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讨论

世界历史与非洲发展的互动: 探源与辨析

李安山

　 　 内容提要　 世界历史与非洲发展呈互动关系ꎮ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ꎬ 非洲

文明在多个层面上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ꎬ 而非洲在近现代处于劣势

并受到各种伤害是当今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ꎮ 非洲在人类起源上占有优势ꎬ
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ꎻ 三角贸易和殖民统治在为资本主义提供原始积累的

同时ꎬ 也在非洲留下了诸多阻碍发展的负面遗产ꎻ 非洲国家独立后因袭与模

仿他国发展道路的经历并不成功ꎻ 当前ꎬ 重振自信心是非洲复兴的重要条件ꎮ
制定国家发展政策的自主性并将国家共识与人民利益统一是成功发展的经验ꎮ
非洲国家应该逐渐创造出适合自身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制度ꎬ 将自主性体现在

发展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政治危机的解决中ꎬ 客观认识国际援助的局限性ꎬ
真正掌握发展的自主性ꎬ 从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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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发展由两种关系构成ꎬ 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ꎮ
在对自然的认识、 驯化和互动中ꎬ 人类创造了各种生产工具与技术ꎬ 也受到

了自然的各种恩赐与惩罚ꎮ 人与人的互动则使各种生产关系、 思想文化和社

会制度应运而生ꎮ 在世界历史的演进过程中ꎬ 非洲对于人类发展起到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ꎬ 表现在以下方面: 人类起源于非洲并向各大陆扩散ꎻ 通过迁徙

将自身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为人类文明多元化添彩ꎻ 在奴隶贸易与殖民

统治中遭受重大伤害的非洲对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快速发展阶段的原始积累付

出巨大ꎻ 在政治非殖民化完成而人类面临着多重挑战的今天ꎬ 非洲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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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人力等方面正在为世界做出新的贡献ꎮ 在世界历史与非洲发展的关系

中ꎬ 非洲时而主动ꎬ 时而被动ꎬ 两者关系的互动十分明显ꎮ
国人对非洲历史知之甚少ꎬ 对非洲为人类做出的贡献知之甚少ꎬ 对中非

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及其重要性知之甚少ꎮ 研究现实ꎬ 需追溯历史ꎮ 本文力图

从历史视角通过多层面展示非洲文明及其对人类历史的贡献ꎬ 并试图解释非

洲在近现代处于劣势并受到各种伤害致使当今发展落后的原因ꎮ 通过对世界

历史与非洲发展互动关系的研究ꎬ 笔者希望有助于世人对非洲的历史及其文

明发展有进一步的认识ꎮ

人类的起源与非洲

有关人类起源的证据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早期进化的人类化石ꎬ 通

过器物、 工具和艺术品体现的早期人类行为ꎬ 分子遗传学解释和对世界语言

起源的探究ꎮ 针对人类起源的研究ꎬ 目前已提出 ３ 种假说ꎮ “多地区起源说”
认为ꎬ 现代人的起源是包括整个旧大陆的事件ꎬ 现代人出现于有直立人的地

方ꎮ 智人在各大洲逐渐进化成现代人ꎬ 并伴有基因交流ꎮ “走出非洲说” 认

为ꎬ 现代智人产生于非洲ꎬ 很快扩张到旧大陆的其余部分ꎬ 虽然可能在某种

程度上与智人前的当地人群杂交ꎬ 但非洲现代智人取代了已存在于世界其他

地区的直立人和远古智人ꎮ 这些人群的遗传根源浅ꎬ 均来自晚近才在非洲进

化出来的单一人群ꎮ “线粒体夏娃假说” 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出现的现代人起源

假说ꎬ 它基本上支持 “走出非洲说”ꎬ 但否认杂交的可能ꎮ 根据这种假说ꎬ 现

代人群迁移出非洲并在数量上不断增加ꎬ 完全取代了当地已有的现代人以前

的群体ꎮ 移民与当地人之间的杂交可能性极小ꎮ①

虽然仍有人类起源一元论与多元论之争ꎬ 但非洲在考古发掘、 基因测试

和语言溯源三方面存在优势ꎮ 第一ꎬ 非洲发现的人类早期演变的头盖骨化石

系列最为齐全 (从 ２ ２００ 万年前的类人猿到 ２００ 万年前的人类物种)ꎮ 乍得沙

赫人 (Ｓａｈｅ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ｕｓ Ｔｃｈａｄｅｎｓｉｓ) 与图根原人 (Ｏｒｒｏｒｉｎ Ｔｕｇｅｎｅｎｓｉｓ) 是迄今为

止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ꎮ 前者指乍得北部沙漠发现的古人类化石 “图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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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论述可参见李安山: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非洲»ꎬ 载中国社会科学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ｓｎ
ｃｎ / ｋｘｋ / ２０１４０４ / ｔ２０１４０４０９＿ １０６１３６４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２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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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ｕｍａï)ꎬ 距今约 ７００ 万年历史ꎬ 后者称为 “千年人” 或 “千禧猿”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ｎ
Ｍａｎ)ꎬ 在肯尼亚中部图根山区被发现ꎬ 迄今约 ５８０ 万年 ~ ６２０ 万年历史ꎮ① 第

二ꎬ ２１ 世纪的分子遗传基因研究为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提供了新证据ꎮ②

第三ꎬ 语言学研究也可以推论出世界语言源于非洲ꎮ③

古人类第一次走出非洲的是直立人 (Ｈｏｍｏ Ｅｒｅｃｔｕｓ)ꎬ 约在 １８０ 万年前ꎮ
能人 (Ｈｏｍｏ Ｈａｂｉｌｉｓ) 也可能走出过非洲ꎬ 但暂时找不到化石来支撑研究ꎮ 最

早的古人类从非洲走向世界其他地区的线路是经阿拉伯穿过印度洋ꎬ 进入中

国后抵印度尼西亚ꎮ 第一次走出非洲的古人类大部分集中在亚热带地区ꎮ 古

人类第二次走出非洲的是智人 (Ｈｏｍｏ Ｓａｐｉｅｎｓ)ꎮ 绝大部分智人分布于东非ꎬ
近年考古学家在摩洛哥也发现了距今约 ３０ 万年的智人化石ꎮ 在南非也发现了

迄今约 ３３ 万年的智人化石纳莱迪人 (Ｈｏｍｏ Ｎａｌｅｄｉ)ꎬ 这是智人的一个新种群ꎬ
身材矮小ꎬ 脑容量与南方古猿相近ꎮ 后者的发现证明了东非智人与南非智人

在非洲大陆的南端共同生活了数千年ꎮ④ 目前的各方面研究发现说明ꎬ 人类从

非洲走向世界ꎬ 开启了人类的新生活ꎮ

非洲的古代文明

非洲是否存在着文明? 答案是肯定的ꎮ 记录人类想象力的最早证据之一

是岩画ꎮ 在非洲ꎬ 人类岩画的存量极大ꎬ 非洲也是世界岩画历史最早的地方

之一ꎬ 超过 １ ０００ 万幅岩画分布在非洲大陆ꎮ 仅在纳米比亚ꎬ 有关动物题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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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Ｆ Ｃ Ｈｏｌｌ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ꎬ Ｄａｋａｒ: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ｕ ＣＥＲＤＯＴＯＬＡ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５ 本书作者中文名高畅ꎬ 生于喀麦隆ꎬ 国际知名人类学家、 非洲语言与传统文献研究中心

研究员ꎬ 达喀尔大学特邀教授ꎬ 雅温得第一大学讲座教授ꎬ 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员ꎬ 原任巴黎

十大副校长ꎬ 现任职于厦门大学ꎬ 曾与笔者一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洲通史» (第 ９ ~ １１ 卷) 国

际科学委员会工作ꎬ 他任主席ꎬ 笔者任副主席ꎮ 在此感谢他惠赠的著作ꎮ
柯越海、 宿兵等: «Ｙ 染色体遗传学证据支持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ꎬ 载 «科学通报» ２００１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１１ ~ ４１４ 页ꎮ
Ｑｕｅｎｔｉｎ Ｄ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ꎬ “Ｐｈｏｎｅｍ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ａ Ｓｅｒ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３３２ꎬ Ｉｓｓｕｅ ６０２７ꎬ １５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３４６ － ３４９
这种观点在国际上称为 “走出非洲” 理论 ( “Ｏｕｔ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ＯＯＡ)ꎬ 近年已有诸多成

果发表ꎮ Ｓｉｍｏｎ Ｊ Ａｒｍｉｔａｇｅꎬ Ｓａｂａｈ Ａ Ｊａｓｉｍꎬ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Ｅ Ｍａｒｋｓꎬ Ａｄｒｉａｎ Ｇ Ｐａｒｋｅｒꎬ Ｖｉｔａｌｙ Ｉ Ｕｓｉｋꎬ Ｈａｎｓ －
Ｐｅｔｅｒ Ｕｅｒｐｍａｎｎꎬ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Ｒｏｕｔｅ ‘Ｏｕｔ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ｕｍａｎｓ
ｉｎｔｏ Ａｒａｂｉａ”ꎬ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３３１ꎬ Ｉｓｓｕｅ ６０１６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４５３ － ４５６ꎻ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Ｆ Ｃ Ｈｏｌｌ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１５ －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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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画已有 ２７ ０００ 年历史ꎮ 这些岩画与人类生存、 审美和宗教有某种联系ꎬ 反

映的是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ꎮ 古代非洲文明的另一个亮点是金属冶炼技

术ꎬ 炼铁术从公元前约 ５００ 年即已开始使用ꎮ 由于这种技术在非洲非常普遍ꎬ
以至于考古学家发明了 “非洲铁器时代” 这一专有名词ꎮ 欧洲人梦寐以求的

是在这里提炼出来的黄金ꎬ 青铜冶炼也成就了炉火纯青的非洲青铜雕塑艺术ꎮ
古埃及文字、 科普特文字和阿拉伯文字在非洲存在已久ꎬ 还有尚待破解

的苏丹麦罗埃文字 (Ｍｅｒｏｅ)ꎮ 此外ꎬ 还有北非的提菲纳文字 (Ｔｉｆｉｎａｇ)ꎬ 埃塞

俄比亚目前仍在使用的盖兹文字 (Ｇｅ’ ｚ) 和阿姆哈拉文字 (Ａｍｈａｒａ)、 东部

海岸地区的斯瓦希里文字 (Ｋｉｓｗａｈｉｌｉ)、 西部非洲的豪萨文字 (Ｈａｕｓａ)、 富尔

贝文字 (Ｆｕｌｂｅ) 和卡努里文字 (Ｋａｎｏｕｒｉ) 的阿贾米文字体系 (Ａｊａｍｉ)ꎮ 这些

文字有的仍在使用ꎬ 有的使用范围小ꎬ 有的则已失传ꎮ 以诺克文化为代表的

赤陶和头像雕刻曾在欧洲引起轰动ꎬ 人们为它那巨大的表现力所震撼ꎮ 非洲

艺术风格对毕加索 (Ｐ Ｐｉｃａｓｓｏ)、 马蒂斯 (Ｈ Ｍａｔｉｓｓ) 、 布朗库西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Ｂｒａｎｃｕｓｉ)、 亨利穆尔 (Ｈｅｎｒｙ Ｍｏｏｒｅ) 等人的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ꎮ 西方艺

术评论家认为ꎬ “西非给世界艺术宝库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ꎮ” 美国评论家

斯威尼指出: “非洲雕刻的传统艺术是无与伦比的ꎮ”① 非洲音乐、 舞蹈和文

学为人类文明的百花园增添了各种奇葩ꎮ
大学是人类文化历史的重要标志之一ꎮ 世界最早的大学中非洲占 ３ 所ꎬ 两

所位于北部ꎬ 即今摩洛哥非斯的卡拉韦因经学院 (８５９ 年) 和埃及开罗的爱资

哈尔大学 (９７２ 年)ꎻ 一所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ꎬ 即位于马里廷巴克图的桑科雷

大学 (１３２７ 年)ꎮ 人们熟悉马可波罗 (１２５４—１３２４)ꎬ 却不识非洲著名旅行家伊

本白图泰 (１３０４—１３７７)ꎮ 学界对兰克和布鲁戴尔等欧洲史学家十分熟悉ꎬ 对

１４ 世纪在非洲产生的伊本赫勒敦 (１３３２—１４０６) 这样的伟大社会科学家却知

之甚少ꎮ 他撰写的 «历史绪论» 这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从方法论的角度为人

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ꎮ 除了为人口统计学、 社会经济史以及社会

学提供了方法论ꎬ 赫勒敦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 不同

的民族在习惯和制度上产生的差异取决于该民族提供其生存资料的方式ꎮ 这一

命题与马克思后来提出的生产方式决定上层建筑的重要论断十分相似ꎮ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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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文明在学术界的地位已有定论ꎮ 库施国王在公元前 ８ 世纪至公元

前 ７ 世纪征服了埃及而成为第 ２５ 王朝的法老ꎮ 确实ꎬ 目前的 “国家” 是用西

方的话语和标准来定义的ꎬ 人们对此习以为常ꎮ 殊不知ꎬ 在非洲大陆早已存

在着具有固定边界、 武装力量和法律的政治行为体ꎮ 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

曾与希腊、 波斯和中国并列为四大帝国ꎮ 被阿拉伯学者法扎里于公元 ７２２ 年

称为 “黄金之国” 的加纳帝国可随时征集 ２０ 万兵力的强大军队和 ４ 万名弓箭

手ꎮ 马里国王曼萨穆萨 (１３１２ ~ １３３７ 年在位) 的麦加之旅ꎬ 因携带大量黄

金而导致开罗金价下跌 １２％ ꎮ 桑海帝国的阿斯基亚大帝 (１４９３ ~ １５２８ 年在

位) 的开疆拓土和制度建设使他青史留名ꎮ 古代斯瓦希里城邦国家丰富的物

质与精神文明曾使各国的过客流连忘返ꎮ 大津巴布韦遗址因其特有的风格成

为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大史前建筑”ꎮ 刚果王国的丰饶及权威地位使 １６４２
年来访的荷兰外交团不得不跪地拜见刚果国王ꎮ 奥约帝国和阿散蒂帝国也曾

依靠自身实力控制了当地的贸易ꎮ①

奴隶贸易与殖民统治

非洲因其地理位置和黄金传言被欧洲探险家盯上ꎬ 随后是传教士的出现ꎮ
非洲成为迅速崛起并拥有火器的欧洲列强扩张的目标ꎬ 随之陷入落后挨打的

困境ꎮ 欧洲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持续了 ４００ 多年的奴隶贸易———一场

违反人类道德标准且以非洲人为商品的强迫贩卖劳动力的贸易ꎮ 它始于 １５ 世

纪中叶ꎬ 当时葡萄牙探险家在西非海岸掠走第一批黑人奴隶ꎬ 终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期ꎮ② 奴隶贸易对非洲和欧洲的影响截然不同ꎮ 它确实为欧洲和美国工

业革命的原始积累输入了大量财富ꎬ 给非洲带来的却是无法估量的损失———
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结构ꎬ 使其丧失了自身发展的机会、 动力和实力ꎮ

首先是贸易重心的转移ꎮ 跨撒哈拉长途贸易由来已久ꎬ 由柏柏尔人开发

的地区贸易形成常用通道ꎮ 长途贸易与各种内陆贸易通道充分彰显了自古以

３５

①

②

Ｂａｓｉｌ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ꎬ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Ｐａｓｔ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ｏｎｇｍａｎꎬ １９７８ꎻ Ｇｒａｈａｍ Ｃｏｎｎａｈ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ｒｅ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７ꎻ 李安山: «国家起源与古代王国研究: 以非洲为例»ꎬ 长江出版传媒 /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ꎮ

参见李安山: «国外对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研究 (１９６８—１９８８)»ꎬ 载 «世界史研究动态»
１９８９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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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非洲本土的经济能动力ꎮ① 伊斯兰教随着贸易传到西非ꎬ 进一步推动了贸易

路线的机制化ꎮ 然而ꎬ 奴隶贸易将贸易重心从萨赫勒地区转到大西洋沿岸ꎮ
其次是奴隶贸易带来商品内容和交易形式的改变ꎮ 以前的长途贸易主要是生

活必需品的引进 (如盐) 和奢侈品 (如黄金) 的输出ꎬ 现在则是人口贩卖ꎮ
以前的贸易是非洲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和平交易ꎬ 商站是双方交往的联络休息

点ꎮ 奴隶贸易将交易变成了血淋淋的掠夺方式ꎬ 有时直接导致王国或村落的

摧毁或家族的灭亡ꎮ 在这场浩劫中ꎬ “非洲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出口总额就达到

ｌ ５４０ 万人ꎮ”② 更重要的是ꎬ 这些被抓捕和运走的人正是非洲社会的青壮劳

力ꎮ 此外ꎬ 发展停滞、 技术中断、 人性泯灭、 心理创伤、 不信任感产生、 安

全感丧失等ꎬ 都是奴隶贸易带来的消极后果ꎮ③

面对殖民瓜分的威胁ꎬ 刚果王国、 埃及、 摩洛哥、 突尼斯、 埃塞俄比亚、
阿散蒂、 马达加斯加等国进行了 “现代化” 改革尝试ꎮ 除埃塞俄比亚以外ꎬ
多以失败告终ꎮ 随之而来的殖民统治给非洲带来的消极后果反映在政治、 经

济、 社会和文化等多层面ꎮ 殖民统治使国家构建或帝国巩固过程被打破ꎬ 并

逐一沦为殖民地或附属国ꎬ 政治制度被扭曲或强加ꎮ 单一经济作物制成为非

洲经济的基本特征ꎬ 非洲被宗主国以超经济手段纳入资本主义体系ꎬ 从自给

自足转入经济作物生产ꎬ 为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各种原料ꎮ 殖民统治打断而非

促进了非洲的技术进步ꎮ “欧洲传给非洲书面和口头的技能充其量是传播方面

的ꎬ 而不是生产和发展方面的ꎮ”④ 殖民机构的政治压迫为经济剥夺提供了各

种便利ꎮ⑤ 正是在这一阶段ꎬ 欧美经历了人类历史发展最快的阶段ꎬ 建立了对

非洲的绝对优势ꎮ 在种族主义基础上建立的西方价值观在非洲占有主导地位ꎬ
非洲的社会结构遭到破坏ꎬ 对文化价值观的自信心因此受到摧残ꎮ 殖民统治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Ｊ Ｆ Ａｄｅ Ａｊａｙｉ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ｒｏｗｄｅｒꎬ ｅｄｓ ꎬ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Ｌｏｎｇｍａｎꎬ １９８５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１ꎬ
ｐｐ ６４８ － ６９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非洲奴隶贸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专家会议

报告和文件»ꎬ 黎念等译ꎬ 中国对外翻译公司ꎬ １９８４ 年版ꎬ 第 ２４８ 页ꎮ 后来还有各种相关统计数字ꎮ
参见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艾里克威廉斯: «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ꎬ 陆志宝、 张晓华、 彭

坤元译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８２ 年版ꎮ
[肯尼亚] 马兹鲁伊、 旺济助理主编: «非洲通史第八卷　 １９３５ 年以后的非洲»ꎬ 中国对外

翻译出版公司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ꎬ ２００３ 年版ꎬ 第 ６７５ 页ꎮ
Ｗａｌｔｅｒ Ｒｏｄｎｅｙꎬ Ｈｏｗ Ｅｕｒｏｐｅ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ꎬ １９７２ꎬ ｐｐ １６２ －

２２２ 有关中国学者对殖民主义的研究ꎬ 参见陆庭恩: «非洲与帝国主义 (１９１４ － １９３９)»ꎬ 北京大学出

版社ꎬ １９８７ 年版ꎻ 郑家馨: «殖民主义史非洲卷»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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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制造出似是而非的种族差异ꎬ 划定出各种边际和界限ꎬ 确立了各种不平等

的制度ꎬ 灌输各种观念和意识以强加殖民统治的合法性ꎮ 非洲人民的自尊受

到极大打击ꎬ 同时失去了自我发展的机会ꎮ
殖民地是一种一分为二的世界———征服者 /被征服者、 宗主国 /附属国

(地)ꎬ 殖民者 /被殖民者、 统治者 /被统治者ꎮ 殖民统治时期对非洲的关键影

响之一是非洲大陆依附特征形成ꎬ 从而使得独立后大部分国家的发展受到严

重阻碍ꎮ 殖民统治给非洲留下了各种历史遗产ꎮ 从历史角度看ꎬ 这一时期建

立了相对持久的和平与稳定ꎬ 人口增长成为一个典型特征ꎻ 绝大部分独立国

家的地理形状基本确定ꎻ 一些殖民地引进了各种新体制 (文官制度、 法律制

度等) 和职业军队ꎮ 然而ꎬ 非洲这一时期遭受的最大伤害是失去了主权ꎬ 从

而使非洲人民在发展过程中失去了诸多机会ꎮ 正是在这一时期ꎬ 非洲形成了

具有自身特点的新型民族主义ꎮ① 人们在借用 “平等” 和 “自由” 这些西方

鼓吹的概念同时ꎬ 提出了民族之间应追求平等地位和殖民地人民要赢得独立

自由的理念ꎮ 这些理念成为引导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主要精神动力ꎮ

非洲发展的因袭与模仿

非洲独立国家继承了两种遗产: 传统社会遗产和殖民制度遗产ꎮ 殖民统

治被推翻为新独立非洲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ꎮ 然而ꎬ 殖民主义的终结

决不会自然导致成功的政治制度、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ꎮ 独立后的非洲面临

着各种挑战ꎬ 主要包括三方面: 现代国家的管理、 经济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

和国家 －民族的建构ꎮ 非洲国家曾一度对自身发展充满希望ꎬ 冷战却使非洲

陷入两难境地: 因袭西方宗主国的发展模式还是模仿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

路? 当然ꎬ 寻求不结盟道路是另一种战略ꎮ 坦噶尼喀共和国总理尼雷尔于

１９６１ 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指出ꎬ 坦噶尼喀的发展遵循四条基本原则: 关注实现

世界和平ꎬ 继续坚决反对非洲大陆及其他地区的殖民主义ꎬ 争取非洲统一ꎬ
远离世界上的冲突ꎮ② 这些原则代表了诸多非洲独立国家的意愿ꎮ 面对被意识

５５

①

②

[加纳] Ａ 阿杜博亨主编: «非洲通史第七卷 殖民统治下的非洲 １８８０ － １９３５ 年»ꎬ 屠尔

康等译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ꎬ １９９１ 年版ꎬ 第 ６３４ ~ ６５４ 页ꎮ
[坦桑尼亚] 朱利叶斯尼雷尔: «尼雷尔文选 第一卷 自由与统一 １９５２ － １９６５ 年»ꎬ 韩玉平

译ꎬ 沐涛译校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１０２ ~ １１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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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割裂的国际社会ꎬ 非洲国家只有奉行不结盟政策ꎬ 在主观意愿上远离各

种国际冲突ꎬ 才能保持自己国家的主权和独立ꎮ
非洲国家处于两个阵营对立的国际环境里ꎮ 苏联努力宣传民族解放运动

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联性ꎮ 赫鲁晓夫指出: “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社会主义的胜利ꎬ 而民族解放运动反过来又加强了社会主义在反帝

斗争中的国际地位ꎮ 这种关于历史发展的真正的列宁主义观念ꎬ 是各个共产

党及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政策的基础ꎮ 而这一政策的目标是: 要加强与那些为

独立而斗争的人民以及那些已经赢得独立的人民结成的紧密联盟ꎮ”① 非洲的

新领袖们一度似乎对社会主义更感兴趣ꎮ 因此ꎬ 将共产主义挡在非洲门外成

为当时美国对非洲战略的主题ꎮ
非洲国家都希望保持真正的独立地位ꎬ 但英、 法等殖民宗主国则极力维

护自身利益ꎬ 美国则希望通过其他方式在非洲大陆建立自己的利益范围ꎮ 正

是西方这种对非洲独立意愿的担忧或恐惧导致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及随后的

一系列谋杀、 军事干涉和阴谋ꎬ 如法国警察对摩洛哥独立运动领导人梅迪
本巴尔卡和喀麦隆人民联盟领导人的暗杀ꎬ 美、 英、 比利时支持对刚果

(金) 第一位民选总理卢蒙巴的枪杀ꎬ 葡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阿米

卡尔卡布拉尔和蒙德拉纳及其战友的被害ꎬ 以及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被西方

操纵的军事政变推翻等ꎮ②

独立以来ꎬ 非洲的政治发展经历了稳定 － 动荡 － 稳定的过程ꎮ 一些国家

照搬资本主义制度ꎬ 一些国家模仿社会主义道路ꎮ 然而ꎬ 这些尝试并不成功ꎮ
目前ꎬ 非洲国家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ꎮ 然而ꎬ 这些都是发展过程中的

必然现象ꎮ 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尚未建立ꎬ 非洲政治变迁的内外条件有待完

善ꎮ 客观地说ꎬ 非洲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挫折和问题并不仅仅是非洲人自

身的责任ꎮ 非洲国家独立以来ꎬ 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为了自身的利益ꎬ
从各个方面对非洲的发展施加影响ꎬ 为这些国家制定发展计划ꎬ 并以提供支

持或援助为借口迫使非洲国家接受西方的制度设计和发展规划: 从 “现代化”

６５

①

②

[挪威] 文安立: «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ꎬ 牛可等译ꎬ 后

浪出版咨询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１６７ 页ꎮ
Ｅｒｎｅｓｔ Ｗ Ｌｅｆｅｖｅｒꎬ Ｓｐｅａｒ ａｎｄ Ｓｃｅｐｔｅｒ: Ａｒｍｙꎬ Ｐｏｌｉｃｅꎬ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 １９７０ 该书对加纳、 刚果 (金) 和埃塞俄比亚三个国家的军事政变以及武装力量、 警察与

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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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到发展战略ꎬ 从 “伯格报告” 到 “华盛顿共识”ꎮ 在各种压力下ꎬ 非洲

国家不得不按西方意志进行各种并不适合国情的 “改革”ꎮ 而这种尝试失败之

后ꎬ 谁受到指责呢? 并非那些导致各种发展计划出笼的西方 “专家”ꎬ 而是非

洲各国领袖或人民ꎮ 这是很不公平的ꎮ
确实ꎬ 非洲国家的领袖也应承担责任ꎮ 联合国原秘书长科菲安南指出:

“把这些弊病推到往昔和外来者们———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奴隶贸易ꎬ 推给这个

极为不公平的世界上财富和权力分配不平衡ꎬ 这是容易的事情ꎮ 但是ꎬ 这并

不能推托我们当今非洲人的责任ꎬ 从我们自己的责任到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

的孩子们ꎬ 都不能宽恕ꎮ”① 在客观条件有所限制的条件下ꎬ 领袖、 政治家和

官员决定一切ꎮ 非洲需要有理想、 有抱负的政治家们ꎬ 他们应该将民族前途

作为自己的责任ꎬ 愿意与全体民众一起努力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ꎮ

非洲发展自信心的重振

２０００ 年ꎬ «经济学家» 杂志以 «无望的大陆» (Ｈｏｐｅｌｅｓｓ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作为

封面标题ꎬ 表达了西方学者对非洲失望的态度ꎮ ２０１１ 年ꎬ «经济学家» 杂志

意识到 １１ 年前的荒谬判断ꎬ 指出: “自从 １０ 年前 «经济学家» 杂志不无遗憾

地将非洲称为 ‘无望的大陆’ 以来ꎬ 非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ꎮ” 它以 «非洲

崛起»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ｉｓｉｎｇ) 为封面标题ꎬ 表明非洲在重新引起世界关注ꎮ
从洛美会议开始的一系列会议制定的贸易政策ꎬ 是要确保非洲、 中美洲

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到欧洲加工ꎮ 由于这些加工产品的附加值随

深加工而提高ꎬ 欧洲公司对为这些地区的制造业投资缺少积极性ꎮ 诸多非洲

国家认识到工业化对解决就业和提高民生水平的重要性ꎬ 一直在推进贸易以

实现工业化ꎬ 改变单一出口原材料的经济模式ꎬ 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ꎬ 通过

出口加工制成品ꎬ 推进经济多元化ꎮ 这也是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致力于推

动的目标之一ꎮ② ２０１２ 年ꎬ 联合国原秘书长科菲安南主持的非洲进步小组

发布 «非洲进步报告» 指出ꎬ 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中 ７ 个在非洲ꎬ ７０％ 的

７５

①

②

[加纳] 奎西克瓦普拉: «非洲民族: 该民族的国家»ꎬ 姜德顺译ꎬ 民族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

版ꎬ 第 ３２ 页、 第 １９０ 页ꎮ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２０１５ꎬ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ｄｅꎬ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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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口生活在过去 １０ 年来经济增长率超过 ４％的国家ꎮ① 联合国非洲经委会

的年度报告从 ２０１３ 年起开始强调工业化ꎬ 每年选择不同的相关主题: ２０１４ 年

为 “机动的工业政策”ꎬ ２０１５ 年为 “贸易与工业化”ꎬ ２０１６ 年为 “绿色工业

化”ꎬ ２０１７ 年为 “城镇化与工业化”ꎮ
在 “２０１６ 年全球智库评选” 中名列全球私营智库首位的麦肯锡全球研究

院从 ２０１０ 年起发表了多篇有关非洲的报告ꎮ «狮子在前行: 非洲经济体的进

步与潜力» (２０１０ 年) 打破了西方对非洲的一贯悲观看法ꎬ 肯定了非洲大陆

近年来出现的持续经济增长态势ꎮ② «工作中的非洲: 创造就业与包容性增

长» (２０１２ 年) 指出ꎬ 非洲国家应确定一个或多个具有全球竞争优势或是能

满足国内强劲需求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ꎮ③ ２０１３ 年有关非洲数字化潜力的报

告认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互联网发展潜力巨大ꎮ④ «狮子在前行 ＩＩ» (２０１６
年) 指出ꎬ 除了北非地区和一些石油输出国外ꎬ 其他国家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经济

增长率为 ４ ４％ ꎬ 高于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 年的 ４ １％ ꎻ 未来五年非洲仍将是仅次于亚

洲的经济增长地区ꎻ 制造业在 ２０２５ 年将翻番ꎬ 大众消费将快速增长ꎮ⑤ «狮龙

共舞: 非洲与中国如何密切结合ꎬ 两者的伙伴关系将如何发展?» (２０１７ 年)
通过调研 ８ 个非洲国家的 １ ０７３ 家中国企业ꎬ 预测未来中国对非投资将以更快

速度增长ꎮ⑥

另一方面ꎬ 非洲民众对国家发展充满希望ꎮ ２０１３ 年ꎬ 皮尤公司的 “全球

态度项目” 对 ８ 个非洲国家进行了问卷调查ꎬ 以了解民众对国家总体发展趋

势的看法ꎮ 尽管面临挑战ꎬ 但非洲人民对前景基本乐观ꎮ ２０１５ 年ꎬ 皮尤又对

９ 个非洲国家的 ９ ０６２ 名非洲居民进行抽样调查ꎬ ４８％的非洲受访者看好国家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２ － Ｊｏｂｓꎬ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ｔｙ: Ｓｅｉｚｉｎｇ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ｆｒｉｃａ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ｐａｎｅｌ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 ｐｒｅｓｓ － ｋｉｔｓ / ａｎｎｕａｌ －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２ꎬ ２０１９ －１２ －０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ｘｂｕｒｇｅꎬ ｅｔ ａｌ ꎬ “Ｌ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ꎬ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９ － １１

Ｄａｖｉｄ Ｆｉｎｅꎬ ｅｔ ａｌ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ｔ Ｗｏｒｋ: Ｊｏｂ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ＭｃＫｉｎｃｅ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Ａｕｇｕｓｔ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４９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ｎｙｉｋａꎬ ｅｔ ａｌ ꎬ “Ｌｉｏｎｓ Ｇ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Ｔｈｅ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Ｂｕｇｈｉｎꎬ ｅｔ ａｌ ꎬ “Ｌ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ｖｅ ＩＩ: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ꎬ
Ｔｈｅ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Ｉｒｅｎｅ Ｙｕａｎ Ｓｕｎꎬ Ｋａｒｔｉｋ Ｊａｙａｒａｍꎬ Ｏｍｉｄ Ｋａｓｓｉｒｉꎬ “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Ｈｏｗ ａｒ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ｈｏｗ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ｅｖ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这 ８ 个

国家为安哥拉、 科特迪瓦、 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 尼日利亚、 南非、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ꎮ



世界历史与非洲发展的互动: 探源与辨析　

经济发展的前景ꎬ 与发达国家民众的态度形成强烈对照ꎮ 尼日利亚人对政府

信心满满ꎬ 其他 ８ 个国家受访者中 ７８％ 的人对政府持有信心ꎮ① ２０１６ 年的皮

尤在南非、 尼日利亚和肯尼亚三国的调查发现ꎬ 大部分非洲民众对国家的未

来充满信心ꎮ② ２０１７ 年皮尤中心的民调问题是: “你如何描述今日———典型、
特好还是特差?” 非洲民众对国家的发展普遍比欧洲民众乐观ꎮ③

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调查 (２０１７ 年)

国家 特好的日子 典型的日子 特坏的日子

尼日利亚 ７３ ２０ ８

加纳 ６０ １８ ２２

南非 ４９ ４２ ８

坦桑尼亚 ４９ ４０ １１

肯尼亚 ４８ ４１ １０

塞内加尔 ４２ ４５ １３

非洲国家平均值 ４９ ４１ １１

欧洲国家平均值 ２２ ７３ ６

世界平均值 ３０ ６２ ６

　 　 说明: 三种态度的统计中有的少于或超过 １００％ ꎬ 原统计数字如此ꎮ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ꎬ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１２

以上统计不能排除非洲人的乐观天性ꎬ 但调查结果多少反映了他们对自

己生活及国家前途的真实感受ꎮ④ 近年ꎬ 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给非洲国家带来

极大的负面影响ꎬ 一批以原料特别是油气出口为主导的单一经济国家的经济

９５

①

②

③

④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ｉｋｅ ａｎｄ Ｋａｔｉｅ Ｓｉｍｍｏｎｓꎬ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ꎬ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ｏｐ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Ｍｏｓｔ Ａｒｅ 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 ａｂｏｕ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ｕｔｕｒｅ”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６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ｇ /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１６ / ｈｅａｌｔｈ － ｃａｒｅ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ａｒｅ － ｔｏｐ －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 ｉｎ －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０９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ｉｋｅꎬ Ｋａｔｉｅ Ｓｉｍｍｏｎｓꎬ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 Ｂｉｓｈｏｐꎬ “Ｉｎ Ｋｅ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 Ｂｕｔ ｍｏｓｔ ａｒｅ 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 ａｂｏｕｔ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Ｎｉｇｅｒｉａꎬ Ｋｅｎｙａ ”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４ꎬ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ｇ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１４ / ｉｎ － ｋｅｙ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 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ｗｉｔｈ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５

Ｃｏｕｒｔｎｅｙ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Ｇｏｏｄ Ｄａｙ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 Ｓ ”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ｆａｃｔ － ｔａｎｋ /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０２ /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 ｇｏｏｄ － ｄａｙｓ － ａｒｅ － ｃｏｍｍｏｎ － ｉｎ － ａｆｒｉｃａ － ｌａｔｉ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ａｎｄ － ｔｈｅ － ｕ － ｓ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５

２０１９ 年皮尤公司的民调表明ꎬ 尼日利亚、 南非和肯尼亚受调查者对自己国家经济状况有所不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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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遇到极大困难ꎮ 这一点不容否认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ꎬ 坦桑尼亚前总统基维特在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

发言中表达了非洲大陆在变化中的全球秩序中的重要作用: “让我重申一下ꎬ
非洲在各种直接影响其利益的全球问题上ꎬ 没有也不愿意退居次要地位ꎮ 考

虑到有相当多的成员可供其支配ꎬ 非洲的集体机构在全球任何一轮谈判中都

非常重要ꎮ 支持气候变化谈判、 多边贸易体制、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联合国改

革的立场充分证明ꎬ 非洲大陆正在积极吸引其他全球行动者以建设性的方式

解决问题ꎮ 此外ꎬ 非洲行动者应继续在全球努力ꎬ 为促进、 恢复和维持非洲

大陆内外各种充满冲突的地区和平的过程中做出贡献ꎮ 对和平与安全的全面

关注不应削弱非洲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行动者进行各种接触时的自信ꎮ”① 这

是非洲人的自信ꎬ 这种自信不是凭空而来ꎬ 而是产生于对世界历史与非洲发

展互动的认识ꎬ 也是一种自主性的表现ꎮ

余论: 非洲发展的自主性

世界的发展表明ꎬ 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一个显著特点: 对外坚持

制定政策的自主性ꎬ 以服务国家利益为宗旨ꎻ 利用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各种社

会力量ꎬ 不受制于一个或几个利益集团的利益ꎬ 聚焦于有利于民生的发展项

目ꎬ 从而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ꎮ② 这种发展战略以国家共识与人民利益的统一

为准绳ꎬ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央集权政府在发展初期的优势ꎬ 如梅莱斯时代

的埃塞俄比亚、 多斯桑多斯时代的安哥拉ꎬ 以及当前卡加梅主政下的卢旺达ꎮ
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梅莱斯在他未完成的伊拉斯姆斯大学硕士论文中对 “无选

择民主” (Ｎｏ － ｃｈｏｉｃ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导致派别竞争并极力掠夺国家利益这一现

象表示担忧ꎬ 指出国家在历史上对加快发展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ꎮ③ 埃塞俄

比亚的学者奥克贝 (Ａｒｋｅｂｅ Ｏｑｕｂａｙ) 敏锐地认识到: “从干涉主义政府在工

０６

①

②
③

ＨＥ Ｊａｋａｙａ Ｋｉｋｗｅｔｅꎬ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Ｋｅｙｎｏｔ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ｔ 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１０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

Ｍｅｒｅｄｉｔｈ Ｗｏｏ －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ꎬ ｅｄ ꎬ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ꎬ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
Ｍｅｌｅｓ Ｚｅｎａｗｉ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ｅａｄ 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ｓ”ꎬ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Ｅｒａｓｍｕ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Ｒｏｔｔｅｒｄａｍꎬ ｎｏ ｄａｔ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Ｄｒａｆｔ)ꎻ Ａｌｅｘ ｄｅ Ｗａａｌꎬ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Ｍｅｌｅｓ
Ｚｅｎａｗｉ”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１２ꎬ Ｎｏ ４４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ꎬ ｐ １５４ 谢谢香港大学博士生叶蔚提供有关梅

莱斯的资料ꎬ 特别是梅莱斯未完成的硕士论文手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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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来看ꎬ 东亚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对非洲而言可能更

有借鉴意义ꎮ”①

马克斯韦伯曾将权威概括为 ３ 种类型: 传统的、 神魅的和法理的ꎮ 第

一种权威来自传统ꎬ 代代相传无可非议ꎮ 第二种权威来自个人超凡魅力即超

群能力ꎬ 是建立在人们对领袖非凡才能的崇拜和敬畏之上ꎮ 第三种权威是法

制或理性的ꎬ 权威根据法律程序产生且服从法律ꎬ 这是理性选择ꎮ② 然而ꎬ 这

种分析难以解释非洲国家的权威ꎮ 一些非洲国家的王权并非上述权威中的一

种ꎬ 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ꎮ③ 非洲历史上具有自身特点的政治机制已引起非洲

学者的重视和研究ꎮ④ 耶伊关于早期索马里赫尔习惯法的研究分析了酋长权力

的合理性及其合法来源ꎬ 认为赫尔习惯法的政治哲学对当今社会有所启示:
达成共识的机制ꎻ 通过平等原则和代表制模式促进所有成员群体的融合并赋

予其权力ꎻ 达成有约束力的决策前允许发表所有观点的民主决策程序ꎻ 优先

考虑正直和学识ꎬ 而非世袭、 金钱和权力的领袖选举模式ꎻ 不同机构之间的

权力分享原则ꎻ 通过肯定少数群体实现权威的象征和统一ꎻ 培养年轻一代履

行公民职责的公民教育体系ꎻ 利用神话和宗教信仰使制度合法化ꎬ 激发对法

治的尊重ꎮ 其研究揭示了内生式民主制度在非洲复兴的可能性ꎮ “索马里可以

利用其制度崩溃的时机ꎬ 基于赫尔习惯法的道德规范ꎬ 从头开始ꎬ 建立新的

政治制度ꎮ 吉布提则可以利用当地盛行的两种民主习惯法 (丁卡习惯法和赫

尔习惯法)ꎬ 设计出合适的机制ꎬ 实现有效治理ꎮ”⑤

从目前的发展看ꎬ 诸多非洲国家的民主体制虽然给予民众意见一定的表

达空间ꎬ 但引发的问题显而易见ꎮ 这种非此即彼与零和游戏的竞选制度导致

非洲国家政治力量分裂ꎬ 民众分别支持各派政治势力ꎮ 政党竞选促使政府更

１６

①

②

③

④

⑤

[埃塞俄比亚] 阿尔卡贝奥克贝: «非洲制造———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ꎬ 潘良、 蔡莺译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１３ 页ꎮ

Ｈ Ｈ Ｇｅｒｔｈ ａｎｄ Ｃ 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ꎬ ｔｒａｎｓ ａｎｄ ｅｄ ꎬ Ｆｒｏｍ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５８ꎬ ｐｐ ２９５ － ２９７ꎻＳ Ｎ Ｅｉｎｓｅｎｓｔａｄｔꎬ ｅｄ ꎬ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ｏｎ Ｃｈａｒｉｓｍａ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８ꎬ ｐ ４６

参见李安山: «阿散蒂王权的形成、 演变及其特点»ꎬ 载施治生、 刘欣如: «古代王权与专制

主义»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版ꎬ 第 １６１ ~ １８５ 页ꎮ
Ａｌｉ Ｍｏｕｓｓａ Ｉｙｅꎬ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ｇａ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Ｘｅｅ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 Ｇｅｎｕｉｎ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ｏ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 ａ

Ｋｉｎｇꎬ 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ＤＣＯＭ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０９ꎻ Ｓａｍ Ｍｏｙｏ ａｎｄ Ｔｏｉｃｈｉ Ｍｉｎｅ ｅｄｓ ꎬ Ｗｈａｔ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Ｉｇｎｏｒｅ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Ｂａｍｅｎｄａ: Ｌａｎｇａａ ＲＰＣＩＧꎬ ２０１６

[吉布提] 阿里穆萨伊耶: «非洲新的政治挑战 ——— 再论非洲内生式民主体制»ꎬ 杨桃

译ꎬ 载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２０１６ 年第 ３３ 卷第 ４ 期ꎬ 第 ９４ ~ ９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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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ꎬ 制定和实施国家长远战略几乎无望ꎮ 各政党的诉求成为上台执政的砝码

和争取选民的手段ꎬ 也是与对手竞争的重要依据ꎮ 在此基础上ꎬ 不论前任政

府的发展战略如何有效ꎬ 直接反对前任政府的举措成为最有效的竞选手段ꎮ
这种被西方强推的制度不适合非洲ꎮ 由此ꎬ 一些非洲学者指出: “在大多数情

况下ꎬ 对民主没有任何下注的非洲国家将选举组织和资金的包袱甩给施主们ꎮ
甩包袱的逻辑很简单: 因为施主们要求选举ꎬ 所以他们应该为此买单ꎮ 由于

大多数非洲国家越来越多地认为选举不过是挡住施主们监视目光的仪式表演ꎬ
他们对于资助和管理选举的内在机制的投资只不过是敷衍了事ꎮ 这就是为什

么每次选举之际ꎬ 这些国家就疯狂地要求施主们为选举出钱ꎬ 在一些情况下ꎬ
如果施主们的资金不够充足ꎬ 这些国家就推迟选举ꎮ”① 虽然人们对这种制度

的缺陷有一定认识ꎬ 但根深蒂固的西方影响使之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现状ꎮ 然

而ꎬ 已有学者对这种民主提出了怀疑或是对不同制度表示关注和敬佩ꎮ② ２０１９
年皮尤公司民调表明ꎬ 非洲民众质疑西方 “民主” 的声音日增ꎮ③

建立具有非洲自身特点的制度尚有待创新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时任埃塞俄比亚总

理梅莱斯向亚历克斯德瓦尔解释了他在接管政权后的头十年政策形成的

背景ꎮ “新的世界秩序显而易见ꎬ 特别是在这个地区ꎬ 而我们对这些变化感到

困惑ꎮ 独立界线的前景似乎非常暗淡ꎮ 因此ꎬ 我们为了避免太多的私有化而

放手一搏ꎮ” 梅莱斯在硕士论文中所指的 “民主发展型国家”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包括以下因素: 发展首先是一个政治过程ꎬ 随后才是经济

和社会过程ꎬ 发展就是一切ꎻ 市场机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ꎬ 新自由主义范式

不允许技术能力积累ꎬ 而这正是发展的核心ꎻ 需要一个积极的政府在发展中

起重要作用ꎻ 发展型国家的民主可以实现ꎮ “即使一个发展中国家只关心加速

增长ꎬ 它也必须建立对其努力至关重要的高社会资本ꎮ 它将不得不杜绝资助

和寻租ꎮ 这些都是同样的东西ꎬ 为相对不受资助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ꎮ” 当

２６

①

②

③

吉尔伯特 Ｍ 卡迪亚加拉: «选举欺诈导致的伪民主———如何克服非洲的民主危机»ꎬ 载

[南非] 莫列齐姆贝基: «变革的拥护者———如何克服非洲的诸多挑战»ꎬ 董志雄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２１６ 页ꎮ
[吉布提] 阿里穆萨伊耶: 前引文ꎬ 第 ８６ ~ ９５ 页ꎻ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Ｏｎｕｎａｉｊｕꎬ Ｃｈｉｎａ’ 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ꎬ Ｙａｌｉａｍ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２１１ － ２２５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ｉｋｅꎬ Ｌａｕｒａ Ｓｉｌｖｅｒ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ꎬ “Ｍａｎ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ｅ Ａｒｅ 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ｏｗ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ｇｌｏｂａｌ /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２９ / ｍａｎｙ － ａｃｒｏｓｓ － ｔｈｅ － ｇｌｏｂｅ － ａｒｅ －
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 ｗｉｔｈ － ｈｏｗ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 ｉｓ － ｗｏｒｋｉｎｇꎬ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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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型国家) 完成其使命后ꎬ 它将破坏其自身的社会基础ꎬ 取而代之的是社

会民主或自由民主联盟ꎮ 他认为ꎬ 强大的发展型国家是人权的先决条件ꎬ 埃

塞俄比亚需要首先确立这些条件ꎮ① 卡加梅政府为了重建和培育卢旺达民众的

国家认同和共识ꎬ 通过借鉴历史文化传统ꎬ 丰富和推进国家的发展计划ꎬ 创

制了一系列本土解决方案ꎬ 其特点是注重自力更生、 强调本土特色、 妥善处

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注重安全与稳定、 坚持公平公正、 强调和解和谐、 协

商政治、 有为政府、 开放意识、 倾听底层民众呼声ꎬ 将有益的历史传统和文

化力量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可操作程序或机制ꎬ 独立自主势头正日益增强ꎮ②

非洲国家的自主性体现在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以及政治危机的解决ꎮ
非洲联盟于 ２０１５ 年通过了 «２０６３ 年议程»ꎬ 包括非洲发展的七大愿景和 １７ 个

具体行动领域ꎬ 随后通过了第一个十年执行规划ꎬ 提出到 ２０２３ 年要实现的 ２０
个目标和 １３ 个旗舰项目ꎮ 非盟还提出了自身在联合国 ２０１５ 年后议程上的共

同立场ꎮ③ 近年来ꎬ 津巴布韦等国政治危机的自主解决有力地维护了国内和平

和地区稳定ꎬ 标志着非洲自主决定本国事务、 自主解决本国问题的能力显著

提升ꎮ④ 非洲国家的自主性也表现在对外关系上ꎮ 美国于 ２００７ 年成立非洲司

令部ꎬ 尽管有几个非洲国家与美国关系较好ꎬ 但美国最后却难于在非洲为非

洲司令部找到一个落脚处ꎬ 该司令部只能设在斯图加特ꎮ 在政治 － 安全领域ꎬ
非洲在与联合国合作、 抵制国际刑事法院、 处理非洲内部政治安全事务等方

面均强调非洲自主权ꎻ 在与欧洲联盟的双边关系上ꎬ 非洲国家的自信也在逐

渐表现出来ꎮ 此外ꎬ 非洲大陆自贸区协议的通过从另一个方面也是非洲国家

自信心的体现ꎮ 尽管自贸区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ꎬ 但协议的达成为非洲一

体化的推进铺平了道路ꎮ

３６

①

②

③

④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ｅｌｅｓ Ｚｅｎａｗｉꎬ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ꎬ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ꎬ １６ Ｏｃｔｏｂｅｒꎬ ２０１０”. Ａｌｅｘ ｄｅ
Ｗａａｌꎬ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Ｍｅｌｅｓ Ｚｅｎａｗｉ”ꎬ ｐｐ １５２ － １５５

钱镇: «舒展: 卢旺达的本土创制»ꎬ 载 «中国投资» ２０１８ 年第 ２２ 期ꎬ 第 ７９ 页ꎻ 舒展: «卢
旺达复活优良传统以疗社会创伤»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５ 期ꎬ 第 ６６ ~ ６８ 页ꎮ “本土创制” 的英

文为 “Ｈｏｍｅ － Ｇｒｏｗ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笔者

张春: «非洲自主性上升与 “一带一路” 建设»ꎬ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０ 日ꎬ 载大国策智库网: ｈｔｔｐ: / /
ｄａｇｕｏｃｅ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２ / ３１７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１２ －２８ꎻ 张春: «非洲提升外交自主性的尝试与成效»ꎬ 载张宏

明: «非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８７ ~ １０５ 页ꎮ
李新烽: «自主自强已成非洲国家共识»ꎬ 载 «人民论坛» ２０１９ 年 Ｓ１ 期ꎬ 第 １１４ ~ １１６ 页ꎻ 李

安山: «浅谈非洲自主性的历史与现实»ꎬ 载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２０１９ (上)»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１２８ ~ １４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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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发展的过程中ꎬ 外来援助成为一种重要因素ꎮ 由于现代国际体系

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ꎬ 每一个民族国家根据自身利益与他国打交道也在情理

之中ꎬ 援助不失为一种有效工具ꎮ 然而ꎬ 为什么西方对非洲的援助并未使非

洲摆脱贫困ꎬ 反而使这个丰饶大陆越来越穷? 关键在于ꎬ 西方将自身在非洲

的政治、 经济和外交目的披上了 “援助” 的光环ꎮ① 西方援助的目的不是为

了受援国ꎬ 而是为了自己———实现全球战略意图ꎬ 赚取自身出口产品的高额

利润ꎬ 在受援国培植代理人ꎬ 促进自身企业在受援国的投资利益ꎮ 提供援助

时援助国往往附带损人利己的条件ꎮ 例如ꎬ 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借贷条件上强迫加纳开放国内稻米市场ꎬ 加上世贸组织的不公平贸易规则ꎬ
以致大量受美国补贴的稻米进入加纳ꎮ 尽管加纳农民生产的糙米营养价值较

高ꎬ 但加纳人宁愿选择从美国进口的廉价米ꎮ 由于发展的困境以及为了得到

发达国家的援助ꎬ 受援国往往不得不在 “失语” 的情况下接受援助国的各种

条件ꎮ 从受援国的角度看ꎬ 它们一定要树立自主性的原则ꎬ 即在接受援助时ꎬ
宁可放弃援款ꎬ 也不能放弃主权ꎬ 且应该通过接受援助而达到逐步自力更生

的目的ꎮ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ꎬ 从依赖援助到摆脱援助是必经之路ꎮ②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ꎬ 联合国原秘书长科菲安南作为北京大学 “大学堂”
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学者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ꎮ 他提出了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

三大根基: 和平与安全、 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ꎬ 以及人权与法制ꎮ “虽然

每个国家和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国情和特点ꎬ 但我认为这三大根基是建立一

个成功社会的关键ꎮ”③ 这是安南先生对处于世界动荡中的非洲大陆建立和谐

秩序的期盼ꎮ
中国与非洲关系发展前景广阔ꎬ 中国的非洲研究任重道远ꎮ 中国学者要

做到充分总结历史经验ꎬ 认真探索历史规律ꎬ 努力把握历史趋势ꎬ 更好地服

务于国家发展与文明互鉴ꎬ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做出贡献ꎮ

４６

①
②

③

Ｒｏｇｅｒ Ｃ Ｒｉｄｄｅｌｌꎬ Ｄｏ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Ｒｅａｌｌｙ Ｗ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９４ － １０６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Ｇｌｅｎｎｉｅꎬ Ｔｈｅ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Ａｉｄ: Ｗｈｙ Ｌｅｓｓ Ｃｏｕｌｄ Ｍｅａｎ Ｍｏｒｅ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Ｚｅｄ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４ꎬ １３３ － １３６
[加纳] 科菲安南: «构建更和谐的世界秩序»ꎬ 载李安山、 刘海方主编: «中国非洲研究评

论 ２０１５»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２１ ~ ２５ 页ꎮ 在安南访问北京大学期间ꎬ 北大校方将笔

者关于加纳研究的中英文著作 «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对殖民时期加纳东部省的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 年) 和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Ｒｕｌ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Ｇｈａｎａ (２００２) 作为礼物送给

他ꎮ 他十分惊讶ꎬ 说没想到有中国学者研究他的祖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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