统中去，
创造了带有浓郁外邦文化色彩的本族文化，而这就是他们面对不同文
化的冲击敢于交流沟通，善于接纳吸收的结果。事实上，在外来宗教
的传入以及生活方式变更方面，他们也许并不像一般人所假想的那样
排斥，而是乐于接受，将其作为一种改善生存环境的方式，他们精明
且富有勇气，相较内陆的非洲人而言更加开明，懂得生存之道。我发
现，很有意思的是，在我们的刻板印象里，非洲人大概和那些印第安
人差不多，头脑简单，容易受骗，专等着外来的掠夺者拿着不值钱的
小玩意便换走了他们手上大量的宝物，如象牙、黄金等等，而实际上
又恰恰相反。“每年，从这些东非沿海城邦和港口输出的象牙、木材、
犀角、龟甲、兽皮、琥珀、玳瑁、香料（丁香、没药、乳香、龙涎香）
等更是不计其数。这些物品出口到阿拉伯世界、印度、波斯、欧洲和
中国。为交换这些非洲珍贵物品，阿拉伯和印度的商人从欧洲和中国
运来珠宝、金币、瓷器、茶叶、丝绸、布匹等。”可见物品的交换是
比较公平的，商品的贸易和往来建立在互相通晓商品的价格和价值基
础上。非洲人的判断水平就如《非洲史》的作者所说：“非洲人很快
就具有了敏锐眼光来识别什么货物珍贵和什么货物无用——甚至能
够确定价格本身是否合理。”世界文化遗产桑给巴尔城，也称翁古贾
石头城，是波斯设拉子人建立的重要城镇，如今桑给巴尔共和国的首
府，文化中心。从照片上来看，迷人的岛屿，鲜亮的房舍错落分布，
四周是湛蓝的海洋，那样平静，它是历史的遗存，同样也是后世人的
家园，能够同时沉浸在清新海风的吹拂和苍茫岁月的洗礼中难道不是
一种别样的体验吗？而在斯瓦希里艺术中，绘画最吸引我。它们以动
物为主要素材，喜爱密集的原点还有流畅的线条，颜色深浅差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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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过渡，动物的眼睛突出而且大都朝下看着，引人猜想它们的趣
味，虽然书本中没有插入彩色画面，却仿佛可以想象出其着色之后的
样子，必是格外鲜艳亮丽，充满生机热情，而植根于坦桑尼亚的廷噶
廷噶画派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而这种艺术代表了一种坚韧和不负传承
的精神。我们看到，非洲绝非缺乏文化艺术，至少斯瓦希里文明，它
所在的地区、涉及的民族、创造的语言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财
富，这不仅是真真实实的，而且值得骄傲。 

在总结斯瓦希里文化的形态特征时，作者主要说明了四点，简单
说来便是：海岸文化；城邦国家文化；商业贸易基础上的开放文化；、
温和与理性的特点，实用、平和、世俗的个性。从这些特点我们大致
可体会斯瓦希里文明的魅力所在。另外，作者还提到了一个关于世界
文化变迁的观点，这在作者所写论文《中非交往：文明史的意义》中
也有所体现：“是否可以说，从世界文化史的宏观角度上看，古典时
代世界的中心舞台在地中海，中古时代世界的中心则是印度洋，近代
以后世界的中心便是大西洋，而当代，或许太平洋已成为世界的中心，
而在未来，包括中国-印度-非洲在内的‘环西北印度洋’现代亚非文
明，有可能再次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一个关键的位置。地中海-印度洋-
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之世界文明力量中心的移动，或许正是上下三
千年世界文化变迁史的一幅基本图景吧。”这让人颇受启发，我们看
到，人类文明的进程并非是沿着老路重复运行，而是在不断竞争、创
造中持续向前，如若中国有幸能够把握时机，那其曾在古时探索的“西
洋”地区在当今或许将会呈现更有潜能和富饶的一面，而当今的非洲
人若是能像他们的先人们那般开明开放，懂得保护自己的同时善于学
习、交流，世界再给予他们善意一些的目光，那蓝图大概才是值得描
绘一下的。 

最后，关于非洲史的学习。斯瓦希里文明确实使我大开眼界，这
同时也反映出了平日学习中所存在的问题，那就是缺乏对这些文化和
地区的了解和关心，具体来说如下所列： 

第一，我们一直以来对非洲认识太浅，误解太深，总是用想当然
的异样眼光来臆想非洲的情况。就像《非洲史》序言里所列举的那样：
原始的非洲、野蛮而危险的非洲、奇异的非洲、自然美的非洲、空想
的非洲、破碎的非洲……而中国学者在关于非洲文明的著作引语中也
不得不做好相关提醒：“如果你本身就是带着某种偏见、某种傲慢来
看非洲，或是仅凭一点点道听途说、一点点有限的知识来评价非洲，
你心目中的非洲可能会与那个真实的非洲相去甚远，这正如某些外国
人看中国时所犯的错误一样。”我想迄今为止，中国的发展和成长多
少已经为世人所知，通过对外开放交流，举办大型活动等，中国正在
被瞩目中向现代化前进，而非洲的表现又如何呢？经济，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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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好像总是处于乱糟糟的状态，以至于现今的人们几乎开始忘却
或者怀疑它曾经可能经历过的辉煌，而这对于非洲民族而言是尴尬和
耻辱的，对于无知的大众而言是悲哀的。就如斯瓦希里文明这般独特
的财富不管于非洲还是于世界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可又有多少人知晓
它呢？我们的有色眼镜和顽固定式使非洲的一切被显得太简易和愚
蠢。那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
知”，实事求是应是抱着最大良知的表现。 

第二，长久以来，就历史教学而言，我们的目光都过度集中于欧
美国家，而且尤其瞄准着英、法、美、俄、德，除此之外的其他国家
只能稍稍带过，即便如日本也基本只是从明治维新开始，不再会上溯
其最初的起源，亚非拉国家（当然除了中国）就更无立足之地了，它
们通常依附于他国或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弱小又混乱。于是，我们想
当然地以为它们无足轻重，用惯常的想法来评判它们，导致了许多误
解。我想，当今人还是应该常怀好奇之心，尤其是对平日接触少的对
象，更应谨慎地了解学习，在此基础才上或可作一点有根据的评价，
而且最好有一种将其置于全球背景下来看的态度，方能显得比较全
面、实际。其实，我对于非洲文明史还有以后可能开设的日本史一直
怀有期待，不是说凭此便能深入了解这些国家的文化，而是希望多少
增加些见识，尤其是从老师们那里听取更独到的见解，帮助兴趣的扩
展和材料信息的补充。我想就此书的作者而言，应该也是本着认真研
究的态度，一方面展示非洲文化的真情实景，另一方面，希望阅读者
和学界能够更清醒地意识到非洲文化的价值，肯定它、尊重它并且保
护它，帮助人们审视自己的观点，让奇怪的误解逐渐得到消褪，使得
地域文化的光彩在全球的视野下得到显现。 

 
（本文作者为上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学师范专业 2008 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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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 AND PRESENTISM: THE ‘PRECOLONIAL’ AND THE 
FORESHORTENING OF AFRICAN HISTORY 
RICHARD REID（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marginalization of precolonial history from mainstream 

Africanist scholarship in recent decades, and argues that this can be understoo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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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 of a scholarly culture that attributes an exaggerated significance to the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article highlights some of the work that continues to be 
done on Africa's deeper past, with a view to demonstrating the enormous value of 
such research in elucidating present-day issues. It also argues, however, that work on 
the modern period is preponderant, and that there is a clear tendency toward historical 
foreshortening, evidenced in recent scholarship on such topics as conflict and 
ethnicit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LOCAL POLITIC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AURITIAN WELFARE STATE, 1936–50 
JEREMY SEEKINGS（University of Cape Town） 
 

Mauritius's unusual welfare state dates back to the introduction of non-contributory 
old-age pensions in 1950.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origins of this reform, focusing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political actors in both Mauritius (local planters, political 
activists, and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London (the Colonial Office and Labour 
Party). Faced with riots among unorganised sugar estate workers in 1937,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considered welfare reforms as part of a package intended to substitute 
for political change. The nascent Mauritian Labour Party used its links to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to apply additional pressure on the Colonial Office and, hence, the 
Governor in Mauritius. Welfare reform was stalled, however, by resistance from, 
initially, the governor and, later, the Colonial Office. It took partial democratisation in 
1948 to push the local administration towards reluctant reform. The choice of 
tax-financed old-age pensions reflected the combination of a small and open economy, 
the absence of surplus land, poorly organised workers, and an effective state. 

 
KWAME NKRUMAH,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IN GHANA, 
1957–66 
JEFF D. GRISCHOW（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a rehabilitation program for disabled Ghanaians developed by 
Kwame Nkrumah's government between 1961 and 1966. Arising at a time when 
Nkrumah was moving away from welfarism in favor of a ‘big push’ for 
industrialization, rehabilitation sought to integrate disabled citizens in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s productive workers. Nkrumah's program was preceded by a colonial 
rehabilitation project during the 1940s for disabled African soldiers. The colonial 
initiative drew heavily on the British model of social orthopaedics, which equated 
citizenship with work. This philosophy resonated with Nkrumah's vision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full employment. Although its economic focus had troubling 
implications for citizenship and welfare, Nkrumah's rehabilitation program was 
unique among newly independent African states, and it arguably produced a positive 
legacy. 

 
MASS PRODUCTION OR PRODUCTION BY THE MASSES? TR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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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VES, AND THE POLITIC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POST-INDEPENDENCE ZAMBIA 
ANDREW BOWMAN（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The fall of colonial regimes across Africa was accompanied by the rise in 
expectations for rapid and inclusive rural economic progress. In Zambia, the 
cooperative production unit was one of two key initiatives at the centre of the Unit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s ambitious development efforts. The other was the 
tractor. By following these two interlinked initiatives in the years immediately 
following independence,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explored history of early 
postcolonial development. It argues that both the power of expert groups and the level 
of continuity between late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development was not always as 
great as has recently been suggested. Cooperative mechanization policies emerged 
from a confluence of competing claims over knowledge, power and resources. 
However, as is demonstrated, they also reflected more fundamental tensions in the 
development endeavour between the prioritization of economically efficient mass 
production,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for the masses. 

 
BETWEEN WORLD HISTORY AND STATE FORMATION: NEW 
PERSPECTIVES ON AFRICA'S CITIES 
LAURENT FOURCHARD（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Les Afriques 
dans le monde, 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Bordeaux） 
 

The dramatic urban change taking place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has led to a 
renewed and controversial interest in Africa's cities within several academic and 
expert circles. Attempts to align a growing but fragmented body of research on 
Africa's urban past with more general trends in urban studies have been few but have 
nevertheless opened up new analytical possibiliti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o move 
beyond the traps of localism and unhelpful categorizations that have dominated 
aspects of urban history and the urban studies literature of the continent, historians 
should explore African urban dynamics in relation to world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state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larger debates between social scientists and urban 
theorists. By considering how global socio-historical processes articulate with the 
everyday lives of urban dwellers and how city-state relationships are structured by 
ambivalence, this article will illustrate how historians can participate in those debates 
in ways that demonstrate that history matters, but not in a linear way. These 
illustrations will also suggest why it is necessary for historians to contest 
interpretations of Africa's cities that construe them as ontologically different from 
other cities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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