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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贺信是建院之本、 强院之魂

李新烽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９ 日ꎬ 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ꎬ 习近平主席发来贺

信ꎮ 习主席的贺信饱含热情、 高屋建瓴、 思想深邃、 内涵丰富、 语重心长ꎬ
是中国非洲研究院的建院之本、 强院之魂ꎬ 是办好中国非洲研究院的根本遵

循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高度重视中国非洲研究院ꎬ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ꎬ 学

习贯彻习主席贺信精神ꎬ 对中国非洲研究院的重点工作进行科学谋划和精心

部署ꎮ 中国非洲研究院以交流平台、 研究基地、 人才高地、 传播窗口 “四大

功能” 定位为突破口ꎬ 振奋精神ꎬ 积极破题ꎬ 各项工作顺利开局ꎬ 全力向具

有全球视野的国家高端智库奋进ꎮ
关 键 词　 习近平主席贺信　 学习贯彻　 中国非洲研究院　 “三大体系”

建设　 “四大功能” 定位　 中非学术智库

作者简介　 李新烽ꎬ 中国非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

非洲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９ 日ꎬ 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ꎬ 习近平主

席发来贺信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宣读贺信并致辞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党组书记谢伏瞻主持成立大会ꎮ 谢

伏瞻院长强调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贺信精神ꎬ 认真

落实杨洁篪主任在致辞中对中国非洲研究院提出的要求ꎬ 全力支持中国非洲

研究院的工作ꎬ 充分发挥其交流平台、 研究基地、 人才高地和传播窗口作用ꎮ

提高政治站位ꎬ 强化使命担当ꎬ 学习贺信精神不断深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多次召开专题会议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贺信精神ꎬ
对中国非洲研究院的重点工作进行科学谋划和精心部署ꎮ 谢伏瞻院长指出ꎬ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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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主席贺信精神ꎬ 坚持以贺信精神为指导做好当前全院

工作ꎬ 全力办好中国非洲研究院ꎮ① 习主席的贺信饱含热情、 高屋建瓴、 思想

深邃、 内涵丰富、 语重心长ꎬ 是中国非洲研究院的建院之本、 强院之魂ꎮ 为

我们加强中非学术研究和交流、 办好中国非洲研究院ꎬ 指明了前进方向ꎬ 提

供了根本遵循ꎮ 中国非洲研究院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 工作大局ꎬ
特别是习主席贺信中提出的要求和期望ꎬ 全面推进各项工作ꎮ

(一) 贺信饱含热情ꎬ 高度重视非洲研究、 非洲研究学者和从事中非友好

合作人士ꎬ 是对我们的极大鼓舞和鞭策

习主席的贺信饱含热情和关怀: “值此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之际ꎬ 我谨表

示热烈祝贺! 向出席大会和长期致力于中非友好合作的各界人士致以问候!”②

这充分体现了习主席本人和中方对中非关系、 中非人文交流与研究的高度重

视和支持ꎬ 充分体现了习主席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非洲研究院的殷切期

望和重托ꎬ 充分体现了习主席对非洲研究和从事非洲研究学者的亲切关怀和

激励ꎮ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ꎬ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刚刚启程ꎬ 中国的社会科学研

究逐步恢复ꎬ 在中国学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一流学者研究欧美ꎬ 二流学者

研究周围ꎬ 三流学者研究非洲和拉美ꎮ” 换言之ꎬ 中国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

者ꎬ 其水平不是按照学术素养和科研成果来衡量ꎬ 而是由研究的对象国别和

区域来划分ꎮ 这种把学术水平与研究对象直接对号入座的论调ꎬ 简单粗糙ꎬ
脱离实际ꎮ 习主席的贺信彻底纠正了这一偏见ꎬ 完全推翻了这种成见ꎬ 非洲

研究同其他区域国际问题研究一样ꎬ 同等需要ꎬ 同等重要ꎮ 我们从事非洲问

题研究前景广阔ꎬ 大有可为ꎮ 习主席的贺信不但是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充分

信任ꎬ 而且是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和极大鼓舞!
(二) 贺信高屋建瓴ꎬ 指出当前世界形势的特点和中国与非洲的重要地

位ꎬ 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根本遵循

贺信指出: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ꎬ 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ꎬ 双方人民友谊源远流长”ꎮ 当今世

界正迎来百年大巨变ꎬ 一方面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ꎬ
另一方面国际事务中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 霸凌行径抬头ꎬ 不确定、 不稳定

４

①

②

王春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贺信精神»ꎬ 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
社科院专刊» (总第 ４７５ 期)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ꎮ

«习近平向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致贺信»ꎬ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９ 日ꎬ 北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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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增多ꎮ 中国和平崛起是这一大变局的主要特征ꎮ 然而ꎬ 不管世界形势如

何变化ꎬ 中国和非洲始终是风雨同舟的好朋友、 患难与共的好兄弟、 合作共

赢的好伙伴ꎮ 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先生说过ꎬ 同道而相益ꎬ 同心而共

济ꎬ 终始如一ꎬ 此君子之朋也ꎮ① 中非之间的此种君子之交源远流长ꎬ 闻名于

世的古代丝绸之路就把中国与非洲连接在一起ꎮ 早在中国汉朝ꎬ 即公元前 １
世纪前期完成的史书上就有埃及魔术师———黎靬善弦人来华的记载ꎮ 在公元 ８
世纪的唐代ꎬ 中国人杜环阴差阳错远赴非洲ꎬ 著有中国第一部非洲游记———
«经行记»ꎻ 同期也有非洲人来到中国ꎬ 西安两座古墓中发掘出黑人陶俑ꎬ 敦

煌壁画中描绘出非洲黑人的形象ꎮ 在公元 １４ 世纪的元代ꎬ 中国大旅行家汪大

渊实现两次远游非洲的宏愿ꎬ 著有 «岛夷志略»ꎻ 同期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
白图泰辗转来到中国ꎬ 留下一部 «异境奇观»ꎮ 在 １５ 世纪初期的中国明朝ꎬ
郑和七下西洋四次访问东非沿岸ꎬ 传颂着中非友好交往的佳话ꎮ② 新中国诞生

翻开了中非关系新篇章ꎬ 特别是 ２０００ 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使中非关系走上

机制化全面快速发展的轨道ꎬ 中非友好关系全面跃升ꎮ 这里仅举一例ꎬ ２０１８
年中非贸易额超过 ２ ０００ 亿美元ꎬ 是 ２０００ 年的约 ２０ 倍ꎮ③ 正如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所指出: “中非友好源远流

长ꎬ 两大文明在古丝绸之路上互通有无、 相得益彰ꎮ 郑和下西洋进一步促进

了中非之间的交往ꎮ 近代以来ꎬ 相似的历史遭遇、 相近的奋斗历程、 相同的

发展任务ꎬ 让中非双方跨越时空阻隔ꎬ 成为好朋友、 好伙伴、 好兄弟ꎮ”④

(三) 贺信思想深邃ꎬ 论述加强中非关系的具体内容和重要作用ꎬ 为中国

的非洲研究指明了发展方向

众所周知ꎬ 习主席十分重视中非关系ꎬ ２０１３ 年当选国家主席后ꎬ 首次出

访就远赴非洲ꎮ 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时ꎬ 习主席提出真

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ꎮ⑤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宋] 欧阳修: «朋党论»ꎮ
郑一钧: «第一章　 郑和四赴非洲背景分析»ꎬ 载李新烽主编: «郑和与非洲»ꎬ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２５ ~ ３７ 页ꎮ
«２０１８ 年中非贸易额达 ２０４２ 亿美元　 中国连续十年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１９ － ０６ / ０５ / ｃ＿ １２１０１５２０７６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０４ꎮ
«中国非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 　 杨洁篪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９ / ｃ＿ １１２４３４４３０１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０８ꎮ
习近平: «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ꎬ 载 «人

民日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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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堡峰会上ꎬ 习主席提议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ꎬ 强调为此要做强和夯实 “五大支柱”ꎬ 重点实施 “十大合作计划”ꎬ 引

领中非关系迈向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的新时代ꎮ① ２０１８ 年连任国家主席后ꎬ
习主席首次出访仍然选择非洲大陆ꎮ 当前ꎬ 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ꎮ
“新形势下ꎬ 中非深化传统友谊ꎬ 密切交流合作ꎬ 促进文明互鉴ꎬ 不仅造福中

非人民ꎬ 而且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ꎮ”②

然而ꎬ 西方媒体总是戴着有色眼镜ꎬ 从自己的视角解读、 报道、 歪曲中

非合作ꎬ 不时发出影响中非关系健康发展的杂音、 噪声和谬论ꎮ 努力弘扬中

非真诚相待的老传统ꎬ 切实讲好中非互利共赢的新故事ꎬ 不断积聚中非关系

发展的正能量ꎬ 共同捍卫和牢牢把握中非合作的话语权ꎬ 进而推动国际社会

形成正确的中国观、 非洲观、 中非合作观ꎬ 不仅是中非学界和媒体的职责和

使命ꎬ 而且事关中非友好合作与世界和平发展ꎮ 中非关系在中国整体外交中

的重要作用与地位ꎬ 不言而喻ꎻ 中非学者的使命与担当ꎬ 义不容辞ꎮ
(四) 贺信内涵丰富ꎬ 强调北京峰会的重大决定和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的

意义ꎬ 为中国非洲研究院划定了坐标

目前ꎬ ４４ 个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委员会已同中方签署了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ꎮ 随着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 同非洲联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联合

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洲各国发展战略深入对接ꎬ 中非双方要在传

统优势领域深耕厚植ꎬ 在新经济领域加快培育亮点ꎬ 同时开拓新的合作空

间ꎬ 发掘新的合作潜力ꎮ 具体而言ꎬ 中非经贸合作要实现转型升级ꎬ 做大

蛋糕ꎬ 提高含金量ꎻ 其他领域要发挥优势ꎬ 挖掘潜力ꎬ 补齐短板ꎬ 实现中

非关系全面协调、 更好更快发展ꎮ 相对于中非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ꎬ 中非

人文交流相对缓慢ꎮ “在 ２０１８ 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ꎬ 中非双

方一致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ꎬ 实施中非合作 ‘八大行

动’”ꎮ③ 习主席宣布成立中国非洲研究院ꎬ 就是深化中非人文交流和文明互

鉴、 实现中非关系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ꎬ 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ꎬ 而

且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ꎮ

６

①

②
③

习近平: «开启中非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的新时代»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５ 日ꎮ

«习近平向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致贺信»ꎬ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９ 日ꎬ 北京ꎮ
同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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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贺信语重心长ꎬ 提出中国非洲研究院的任务与使命ꎬ 为我们指明了

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

习主席贺信 “希望中国非洲研究院汇聚中非学术智库资源ꎬ 增进中非人

民相互了解和友谊ꎬ 为中非和中非同其他各方的合作集思广益、 建言献策ꎬ
为促进中非关系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ꎮ” 这是习主席对中国非

洲研究院的殷切希望ꎮ 为此ꎬ 谢伏瞻院长强调ꎬ 要努力把中国非洲研究院真

正建设成为汇聚中非学术智库资源ꎬ 增进中非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ꎬ 为中非

和中非同其他各方的合作集思广益、 建言献策的世界级高端智库ꎮ
中国非洲研究院的成立ꎬ 顺应了中非关系全面快速发展的客观需求ꎬ 回

应了中非需要深化文明互鉴的时代呼唤ꎬ 适应了中非智库和学者加强交流合

作的迫切愿望ꎮ “日出江花红胜火ꎬ 春来江水绿如蓝ꎮ”① 习主席的贺信宣告

了中国非洲研究和非洲中国研究春天的到来ꎬ 让我们张开双臂ꎬ 以饱满的热

情、 积极的姿态、 拼搏的精神ꎬ 拥抱这个美好的春天ꎬ 不辜负这个美好的

时代!

贯彻贺信精神ꎬ 加强 “三大体系” 建设ꎬ
全力打造国家高端智库

　 　 根据中央编办批复精神ꎬ 中国非洲研究院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

研究所而建ꎮ 西亚非洲研究所系 １９６１ 年根据毛主席指示成立②ꎬ 近 ６０ 年来ꎬ
经过几代人不懈努力和辛勤耕耘ꎬ 从中国中东非洲研究的先行者ꎬ 已成长为

该研究领域的主力军ꎮ 如今ꎬ 习主席指示成立中国非洲研究院ꎬ 我们感到责

任无比重大ꎬ 使命无上光荣ꎮ 中国非洲研究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ꎬ 认真贯彻落实 “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主题教育精神ꎬ 以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 “三大体系” 建设

为重要抓手ꎬ 以中国非洲研究院交流平台、 研究基地、 人才高地、 传播窗口

７

①
②

[唐] 白居易: «忆江南»ꎮ
１９６１ 年毛泽东主席在会见几内亚、 约旦、 南非、 塞内加尔、 北罗得西亚 (今赞比亚)、 乌干

达、 肯尼亚外宾时讲道: “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ꎬ 就我来说ꎬ 不算清楚ꎮ 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ꎬ 研究

非洲的历史、 地理、 社会经济情况ꎮ” 参见 «非洲是斗争的前线»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七日)ꎬ 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外交文选»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４６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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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功能” 定位为突破口ꎬ 振奋精神ꎬ 积极破题ꎬ 各项工作顺利开局ꎮ 中国

非洲研究院努力加强顶层设计ꎬ 做好议题规划ꎬ 打造自主品牌ꎬ 全力建设成

为具有全球视野的国家高端智库ꎮ
(一) 优化学科布局ꎬ 巩固优势学科ꎬ 发展新兴学科ꎬ 推动学科体系建设

取得新进展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统一部署ꎬ 中国非洲研究院对学科和人才状况

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摸底调查ꎬ 为使学科设置更加契合时代主题ꎬ 按照 “突出

优势、 拓展领域、 补齐短板、 完善体系” 的原则ꎬ 打破地域藩篱ꎬ 重塑学科

定位ꎬ 做强传统学科ꎬ 继续发挥政治、 经济和国际关系等传统学科优势ꎬ 同

时补足社会文化、 民族宗教和安全学科短板ꎮ 为此ꎬ 中国非洲研究院撤销了

中东研究室和非洲研究室ꎬ 保留了国际关系研究室和社会文化研究室ꎬ 新成

立了政治研究室、 经济研究室、 民族宗教研究室和安全研究室ꎬ 使基础学科

愈加稳健扎实、 重点学科优势更加突出ꎬ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 相

得益彰ꎮ
(二) 创新研究方法ꎬ 总结实践规律ꎬ 提升学术水平ꎬ 推动学术体系建设

取得新进展

中国非洲研究院既注重基础研究ꎬ 也关注现实应用研究ꎬ 努力为中非友

好和共同发展提供丰富的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ꎮ 中国非洲研究院在 ２０１８ 年完

成 ２０ 部中英文版智库报告的基础上ꎬ ２０１９ 年出版 ８ 部 «中国非洲研究院文

库智库报告»ꎬ 其中 ２ 部获国家优秀智库报告奖ꎻ 全年共出版学术专著 ６
部ꎬ 其中张宏明主编的 «大国经略非洲研究» 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年度创

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ꎻ 公开发表各类学术论文 ７９ 篇ꎬ 其中顶级和权威期刊论

文各 １ 篇ꎬ 核心期刊论文 ４４ 篇ꎻ 报送中央的内部信息 ４２ 篇ꎬ 其中 ２ 篇获中央

领导批示ꎻ 立项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ꎬ 同时推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在非洲的传播研究” 项目ꎮ
(三) 创新传播方式ꎬ 打造交流平台ꎬ 推进文明互鉴ꎬ 推动话语体系建设

取得新进展

２０１９ 年ꎬ 中国非洲研究院全年共组织各类学术会议近 ３０ 场 /次ꎬ 出访、
来访 ８３ 批近 ５００ 人次ꎬ 交流范围涵盖非洲五大次区域和非洲联盟等重要地区

组织ꎮ 特别是在南非、 埃塞俄比亚和塞内加尔举办的 ３ 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

会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非洲研究院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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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蔡昉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ꎬ 并宣布启动 “中非治国理政交流机制” “中非

可持续发展交流机制” 和 “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 交流机制”ꎬ 支持开展中

非合作研究、 专题培训班、 高端研讨会等系列活动ꎬ 为中非智库交流开辟了

新渠道ꎬ 打造了新平台ꎬ 受到非洲智库、 媒体和政府的热烈欢迎ꎮ
中国非洲研究院积极创新交流形式ꎬ 既有座谈研讨ꎬ 也有实地参访ꎻ 既

有严肃的学术交流ꎬ 还有灵活的文化参观ꎮ ２０１９ 年ꎬ 中国非洲研究院组织了

两次以非洲和平与安全为主题的 “非洲讲坛”ꎬ 邀请非洲相关领域知名学者发

表演讲并互动交流ꎬ 受到中、 非学者一致好评ꎮ 中国非洲研究院组织了两次

非洲学者赴延安和梁家河调研ꎬ 使非洲学者深度了解中国领导人当年艰苦奋

斗的宝贵经历ꎬ 亲身感受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饱满干劲ꎬ 进一步认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厚基础ꎮ 津巴布韦和尼日利亚等国的非洲朋友回国后纷

纷撰文ꎬ 称赞延安和梁家河在扶贫帮困、 经济建设、 生态治理等领域取得的

显著成就ꎮ
(四) 加强政治引领ꎬ 坚持德才兼备ꎬ 注重青年培养ꎬ 加快人才队伍建设

取得新进展

在用人方面ꎬ 无论是编内还是编外人员ꎬ 中国非洲研究院坚持以德为先、
德才兼备ꎬ 制定了 «人才招聘入选资格标准»ꎮ 为发挥评价指挥棒作用ꎬ 鼓励

多出成果ꎬ 突出精品导向ꎬ 制定了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标准»ꎮ 大胆

启用青年科研骨干ꎬ 一次性配齐了 ６ 个研究室的正、 副主任ꎮ 目前ꎬ ６ 个研究

室主任平均年龄为 ４６ 岁ꎬ 研究室副主任平均年龄为 ３８ 岁ꎬ １２ 位研究室正、
副主任中 ４５ 岁以下人员 ８ 人ꎮ

抓住历史机遇ꎬ 汇聚中非智库资源ꎬ
把非洲院办出特色和水平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非洲研究院将继续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伟大旗帜ꎬ 抓住历史机遇ꎬ 不负韶华ꎬ 只争朝夕ꎬ 齐心协力ꎬ 凝心聚力ꎬ
努力办出特色、 办出水平!

(一) 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贺信精神

以习主席贺信精神为指导ꎬ 不忘初心ꎬ 牢记使命ꎬ 继续奋斗ꎬ 大力推进

“三大体系” 建设ꎬ 努力发挥好 “四大功能”ꎬ 不断汇聚中非学术智库资源ꎬ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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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 积极向上的饱满热情ꎬ 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之中ꎬ 推

动中国非洲研究院的各项工作全面展开ꎬ 再上新台阶ꎮ
(二) 实现 “三个三” 行动ꎬ 发挥好交流平台作用

举办 “三个大会”ꎬ 办好 “三个讲坛”ꎬ 运行好 “三个交流机制”ꎮ 它们

分别是: 与全国政协中非友好小组联合主办 “首届中非文明对话大会”ꎬ 在塞

内加尔举办 “第九届中非智库论坛” 和 “中国非洲研究院国际顾问委员会年

会”ꎻ 打造 “中国讲坛” “非洲讲坛” “大使讲坛”ꎻ 在中非三个交流机制下ꎬ
每年分别举办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ꎮ

(三) 推出 “５１６” 计划ꎬ 发挥好研究基地作用

发布合作研究课题ꎬ 落实三年内发布 ５０ 个课题的目标ꎻ 发布 １０ 项应急

课题ꎬ 对中非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跟踪研究ꎻ 陆续推出涵盖智库报告、
学术专著、 研究论丛、 经典译丛、 法律译丛、 年鉴等六大系列的学术成果ꎮ

(四) 采取 “５５６” 措施ꎬ 发挥好人才高地作用

每年派出 ５ 名中方学者到非洲ꎬ 同时接收 ５ 名非方学者到中国进行中长

期学术研究ꎮ 在中非三个交流机制下ꎬ 每年举办 ６ 期非洲研修班ꎬ 吸收非洲

学者、 记者和官员参加ꎮ 多措并举培养青年专家、 扶持青年学者、 培养高端

专业人才ꎬ 为中非人文交流构建强大人才梯队ꎮ
(五) 落实 “２２３” 安排ꎬ 发挥好传播窗口作用

办好中国非洲研究院微博和微信公众号ꎬ 办好中国非洲研究院中英文双

语网站ꎬ 争取将 «中国非洲学刊» 以中英法 ３ 种文字出版发行ꎬ 为中非友好

合作事业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ꎬ 不断促进中非双方文化融通、 政策贯通、 人

心相通ꎮ
中国谚语说 “众人拾柴火焰高”ꎬ 非洲人讲 “炖锅放在三只腿的炉灶上才

不会洒”①ꎬ 两个谚语都在强调事业成功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ꎮ 在习主席贺信

精神的指引下ꎬ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正确领导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ꎬ 中

国非洲研究院将不断汇聚中非学术智库资源ꎬ 为促进中非人文交流、 深化中

非文明互鉴ꎬ 为中非携手共建 “一带一路”ꎬ 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ꎬ 提供有效学理支持和有力学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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