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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ڝ非洲发展ڝ

 

非洲与千年发展目标 
 
9月 20—22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峰会在纽约举行。 

非洲在达成目标的进度和成

效方面总体落后于其它相关地

区。就目前的发展趋势而言，非

洲大陆整体在 2015 年实现八大

目标几乎已成不可能的任务。 

不过，尽管最近发生了食物、

能源、金融和经济方面的危机，

大部分国家仍在向达成各项目标

的道路上前进。营养不良人群的比例

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全面普及基

疟疾方面，大部分非洲国家也取得了

持度和投资也没有因为经济危机而出

年对非洲的借款是前一年的五倍，世

此外，非洲自身也在行政、机构等方

挑战也依然存在。由于非洲自身

仍未消退。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虽然

举债和争取援助。国际粮食价格的居

国家的收支和人民的活水平。当前，

外，非洲还必须注意维护某些区域的

后续非洲国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

策；加强涉及千年发展目标的统计体

强公共事业投入；积极推动私人企业

统一规划框架建设；发挥区域合作和

 

（摘译自：Assess

 
     

 

千年发展目标 

1． 消除极端贫困与饥饿； 
2． 全面普及基础教育； 
3． 促进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 
4． 降低儿童死亡率； 
5． 提高母亲健康水平； 
6． 防治艾滋病、疟疾和其它重大疾病； 
7． 保持环境可持续性； 
8． 促进发展问题上的全球合作。 
正在减少，大西洋沿岸的非洲国家在这方面

础教育、实现性别平等、减少肺结核和防治

一定进展。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非洲的支

现大规模的降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9

界银行 2009年对非洲的贷款达到 82.5亿。

面实现了革新，以能更好地达成发展目标。 

的恢复能力相对较弱，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

能给予大力支持，但短期内非洲仍必须大量

高不下和燃油价格的不断上升也将影响非洲

在继续在国际合作和经济增长方面做好工作

和平和某些国家的政治稳定。 

做好工作：保持合理的、稳定的宏观经济政

系建设；加强涉及千年发展目标的规划；加

、非政府组织参与千年发展目标工作；加强

南南合作潜力。 

ing Progress in Africa towards MDG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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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ڇڇ中非关系ڇڇ

 
中非外长第二次联大政治磋商举行 

 

9月 23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纽约主持中非外长第二次联大政治磋商，

中非外长们就加强中非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推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促进非洲

和平与安全等充分、深入地交换看法，达成广泛共识，并一致通过了《中非外长

第二次政治磋商联合公报》，达成以下共识： 

一、双方高度评价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十年来对引领中非友好关系全面、快速

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论坛为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和

谐世界做出的贡献；重申成员国致力于不断完善论坛机制建设，加强论坛框架下

各领域务实合作，丰富论坛内涵，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二、双方对论坛北京峰会后续行动得到全面落实感到满意，高度赞赏中国政

府克服国际金融危机不利影响，在 2009 年沙姆沙伊赫举行的论坛第４届部长级

会议上宣布了旨在加强中非合作的新举措。 

    三、双方积极评价自 2009 年 11 月以来落实《沙姆沙伊赫宣言》和《沙姆沙

伊赫行动计划》取得的进展，重申中非将加强协调合作，推动第 4届部长级会议

各项成果得到有效落实，造福中非人民。非方赞赏中方扩大优惠贷款规模，欢迎

中方提出将中非发展基金规模扩大至 30 亿美元，并逐步达到 50 亿美元，以支持

扩大中国对非投资。 

    四、双方满意地注意到，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不利影响，非洲经济仍保持积

极复苏势头，并认为这一势头需进一步巩固。尽管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集体影

响力上升，但相对于其政治经济潜力、面积和人口而言仍然不足。双方对恐怖主

义、海盗行为、跨国有组织犯罪、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和国际金融危机等非洲面

临的新挑战表示关切。为此，双方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非洲和平与发展的支持力

度，以保障安全和稳定。 

    五、中方高度评价非洲联盟等非洲地区组织和非洲国家为自主解决地区冲

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的努力，将继续建设性地参与非洲热点问题的斡旋

和解决，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在帮助解决非洲地区冲突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支持

并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在这方面，双方重申在联合国和非盟主导下开

展非洲维和行动的重要性，愿加强有关人员培训合作，提升非洲在这一重要领域

的能力。为此，中非双方呼吁国际社会和包括安理会在内的联合国机构，加强对

非盟维和行动的技术、资金和后勤支持。 

六、中方重申支持非洲一体化进程，尊重非洲国家在实现一体化方式上的自

主决定，将进一步加强与非洲地区经济共同体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上的协调与

合作，继续积极支持非洲联盟等地区组织的能力建设、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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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次地区经济融合。 

中方欢迎非洲通过“基础设施发展计划”，继续将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作

为中非合作的优先领域，愿为非洲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以促

进非洲社会经济发展和一体化建设。 

    七、中方赞赏非洲国家为推进千年发展目标所做的努力，尤其在普及小学教

育、改善儿童和妇女健康等领域取得的显著进展；同时，注意到非洲按期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面临巨大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不利影响以及缺乏应对这

些挑战的充足资源，特别是发达国家承诺提供的资源不足等因素，使这些挑战进

一步加剧。中方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尽快兑现援助、减债等承诺，提供

更多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非洲国家尽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八、双方积极评价中非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等渠道开展的贸易、援助、投资等

合作对促进双方社会经济发展、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中方在合

作中将继续本着互利互惠和可持续发展原则，注重提高非洲产品附加值，扩大向

非洲商品开放市场，进一步改善中非贸易结构，促进中非贸易平衡发展。双方强

调国际社会再次努力，以公正、平衡的方式结束以发展为核心的多哈回合谈判十

分重要，认为这将扩大非洲国家致富和减贫的途径。 

    双方赞赏地注意到中国赴非游客数量增加；非方呼吁中国增加对旅游业的投

资，认为这是促进非洲经济增长和深化中非文化交流的有效方式。 

    九、双方注意到世界在粮食安全问题上面临严峻挑战，强调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非洲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应引起国际社会更大关注。双方关切地注意到新一轮

食品价格上涨及其对非洲经济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呼吁国际社会重新关注并进

一步努力解决食品价格上涨的深层次原因，以避免再次发生全球粮食安全危机。

双方呼吁国际社会在资金、技术、市场、能力建设等方面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支持，

同时采取积极措施帮助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 

    十、中方支持非洲为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积极推行农业政策和机制改革以及

实施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项下的“非洲农业全面发展计划”的努力；重申将进一

步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农业和粮食安全合作，特别是通过扩大农业投资、基础设施

建设以及农业实用技术交流和转让等方式，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农业生产和粮食安

全保障能力。 

十一、双方主张根据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原则改革国际金融体

系，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国际金融体系不断朝着公平、公正、

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以集体的方式并根据明确和协商一

致的原则加以推动。双方一致认为，非洲总体上在国际金融体系和新兴全球经济

治理机制中的代表性不足。 

    双方重申有必要通过改革并优先增加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他机构

的代表性来加强联合国作用。为此，非洲国家赞赏中方在国际场合，特别是在联

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对非洲正义和公平事业的支持。 

    十二、双方强调国际社会应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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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书》的原则和规定，特别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继续推进“巴厘

路线图”双轨制谈判，推动年底墨西哥坎昆会议取得积极成果，包括就京都议定

书第二承诺期达成一致；呼吁发达国家充分考虑非洲国家对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

力的迫切需要，切实履行对非洲的资金和技术转让承诺。 

    十三、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理诉求，与非洲国家共同

努力认真落实论坛第４届部长级会议建立的中非应对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加强在

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沟通协调以及相关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源等合作，

支持非洲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十四、双方强调中非外长政治磋商对于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深化中非新型

战略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将继续举行定期对话与磋商，加强中非在重大国际

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 

 

                                                             

Ø尼日利亚独立 50 周年专题 Ø 

 

尼日利亚：多事之秋 
 

今年是尼日利亚独立 50周年。然而，大庆之时却是多事之秋。 
亚阿杜阿总统的“生死难卜”一度致局势动荡，约斯（Jos）的族群仇杀再

次提醒世人尼日利亚或可称“西非海岸璀璨之光”，却难成“崛起中的和谐之国”。

正当局势稍稍平息，人们以为可以欢庆独立纪念之时，独立日当天——10 月 1
日——阿布贾却传来爆炸声。 

爆炸案发生后，尼日尔河三角洲解放运动（MEND，Movement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Niger Delta）的一名成员在南非被逮捕，巴班吉达将军竞选团
队的一位首要人物则被尼安全部门“邀请”协助调查。这时，人们已很难再期望

2011 年的大选会平安无事。 

对于即将到来的大选，前美国驻尼大使坎贝尔（John Campbell）称这将是一
场南北方的“大决战”（Armageddon），另一位前美国驻尼大使索恩德斯（Robin 
Saunders）没有这么悲观，但也不得不承认尼日利亚各方和国家社会必须付出极
大努力才能保证大选顺利进行。 

考察当前尼日利亚的各种矛盾冲突，简单的套路是将其归罪于殖民统治者的

“分而治之”政策。1914 年成立的尼日利亚殖民地和保护国包含三个部分：相
当于原拉各斯殖民地的尼日利亚殖民地、南尼日利亚保护国以及北尼日利亚保护

国。殖民地的地位和两个保护国的地位不同——前者是“女王陛下领土的一部

分”，后者是这些领土的附属地；前者居民为“英国臣民”，后者居民则为“受英

 4



 

国保护者”。如果再进一步细分，各地大大小小的传统政权和传统统治者更是纷

繁复杂，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当然也各不相同。 

无疑，这就是“分而治之”。但是，“分而治之”必须有相应的基础。 

尼日利亚有 250 多个民族，其中三个最大的是北部的豪萨－富拉尼族
（Hausa-Fulani）、西部的约鲁巴族（Yoruba）和东部的伊格博族（Egbo），这些
大族都有自己辉煌的历史和传统，都建立过显赫一时的强大政权，比如豪萨城邦、

索科托哈里发帝国、奥约、伊费，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沿海商业自治实体和伊斯

兰独立实体。即便是东北的少数民族卡努里人（Kanuri），历史上也曾建立过地
跨今尼日利亚、乍得和尼日尔等国的强大的加涅姆-博尔努帝国。在“尼日利亚

民族”这一认同尚未牢固确立的情况下，不可能要求某个民族认另一个民族为“正

统”。这样，中央政府到底该由谁掌管、联邦经济利益如何分配等都会成为问题。 

宗教冲突是尼日利亚的另一个大问题。尼日利亚居民中 50%信奉伊斯兰教，
40%信奉基督教，从数量上来看谁都没有绝对优势。更严重的是，信仰两种不同

宗教的居民并非水乳交融，而是对应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民族。从地域上来说，

穆斯林主要在北方，基督徒主要在南方，那位前美国驻尼大使说明年的大选将是

“南北大决战”，固然夸张，但也不完全是戏言。此前多次（1994、2001、2008、
2010）发生教派仇杀的约斯，正是位于南北接界的中部高原。从民族上来说，穆
斯林主要是豪萨-弗拉尼人，伊格博人则主要是基督徒，约鲁巴人从 11世纪开始
有很多人信奉伊斯兰教，而今天则多为基督徒。 

如果要谈尼日利亚的民族和宗教冲突，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实例无疑是比夫拉

战争（Biafra War。有人认为应称“尼日利亚内战”——Nigeria Civil War，

因为称“比夫拉战争”有承认当时的战争一方比夫拉为独立实体之嫌，而称尼日

利亚内战则明确了比夫拉为尼日利亚一部分，从事战争者为中央政权反叛者。此

处为行文方便，称比夫拉战争）。当年，民族、宗教冲突的交织加上经济、政治

形势的恶化造成了一场自尼日利亚独立以来最严重、最血腥、最具破坏性影响的

冲突。如今，比夫拉战争已结束整整 40 周年。但是，造成这场战争的根本矛盾

依然存在。 

民族、宗教的差异和冲突由来已久，新近数十年兴起的围绕石油、矿产等的

利益矛盾更是相当尖锐。事实证明，50 年的时间根本无法弥合历史和现实的种
种裂缝。 

此处采集了大英在线百科关于比夫拉的解释和 BBC 在 2000 年（即比夫拉战

争结束 30 周年）发布的一篇由尼日利亚人撰写的纪念文章。特别鸣谢编委会成

员祝鸣，本期发布关于尼日利亚独立 50 周年的内容来源于他的提议。（刘伟才） 

 
 

Biafra from Britannica Online Encyclopedia 
 

Biafra, secessionist western African state that unilaterally declared its 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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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Nigeria in May 1967. It constituted the former Eastern Region of Nigeria and 
was inhabited principally by Igbo people. Biafra ceased to exist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in January 1970. 

In the mid-1960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ethnic friction characterized 
Nigerian public life. In the mostly Hausa north, resentment against the more 
prosperous, educated Igbo minority erupted into violence. In September 1966, some 
10,000 to 30,000 Igbo people were massacred in the Northern Region, and perhaps 
1,000,000 fled as refugees to the Igbo-dominated east. Non-Igbos were then expelled 
from the Eastern Region. 

Attempts by representatives of all regions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were 
unsuccessful. On May 30, 1967, the head of the Eastern Region, Lieutenant Colonel 
(later General) Odumegwu Ojukwu, with the authorization of a consultative assembly, 
declared the region a sovereign and independent republic under the name of Biafra. 
General Yakubu Gowon, the leader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refused to recognize 
Biafra’s secession. In the hostilities that broke out the following July, Biafran troops 
were at first successful, but soon the numerically superior federal forces began to 
press Biafra’s boundaries inward from the south, west, and north. Biafra shrank to 
one-tenth its original area in the course of the war. By 1968 it had lost its seaports and 
become landlocked; supplies could be brought in only by air. Starvation and disease 
followed; estimates of mortality range from 500,000 to several million.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the papacy, and others tried to reconcile the 
combatants. Most countries continued to recognize Gowon’s regime as the 
government of all Nigeri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Soviet Union supplied it 
with arms.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ympathy for the plight of starving 
Biafran children brought airlifts of food and medicine from many countries. Côte 
d’Ivoire, Gabon, Tanzania, and Zambia recognized Biafra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and 
France sent Biafra weapons. 

Biafran forces were finally routed in a series of engagements in late December 
1969 and early January 1970. Ojukwu fled to Côte d’Ivoire, and the remaining 
Biafran officers surrendered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n Jan. 15, 1970. Biafra, on 
the point of total collapse, thereupon ceased to exist. 
 
 

Biafra: Thirty years on 
Barnaby Philips 

 
It is 30 years since the end of one of post-independence Africa's first and most 

bloody wars.  
The Nigerian civil war not only came close to tearing Africa's most popul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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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apart, it also provoked passions in many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particularly 
in Britain, the former colonial power.  

Nigeria became independent in 1960. Like most ex-colonies in the continent, its 
boundaries had been defined quite arbitrarily to demarcate where the competing 
claims of the imperial powers collided. Consequently Nigeria was composed of 
semi-autonomous Muslim feudal states in the desert north, and once-powerful 
Christian and animist kingdoms in the south and east, which was where the country's 
only significant source of income - oil - was exploited.  

At independence, Nigeria had a federal constitution comprising three regions 
defined by the principal ethnic groups in the country - the Hausa and Fulani in the 
north, Yoruba in the south-west, and Ibo in the south-east. But as the military took 
over in the mid-1960s, and the economic situation worsened, ethnic tensions broke 
out.  

Up to 30,000 Ibos were killed in fighting with Hausas, and around 1 million 
refugees fled to their Ibo homeland in the east. On 30 May, 1967, the head of the 
Eastern Region, Colonel Emeka Ojukwu, unilaterally declared the independent 
Republic of Biafra. After initial military gains, the Biafran forces were pushed back. 
Over two-and-a-half years later, 1 million civilians had died in fighting and from 
famine. Photographs of starving children with huge distended stomachs from protein 
deficiency horrified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Finally, Biafra was reabsorbed into 
Nigeria.  

Today, Chief Emeka Ojukwu enjoys the role of elder statesman, living in comfort in 
the former Biafran capital, Enugu. Forgiven by the Nigerian authorities in the early 
1980s, he admits to no remorse for the events of the civil war. "At 33 I reacted as a 
brilliant 33 year old," he says. "At 66 it is my hope that if I had to face this I should 
also confront it as a brilliant 66 year old. "Responsibility for what went on - how can I 
feel responsible in a situation in which I put myself out and saved the people from 
genocide? No, I don't feel responsible at all. I did the best I could."  

For the men who fought for the Biafran cause, defeat has been followed by 30 years 
of humiliation. The wounded veterans line up in their wheelchairs alongside the main 
roads in Enugu, begging for money from passers-by.  

When the civil war ended, the government promised the Ibo people that there 
would be no victors and no vanquished. The authorities were desperate to avoid a 
repetition of the ethnic tensions which preceded the war. Chief Ojukwu believes the 
Ibos have been largely excluded from power ever since and this could cause 
instability in the future. "None of the problems that led to the war have been solved 
yet," he says. "They are still there. We have a situation creeping towards the type of 
situation that saw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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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plenty of resentment but little talk of secession among the Ibo today. 
During the war, Mrs Oyibo Adinamadu was a leading women's activist for the Biafran 
cause. But only a few African countries recognised it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She 
even travelled to Britain to lobby the then Labour government, which refused to meet 
her.  

Instead Britain was a key arms supplier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enabling it to 
crush the rebellion, because it believed that Biafran secession would create regional 
instability. The then British Labour Foreign Secretary, Michael Stewart, agonised over 
this policy. "It would have been quite easy for me to say: This is going to be difficult - 
let's cut off all connexion with the Nigerian Government," he says now. "If I'd done 
that I should have known that I was encouraging in Africa the principle of tribal 
secession - with all the misery that could bring to Africa in the future."  

Today, Mrs Adinamadu thinks that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will 
encourage the Ibo of eastern Nigeria to believe in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And if 
the easterners are treated fairly, and other parts of Nigeria too, and you see an 
equitable handling or distribution of what is available, and then of course working to 
develop and to progress - I think easterners would like to stay in Nigeria," she says.  
But following Nigeria's recent return to democracy, many of the country's diverse 
peoples, not just the Ibos, are demanding greater autonomy.  

Nigeria is a young country. The vast majority of its population is under 30 years old 
and only a small proportion have direct memories of the war. But the causes of the 
Biafran conflict - ethnic rivalry and mistrust - are as relevant today as ever. 

 (13 January, 2000, http://news.bbc.co.uk/2/hi/africa/596712.stm) 
 
 

                                                     

 

《非洲历史》论文摘要（1） 
（1961，Volume 2，No 1，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编者按：《非洲历史》（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是非洲历史研究领域的顶级权

威期刊，其所载论文均极具代表性和重要性，相当多的论文更是在材料、观点和方法上具

有奠基性和开创性。通过对这一期刊的论文进行考察，不但可以增长知识、开阔学术眼界、

借鉴学术方法，还可以对国际非洲历史研究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以之为基础进行国际

非洲史学史研究。本刊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定期陆续发布《非洲历史》自创刊以来的

各期论文的摘要，供读者参考。有兴趣者可阅读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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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oger Summers, The Southern Rhodesian Iron Age 
南罗德西亚的铁器时代分为“南罗德西亚铁器时代 A（约公元前 100 年到

19世纪初）”、“南罗德西亚铁器时代 B（独立于A时代，从 12世纪到 19世纪初）”、
“南罗德西亚铁器时代 A+B（约从 19世纪初开始，A文化和 B文化开始融合）”。 
文章论述了罗德西亚铁器时代的分歧及各自的特征和代表性器物。 

 
2．Ivor Wilks, The Northern Factor in Ashanti History: Begho and the Mande 

本文论述了曼德人通过贸易和伊斯兰教对阿散蒂的影响。阿散蒂王国从一开

始起就不但跟南方海岸的欧洲人有贸易联系，还和北部尼日尔河湾的商业城镇有

联系。库马西向南可通往产金地、向西可通往海岸、向北可通往尼日尔河城镇并

间接到达北非，这造就了阿散蒂历史的多样性。 
 

3．Margaret Priestley, The Ashanti Question and the British: Eighteenth-century 
Origins 

1807 年，英国帮助海岸的芳蒂人抗击阿散蒂人，意味着英国开始采取明确
的政策介入当地的冲突。但在这种明确的介入之前，英国已经在芳蒂-阿散蒂关
系上进行了诸多的思考和折冲参与，19世纪发生的种种都可以在 18世纪找到根
源。 
 
4．Ian Cunnison, Kazembe and the Portuguese 1798-1832 
约从 1760年到 1860年，在今加丹加南部、安哥拉东部和赞比亚东北部一带

存在着两个强有力的王国：位于这一地带西部的姆瓦塔·扬沃王国（Mwata Yamvo）
和东部的卡曾伯王国（Kazembe）。当时，葡萄牙人已分别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
建立殖民据点，两地的葡萄牙人都通过一些中间族群与两个王国发生了联系。为

了直接与两个王国建立稳固的贸易联系以及打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之间的中部

非洲内陆道路，葡萄牙人组织探访这两个王国。 
1798-1799、1805-1811、1831-1832，莫桑比克的葡萄牙人三次访问卡曾伯

王国。第一次探访由 Francisco José Maria de Lacerda率领，葡萄牙人受到卡曾伯
三世的友好接待。第二次探访由 P. J. Baptista和 Anastacio José实行，他们遇见的
是卡曾伯四世。卡曾伯四世阻止葡萄牙人姆瓦塔·扬沃王国，下令没收了他们的
货物。第三次探访卡曾伯王国的是Monteiro和 Gamitto，他们遇到的同样是卡曾
伯四世，除了货物被剥夺或低价强买外，葡萄牙人还得不到充足的食物供应，并

被指控用巫术，在葡萄牙人希望返回时还被扣留。葡萄牙人回太特后写了一份备

忘录，称与卡曾伯王国建立贸易关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为那里盗窃和野蛮横

行、除奴隶外没其它商品、卡曾伯国王希望垄断贸易且条件苛刻。这份报告降低

了葡萄牙人进一步探访内陆并连通莫桑比克安哥拉的积极性。后来，英国南非公

司控制北罗德西亚，阻断了葡萄牙将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连成一片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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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hristopher Fyfe, Four Sierra Leone Recaptives 
豪萨人 Emmanuel Cline、伊格博人William Jenkins和 Godfrey Wilhelm以及

约鲁巴人 William Johnson被从贩奴船上解救后放到塞拉利昂。在塞拉利昂，这
些人通过买卖罚没贩奴船及船上物品、利用贩奴船从事货运和客运、从事种植以

及利用积累来的资本从事土地买卖而成为富人。之后，他们又努力建设自己的教

堂，使自己的子女接受教育等。从这些人的经历中可以看出黑人在各方面能力的

优秀，无论是商业经营还是生活计划，都有可与欧洲人比拟的长处。 
虽然黑人有与白人一样的能力，但他们背后没有可以靠的政治和经济实体，

在随后的殖民侵略和商业征服中还是败下阵来。 
 
6．M.G. Smith, Field Histories Among the Hausa 

作者在文中主要阐述自己在豪萨从事实地调查研究工作中采用的方法、遇到

的问题和应对以及自己的思考等。除了阐述对文本资料、口头资料和实物资料的

运用外，还讨论了互相印证的问题。作者在文末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系统调查

所获得的信息明显不同于一般的传说与叙述。 
 
7．Richard Pankhurst, Menelik and the Foundation of Addis Ababa 
文章论述了亚的斯亚贝巴的选址、建设和最终被确定为埃塞俄比亚首都的过

程，并论述了该城建设过程中和被确定为首都后的人口变动、商业的兴起以及现

代化市政建设如给排水、生活用品供应、交通、医院等。 
文章认为，亚的斯亚贝巴的建成是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

为一个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8．Robert Collins and Richard Herzorg, Early British Adminstration in the 
Southern Sudan 
文章论述了英国殖民行政当局在南苏丹的活动，主要是对当地族群政治、经

济生活的管理以及对族群间冲突的调解。英国当局在从事这些活动的过程中，遇

到了多个方面的困难，一是人手不够，二是早期对当地的习惯、习俗和生活模式

不了解，三是有时遭到一些族群的不配合。但是，英国殖民当局在行使权力的过

程中，也得到一些当地族群及其领导人的配合和主动靠近，主要是这些人希望英

国殖民当局能帮助他们在与其他族群和人交往时获得利益。 
总的来说，英国早期对南苏丹的统治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也是一个英

国行政人员与当地人民不但冲突融合的过程。（刘伟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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