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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留学生在中国: 历史、 现实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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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ꎬ 在中国的非洲人社群不但成

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ꎬ 而且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ꎮ 中国存在

各种各样的非洲移民社群ꎬ 如商人、 留学生、 艺术家和专业人士等等ꎬ
留学生是其中的第二大群体ꎮ 尽管是否可将国际留学生视为移民仍然存

在争议ꎬ 但大多数学术文献都认为他们是移民的一部分ꎮ 通过对有关非

洲留学生的研究、 历史、 政策及效果、 来华动机及贡献等方面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ꎬ 非洲留学生在华经历以及中国对留学生的政策与中国的发展

息息相关ꎮ 非洲留学生来华学习的热情日益提高ꎬ 他们成为中非关系的

积极参与者ꎬ 大力推动了中国的国际教育合作ꎮ 非洲留学生通过他们在

中国的主观能动性及他们与中国人之间的交往ꎬ 不但将非洲的文化价值

观带给了中国ꎬ 而且为非洲大陆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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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争论与观点

当前ꎬ 国际社会对中非关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ꎬ 不同问题、 各种观点和

话语争论应运而生ꎮ①非洲移民也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ꎮ 人们普遍认为非洲

人社群只是近年才在中国出现ꎬ 然而中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的交往可谓历史悠

久ꎮ②中非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ꎬ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０８ 亿美元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２ ２００ 多

亿美元ꎮ 中国的非洲人社群也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起来ꎬ 商人则成为在华非

洲人社群中最大的群体ꎮ 相关研究集中于在华非洲商人以及在广州和义乌的

经济活动ꎬ③也有人对他们在香港和澳门的商贸活动进行了研究ꎮ 有的研究涉

及非洲移民的生活、 社会或宗教活动、 他们与中国人之间的隔阂、 中国政府

对非洲移民的管理ꎬ 中国人对他们的反应、 他们将自己的看法带回祖国及中

国发展对全球的影响ꎮ④最新的研究重点则逐步从广东和港澳转移到其他

地区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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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留学生在中国: 历史、 现实与思考　

留学生是在华非洲人的第二大群体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１４ 个非洲独立国

家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ꎬ 直到 １９６６ 年底因 “文化大革命” 而关闭所有高校

为止ꎮ 加纳学生伊曼纽尔哈维是其中一员ꎮ 他撰写了第一本关于非洲留学

生在中国的著作ꎬ 抱怨诸种令人不愉快的现象ꎬ 如政治灌输、 语言困难、 教

育水平、 社会生活、 种族歧视ꎮ①他指出有许多非洲留学生在 １９６１ ~ １９６２ 年回

国ꎬ 但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ꎮ②随后ꎬ 他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完全中断ꎮ “文化大

革命” 爆发后ꎬ 非洲留学生都回国了ꎮ 对中国非洲留学生的近期研究往往要

回顾历史ꎬ 或对中国当时的社会背景加以解释ꎮ③ １９７２ 年ꎬ 中非教育合作重

启ꎮ 为支持坦赞铁路的建设ꎬ 中国为坦、 赞两国培训技术人员ꎮ 有几部著作

对坦赞铁路的文件、 档案和来自非洲的受训人员等进行了研究ꎮ④吉莱斯皮是

第一位对来华非洲留学生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ꎬ 他的著作将非洲留学生置于

南南合作的背景之下ꎬ 强调中非教育交流项目具有知识转移功能ꎮ⑤还有学者

研究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非洲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之间的冲突ꎬ 并对中国人的

“种族歧视” 现象进行了批评ꎮ⑥

自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以来ꎬ 非洲留学生的数量急剧增加ꎮ 中国学者或在

中国的非洲学者对当前来华非洲留学生的研究颇感兴趣ꎮ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

中心是中国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机构ꎬ 通过调研和查阅教育部档案在内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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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３ꎬ １９８９ꎻ Ｂａｒｒｙ Ｓａｕｔｍａｎꎬ “Ａｎｔｉ － Ｂｌａｃｋ Ｒａｃｉｓｍ ｉｎ Ｐｏｓｔ － Ｍａｏ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Ｎｏ １３８ꎬ
１９９４ꎬ ｐｐ ４１３ －４３７ꎻ Ｍ Ｊ Ｓｕｌｌｉｖｅｎꎬ “Ｔｈｅ １９８８ －８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ｎｔｉ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Ｒａｃｉ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ｃｉｓ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Ｎｏ １３８ꎬ １９９４ꎬ ｐｐ ４３８ －４５７ꎻ Ｌｉ Ａｎｓｈａｎ ａｎｄ Ｌｉｕ Ｈａｉｆａｎｇꎬ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ꎬ Ｄｒａｆ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ＵＮＤＰꎬ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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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ꎬ 中心研究人员对来华非洲留学生进行了初步研究ꎮ①当前ꎬ 这一研究集中

在 ４ 个领域ꎬ 即文化适应、 中非合作、 教育管理以及专业教学 (包括语言、
数学和工程)ꎮ 如果将 “非洲留学生” 作为关键词在中国期刊网上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进行搜索ꎬ 共有 ４７ 篇相关的期刊文章和硕士论文ꎮ 关于文化适应的有

５ 篇ꎬ 教育管理 ６ 篇ꎬ 汉语教学 １４ 篇ꎬ 其他文章则与中非关系有关ꎮ 有些报

告和回忆文章也讲述了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的经历ꎮ②中国奖学金制度是国际教

育合作的成功ꎬ 尤其在培养非洲留学生方面贡献卓著ꎮ③

有关采用跨文化研究方法探讨非洲留学生的案例值得一提ꎮ 一些文章以

２００３ 年一项对非洲和西方留学生在中国的 “国外学生学习压力调查” 为基

础ꎬ 该项调查对象是中国 ３ 个城市高校的 ２００ 名留学生ꎮ 问卷提出了 ３０ 个问

题ꎬ 分为人际关系、 个人问题、 学术问题和环境问题四类ꎬ 回收 １５６ 份问卷ꎬ
其中非洲留学生 ８２ 份 (男生 ４６ 份ꎬ 女生 ３６ 份)ꎬ 西方留学生 ７４ 份 (男生 ３２
份ꎬ 女生 ４２ 份)ꎮ 该项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评估不同性别群体 (男生 /女生) 和

不同文化群体 (非洲人 /西方人) 在压力感受方面的差异性ꎮ 结果显示ꎬ 留学

生均存在跨文化定位问题ꎬ 不同群体对上述四类压力的整体感受无甚差别ꎬ
但在每类压力的感受程度上有所不同ꎮ 调查结果还表明ꎬ 对于男生和女生而

言ꎬ 学术与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最为常见ꎬ 日常困扰则给他们带来了最大的

压力与挑战ꎮ④另有一位研习心理学的非洲留学生ꎬ 为研究非洲留学生在中国

所经历的文化冲击与适应性ꎬ 也展开过问卷调查ꎮ 他分发了 ２２０ 份调查表ꎬ
共收回 １８１ 份ꎮ 其研究结论是: 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经常会经历文化冲击ꎬ 应

４６

①

②

③

④

参见 «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 编写组: «中国与非洲国家教育合作与交流»ꎬ 北京大学出版

社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ꎮ
李保平: «关于中非教育合作的几个问题»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ｏｃｉｎ ｃｏｍ / ｐ － ７４７０６５４６０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０２ꎻ 李安山: «我的那些非洲学生»ꎬ 载程涛、 陆苗耕: «中国大使讲非洲故事»ꎬ 世界知识

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ꎻ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Ｌｉ Ａｎｓｈａｎ Ｒｅｃａｌｌｓ ｈｉ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ｏｍ / ｌｅａｄｉｎｇ － ｃｈｉｎａ － ｓｃｈｏｌａｒ － ｌｉ － ａｎｓｈａｎ －
ｒｅｃａｌｌｓ － ｈｉｓ －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 ꎬ ２０１４ － ０６ － ０４

刘海方: «中国对非洲留学生奖学金政策沿革与绩效研究»ꎬ 载李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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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１ ~ １９２ 页ꎮ
Ｉｓｍａｉｌ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Ｈａｓｈｉｍꎬ ｅｔ ａｌ 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ｃｅｉｖｉ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ｏｒｓ: Ａ Ｃｒｏｓｓ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ꎬ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５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７９５ － ７９９ꎻ Ｉ Ｈ Ｈａｓｈｉｍ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Ｚ Ｌ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ｃｅｉｖｉ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ｏｒｓ: Ａ Ｃｒｏｓｓ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ꎬ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Ｖｏｌ １９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２１７ － 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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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加强与中国人的交往ꎻ 学历和性别的不同影响冲击

程度ꎬ 本科大学生和女生经历的文化冲击要超过研究生和男生ꎮ①还有的研究

涉及非洲留学生的文化适应、 文化差异及其影响ꎬ 以及不同的时间观与家庭

观等问题ꎮ②

至于中非教育合作所发挥的作用ꎬ 科特马等人认为中国高校在双边合作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金将在华非洲留学生作为中国软实力的一个指标ꎬ 豪根

分析了中国招收非洲留学生的政策及其成效ꎮ③其他学者认为ꎬ 中国的教育援

助是中非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为非洲提供了重要的支持ꎮ④还有一些学者讨

论了中国在大学中或社会上对非洲留学生或研究生的管理问题ꎮ⑤从事语言教

学的老师探讨了如何以更好的方式教授非洲留学生汉语的问题ꎮ⑥非洲留学生

也发表了一些关于他们在中国的经历的文章ꎬ 认为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行为

５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狄斯马: «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适应性»ꎬ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ꎬ ２００４ 年ꎮ
关于文化适应ꎬ 可参见易佩、 熊丽君: «来华非洲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水平实证研究»ꎬ 载 «沈

阳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３６４ ~ ３６８ 页ꎻ 龚苏娟: «来华非洲留学生的跨文化适

应研究———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ꎬ 载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２７ ~ １３０
页ꎮ 关于文化差异及其影响ꎬ 可参见龙霞、 熊丽君: «中非文化差异对非洲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影

响———以安哥拉来华留学生为例»ꎬ 载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３３ ~ １３６ 页ꎻ 关

于不同的时间观与家庭观ꎬ 可参见叶帅: «非洲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在时间观、 家庭观方面的跨文化对

比研究»ꎬ 载 «科教文汇» (上旬刊)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１ 期ꎬ 第 ３０ ~ ３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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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ｕｔｃｏｍｅｓ”ꎬ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ꎬ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３１５ － ３４４

李保平: 前引文ꎻ 徐辉: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教育合作»ꎬ 载 «教育发展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１ ~ ７ 页ꎻ 贺文萍: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概述———发展阶段及未来挑战»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３ ~ １８ 页ꎻ 楼世洲、 徐辉: «新时期中非教育合作的发展与转型»ꎬ 载 «教育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期ꎬ 第 ２８ ~ ３３ 页ꎮ

程伟华等: «非洲来华留研究生教育问题与对策»ꎬ 载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２０１２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５４ ~ ５８ 页ꎻ 郑江华等: «高等院校非洲留学生校园安全管理研究»ꎬ 载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学

报»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７２ ~ ７４ 页ꎻ 郑江华等: «高校外国留学生社区系统管理的构建———以天津职业

技术师范大学非洲留学生的管理实践为例»ꎬ 载 «职业技术教育»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３ 期ꎬ 第 ６６ ~ ６８ 页ꎻ 郑

江华: «面向非洲留学生的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模式探索»ꎬ 载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６４ ~ ７０ 页ꎻ 安然等: «非洲留学生需求与招生宣传模式»ꎬ 载 «高教探索» 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１０ ~ １１３ 页ꎮ

宋硕: «浅谈零起点非洲留学生的汉字教学»ꎬ 载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６５ ~ １６７ 页ꎻ 林伦伦、 任梦雅: «非洲留学生汉语学习观念的社会语言学调查»ꎬ 载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３２ ~ ３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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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发挥自身的能动性ꎮ①

有人对教学方法提出了批评和意见ꎬ 还有人对中国的非洲留学生政策的

效果持不同看法ꎮ 一种观点认为ꎬ 获得政府奖学金的非洲学生通常都会对他

们在中国的经历感到满意ꎬ 这使人们感觉有望通过教育项目增进中非之间的

友好关系ꎮ 尽管还存在一些缺点及可改进的空间ꎬ 但在促进中非合作、 帮助

非洲进行能力建设和改善中国形象等方面ꎬ 中国的政策相对比较成功ꎮ②有人

认为ꎬ 中国并没有实现其政策目标ꎬ 因为非洲留学生对他们所获得的教育质

量感到失望ꎬ “对教育经历的失望妨碍了中国推广其价值观ꎬ 并因此而破坏了

中非教育交流在软实力方面所具有的潜力”ꎮ③

这种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并提出具体建议的跨文化理论研究ꎬ 具有一些

相同特征ꎮ 它们都从留学生的个人经历收集数据ꎬ 研究者可能是非洲留学生ꎮ
这类研究的缺点在于ꎬ 它们通常以对某地方、 某大学或某个国家的非洲留学

生的个案研究为基础ꎬ 因此必然存在局限性ꎮ 如何在个案研究中应用相关理

论也是一个问题ꎮ 双向移民既是机遇ꎬ 也是挑战ꎮ 中国文化与非洲文化具有

相似性ꎬ 相互学习ꎬ 尤其是人文交流通常会使双方彼此受益ꎮ④然而ꎬ 我们仍

然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扎实研究ꎮ

历史、 现实与趋势

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的历史始于 １９５６ 年ꎬ 当年有 ４ 位埃及留学生来到中国ꎻ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有 ６１ ５９４ 名非洲留学生ꎬ ６０ 年来变化巨大ꎮ 这一历史可分为 ４ 个

阶段: １９５６ ~１９６６ 年ꎻ １９７２ ~１９７７ 年ꎻ １９７８ ~１９９５ 年ꎻ １９９６ 年至今ꎮ⑤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Ｌｌｏｙｄ Ｇ Ａｄｕ Ａｍｏａｈ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ｆｉｒｍ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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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留学生在 １９５６ ~ １９６６ 年与中国进行了初步接触ꎮ １９５３ 年ꎬ 在日内瓦

举行的国际保卫青年权利大会上ꎬ 中国青年代表团与来自埃及、 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 摩洛哥、 马达加斯加和法属西非的代表团进行了广泛接触并建立了

联系ꎮ 中国与埃及在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建交前便于 ４ 月 １５ 日签署了文化合作

协定ꎮ①中埃教育项目始于互换学者与留学生ꎮ ４ 名埃及留学生在 １９５６ 年来到

中国ꎬ 其中 ３ 人在中国著名画家李可染的指导下学习中国国画ꎬ 并在中央美

术学院学成归国后成为埃及著名画家ꎮ②

１９５７ 年ꎬ １１ 名来自喀麦隆、 肯尼亚、 乌干达和马拉维 (这些国家尚未独

立) 的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ꎮ 在 ５０ 年代ꎬ 共有 ２４ 名非洲留学生在中国政府

奖学金的资助下来华学习ꎮ ６０ 年代ꎬ 中国开始与赢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开展教

育合作ꎬ 非洲留学生或技术人员是根据不同协议或项目来中国学习ꎮ 与此同

时ꎬ 中国也派遣了一些文化代表团前往非洲ꎬ 学习非洲舞蹈ꎬ 非洲国家也派

遣青年人来中国深造ꎮ １９６０ 年ꎬ 在华非洲留学生的数量增加到 ９５ 人ꎮ 在 “文
化大革命” 爆发的 １９６６ 年ꎬ 共有来自 １４ 个非洲国家的 １６４ 名留学生ꎮ “文化

大革命” 期间高校关闭后ꎬ 非洲留学生不得不返回各自国家ꎮ③

前文提到的加纳学生哈维对在中国经历的 “种族主义” 及其他不愉快的

经历进行了抱怨ꎮ④他对中国的负面描述引起西方国家的喝彩ꎬ 而加纳总统恩

克鲁玛是一位社会主义者ꎮ 最重要的是ꎬ 西方国家当时正在寻找一些有关中

国的负面资料ꎬ 哈维的书可谓适逢其时ꎮ 从另一个角度看ꎬ 哈维的抱怨也无

可厚非ꎮ 首先ꎬ ６０ 年代初中国国内遭受了经济灾难ꎮ 尽管非洲留学生像所有

留学生一样ꎬ 在中国享受一些普通老百姓无法享受的特权和更高的生活水平ꎬ
但当时正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发展最困难的时期ꎬ 无法进一步改

善他们的生活条件ꎮ 其次ꎬ 当时的社会条件决定了教条主义、 社会禁忌和法

律法规在非洲留学生与中国民众尤其是非洲男性与中国女性之间建立了某种

“隔离带”ꎮ 最后ꎬ 无处不在的特殊政治氛围创造了一个社会交往的真空ꎬ 使

外国留学生的生活变得非常枯燥无味ꎮ⑤然而ꎬ 这也恰恰是非洲留学生观察中

７６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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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淳、 郭应德: «中阿关系史»ꎬ 经济日报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版ꎬ 第 ５２４ 页ꎮ
李保平: 前引文ꎻ 江淳、 郭应德: 前引书ꎬ 第 ５３０ 页ꎮ
«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 编写组: 前引书ꎮ
Ｈｅｖｉꎬ ｏｐ ｃｉｔ
程映虹: 前引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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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最好机会ꎬ 也是他们第一次与中国人交往的时期ꎮ
７０ 年代ꎬ 中非关系的特征是中非兄弟友谊的观念深入人心ꎬ 因为这一时

期的许多非洲留学生都与坦赞铁路有关ꎮ ６０ ~ ７０ 年代的两个重大事件极大增

进了中非关系: 中国向非洲派遣医疗队和修建坦赞铁路ꎮ 中国自 １９６３ 年向阿

尔及利亚派遣首批医疗队起ꎬ 共向 ４７ 个非洲国家派遣了医疗队ꎮ①为打破南非

白人种族隔离政府的封锁ꎬ 中国政府支持坦、 赞两国修建铁路ꎮ 坦赞铁路的

重大贡献不仅在于将赞比亚的矿产运输到达累斯萨拉姆港ꎬ 从而为经济建设

提供了帮助ꎬ 而且提高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ꎮ 修建坦赞铁路还为中非交往

提供了机会ꎮ 当时ꎬ ６ ０００ 多名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加入了筑路劳动大军ꎬ 从

而促进了中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的相互了解ꎮ 为了帮助坦赞铁路的运营ꎬ 中国

同意从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开始为两国培训工程师ꎮ 坦、 赞两国接受培训的 ２００ 名技

术人员来到中国ꎮ 来华学生的目的是为将来的坦赞铁路运营服务ꎬ 并在北京

交通大学等院校接受培训ꎮ 他们首先学习公共交通方面的基础课程ꎬ 然后接

受包括交通、 机车、 通信、 信号、 铁道等专业的专业培训ꎮ 这些人中的 １７９
人在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学成回国ꎮ １９７３ 年ꎬ 中国全面恢复招收留学生ꎮ １９７３ ~ １９７４
年分别招收 ３７ 名和 ６１ 名非洲留学生ꎮ 毛泽东主席在 １９７４ 年会见赞比亚总统

卡翁达时提出 “三个世界” 理论ꎬ 非洲留学生在 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６ 分别增加到 １１３
人和 １４４ 人ꎮ 截至 １９７６ 年底ꎬ 中国从 ２１ 个非洲国家招收了 ３５５ 名留学生ꎬ 中

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相应增加ꎮ 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ꎬ 在各自国家的交通及

其他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ꎮ②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５ 年为非洲留学生在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ꎬ 中非双方交往逐步

增加ꎮ 改革开放后ꎬ 中国恢复了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教育合作ꎮ 然而ꎬ 当时中

国的经济状况并不好ꎬ 国际留学生相对较少ꎮ １９７８ 年ꎬ 中国共招收了 １ ２３６
名国际留学生ꎬ ９５％获得了中国政府奖学金ꎮ 这些留学生中有 １２１ 名来自非

洲ꎬ 约占留学生总数的 １０％ ꎮ 当时ꎬ 共有 ４００ 余名非洲学生在中国学习ꎬ 约

占在华外国留学生的 １ / ４ꎮ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ꎬ 非洲留学生的数量在 ８０ 年代

呈上升的态势ꎬ 但 １９８９ 年除外ꎬ 即从前一年的 ３２５ 名下降到 ２４９ 名ꎮ 随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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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数量一直在 ２００ 名与 ３００ 名之间徘徊ꎬ 一直没有超过 ３００ 名ꎮ①这种情况应

该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非洲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冲突尤其是 １９８８ 年发生在河

海大学的事件有关ꎮ

表 １　 １９７６ ~ １９９５ 年非洲来华留学生　 (单位: 人)

年份 奖学金生 自费生 合计

１９７６ １４４ ０ １４４

１９７７ １４２ ０ １４２

１９７８ １２１ ０ １２１

１９７９ ３０ ０ ３０

１９８０ ４３ ０ ４３

１９８１ ８０ ０ ８０

１９８２ １５４ ０ １５４

１９８３ ２３０ ０ ２３０

１９８４ ２４７ ０ ２４７

１９８５ ３１４ ０ ３１４

１９８６ ２９７ ０ ２９７

１９８７ ３０６ ０ ３０６

１９８８ ３２５ ０ ３２５

１９８９ ２４９ ２ ２５１

１９９０ ２５２ ６ ２５８

１９９１ ２７２ １５ ２８７

１９９２ ２６７ ２０ ２８７

１９９３ ２２５ ５８ ２８３

１９９４ ２２０ ２４６ ４６６

１９９５ ２５６ ７２１ ９７７

总计 ４ １７４ １ ０６８ ５ ２４２

　 　 　 资料来源: «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 编写组: «中国与非洲国家教育合作与交流»ꎬ 北京大学出

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ꎮ

随着留学生的增加ꎬ 问题接踵而至ꎮ 对许多中国人而言ꎬ 他们第一次看

９６

① «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 编写组: 前引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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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外国人ꎬ 出于新奇原因ꎬ 不免对外国留学生尤其是非洲留学生指指点点ꎮ
由于诸多因素ꎬ 如非洲留学生抱怨生活条件ꎬ 美国与中东国家间的政治分歧ꎬ
社会价值观不同ꎬ 以及中国人对非洲人怀有偏见或误解等因素ꎬ 双方关系一

度紧张ꎮ①抱怨与不满引发冲突甚至游行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非洲留学生与中

国学生在天津、 南京、 北京和上海等地爆发了冲突ꎮ 非洲留学生通过各种方

式表达其不满ꎬ 如游行、 罢课、 绝食抗议和请愿等ꎮ 这类事件被有些学者称

之为 “国家种族主义”ꎮ②从今天的角度来看ꎬ 社会制度、 价值观和文化层面

的差异可能是主要原因ꎮ 作为一个相对内敛的民族ꎬ 中国人很不习惯男女在

公共场所过于亲密ꎬ 但非洲留学生在这一问题上要开放得多ꎮ 引发冲突的原

因通常是非洲男学生与中国女青年的亲密行为ꎬ 中国老百姓颇不习惯ꎮ 当然ꎬ
中国在当时正经历剧烈的社会转型ꎮ 中国学生通常 ６ 个人住一间宿舍ꎬ 他们

对外国留学生两人住一间宿舍的待遇感到不满ꎮ 此外ꎬ 外国留学生还有奖学

金ꎬ 在其他方面也享有更好的条件ꎮ 因此ꎬ 中国学生和普通民众自然而然会

抱怨外国留学生获得的特殊待遇ꎮ 如果再有其他不公平的事或对社会的不满ꎬ
他们便会借此发泄负面情绪ꎬ 并因此引发冲突ꎮ

表 ２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５ 年非洲来华留学生　 (单位: 人)

年份 奖学金生 自费生 合计

１９９６ ９２２ １１８ １ ０４０

１９９７ ９９１ ２２４ １ ２１５

１９９８ １ １２８ ２６７ １ ３９５

１９９９ １ １３６ ２４８ １ ３８４

２０００ １ １５４ ２３４ １ ３８８

２００１ １ ２２４ ３０２ １ ５２６

２００２ １ ２５６ ３９０ １ ６４６

２００３ １ ２４４ ５４９ １ ７９３

２００４ １ ３１７ ８６９ ２ １８６

２００５ １ ３６７ １ ３９０ ２ ７５７

０７

①
②

Ｌｉ Ａｎｓｈａｎ ａｎｄ Ｌｉｕ Ｈａｉｆａｎｇꎬ ｏｐ ｃｉｔ
Ｓａｕｔｍａｎꎬ ｏｐ ｃｉｔꎻ Ｓｕｌｌｉｖｅｎꎬ “Ｔｈｅ １９８８ － ８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ｎｔｉ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Ｒａｃｉ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ｃｉｓｍ?”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Ｎｏ １３８ꎬ １９９４ꎬ ｐｐ ４３８ － 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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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１ ８６１ １ ８７６ ３ ７３７

２００７ ２ ７３３ ３ １８２ ５ ９１５

２００８ ３ ７３５ ５ ０６４ ８ ７９９

２００９ ４ ８２４ ７ ６０９ １２ ４３３

２０１０ ５ ７１０ １０ ６９３ １６ ４０３

２０１１ ６ ３１６ １４ ４２８ ２０ ７４４

２０１２ ６ ７１７ ２０ ３３５ ２７ ０５２

２０１３ ７ ３０５ ２６ ０５４ ３３ ３５９

２０１４ ７ ８２１ ３３ ８５６ ４１ ６７７

２０１５ ８ ４７０ ４１ ３２２ ４９ ７９２

总计 ６７ ２３１ １６９ ０１０ ２３６ ２４１

　 　 　 资料来源: «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 编写组: «中国与非洲国家教育合作与交流»ꎬ 北京大学出

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ꎻ «中国教育年鉴»ꎬ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年各年ꎻ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来华留学生简

明统计»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ꎮ

非洲自费留学生的数量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前半期持续增加ꎮ １９９０ 年只有 ６
名非洲自费留学生ꎬ １９９１ 年达到 １５ 名ꎮ １９９２ 年和 １９９３ 年分别增加到 ２０ 名和

５８ 名ꎮ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两年更是大幅增加到 ２４６ 名和 ７２１ 名ꎮ 越来越多的非洲青

年希望到中国深造ꎬ 其中的原因可能包括学费比较低和更容易获得签证ꎮ
１９９６ 年之后ꎬ 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ꎮ

１９９６ 年之所以如此重要ꎬ 原因在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当年 ５ 月访

问了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 埃及、 马里、 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ꎮ 这是中国国

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ꎮ 在访问期间ꎬ 江泽民提出构筑中非

关系面向 ２１ 世纪长期稳定、 全面合作的五点建议: 真诚友好、 平等相待、 团

结合作、 共同发展、 面向未来ꎮ 此次访问使中国政府奖学金大幅增加ꎬ 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２５６ 人增加到 １９９６ 年的 ９２２ 人ꎮ 如果加上当年招收的 １１８ 名自费

生ꎬ 来华非洲留学生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 １ ０００ 人ꎮ①

中非合作论坛在 ２０００ 年举办后ꎬ 中非教育合作成为一项重要的议题ꎮ 截

至 ２００２ 年底ꎬ 共有 ８５ ８００ 名外国留学生在华学习ꎬ 其中非洲留学生有 １ ６４６

１７

① «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 编写组: 前引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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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ꎮ① 到 ２００９ 年ꎬ 在华外国留学生的数量超过了 ２３ 万人ꎬ 其中非洲留学生为

１２ ４３３ 人ꎮ② 上述数据表明ꎬ 非洲留学生人数的增长与国际留学生人数的增长

有密切关系ꎮ 在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１ 年间ꎬ 共有 ８４ ３６１ 名非洲留学生来中国学习ꎬ 其

中 ３６ ９１８ 人获得了中国政府奖学金ꎬ ４７ ４４３ 人为自费生ꎮ
２００５ 年也是一个转折之年ꎬ 当年非洲自费留学生的数量 (１ ３９０ 名) 超

过了奖学金留学生的数量 (１ ３６７ 名)ꎮ 这与奖学金项目的成功以及中国自

２００３ 年开始在埃及和南非举办教育展览会有关ꎮ 然而ꎬ 这一变化也与国际留

学生的整体情况保持了同步的态势ꎮ③ ２０１１ 年ꎬ 非洲自费留学生达到 １４ ４２８
名ꎬ 这已经是中国政府奖学金生 (６ ３１６ 名) 的两倍多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共有 ８ ４７０
名非洲留学生获得了中国政府奖学金ꎬ 而自费留学生的数量则达到了 ４１ ３２２
名ꎮ 非洲留学生大都攻读学位ꎬ 其数量增长迅速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有 ８４％ 的非洲留

学生明确表示要在中国获得学位ꎬ 只有 １６％的学生选择没有学位的课程ꎮ
非洲留学生的发展趋势具有 ３ 个特征ꎮ 首先ꎬ 非洲留学生的人数增长迅

速ꎬ 且与国际留学生的总体增长趋势保持一致ꎮ 其次ꎬ 非洲自费生的增长速

度比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增长速度更快ꎮ 最后ꎬ 绝大多数非洲留学生都在攻

读学位ꎮ

相关政策、 实施与成效

中国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便开始接受外国留学生ꎮ 然而ꎬ 直到 ７０ 年代末ꎬ

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始教育合作的政策仍以意识形态为导向ꎬ 团结非洲国家ꎬ
在第一个阶段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ꎬ 在第二阶段反对美国与苏联

两个霸权ꎮ 改革开放后ꎬ 中国步入国际教育合作的新阶段ꎮ 作为一个后来者ꎬ
中国政府制定了针对国际留学生的政策并逐步加以实施ꎮ 中国虽然没有针对

不同国家的国际学生制定具体的国际教育合作政策或法律ꎬ 其政策却是国际

关系的产物ꎬ 也必然与其战略紧密相关ꎬ 甚至由其战略所决定ꎮ

２７

①
②
③

«中国教育年鉴» 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 (２００３ 年)ꎬ 人民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版ꎬ 第３４３ 页ꎮ
«中国教育年鉴» 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 (２０１０ 年)ꎬ 人民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４４０ 页ꎮ
２００５ 年ꎬ １７５ 个国家的 １３３ ８６９ 名自费生来华学习ꎬ 占留学生总数 ９４ ８８％ ꎬ 与 ２００４ 年相比增

长 ２８ ５６％ ꎮ ２００９ 年ꎬ ２３８ １８４ 名留学生在 ６１０ 所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学习ꎬ 其中 ２１９ ９３９ 名为自费留学

生ꎮ 参见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 (２００９ 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４４０ 页ꎮ



非洲留学生在中国: 历史、 现实与思考　

１９７８ 年ꎬ 国务院发布了一份文件ꎬ 要求国人对外国留学生更友好ꎬ 允许

留学生上街买东西ꎬ 甚至允许他们与中国人结婚ꎮ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管理外

国留学生的基本规章、 条例与政策开始建立起来ꎮ １９８５ 年ꎬ 国务院批转国家

教育部、 外交部、 文化部、 公安部、 财政部共同签发的 «外国留学生管理办

法» 指出ꎬ 中国政府认识到 “接受和培养外国留学生ꎬ 是我国应尽的国际主

义义务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ꎬ 要求各部委和各级政府认真贯彻执

行ꎮ 该管理办法共有 ８ 章 ４３ 款条文ꎬ 内容涵盖总则、 录取工作、 学籍管理及

教学工作等方面ꎬ 还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和政治活动管理、 生活和社会管理及

组织领导等ꎮ②

中国政府将外国留学生视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ꎬ 对他们的管理非常细致ꎮ
管理政策涵盖的领域相当广泛ꎬ 包括课程、 汉语教学、 教学资料和体育锻炼

等ꎮ 作为一份重要文件ꎬ 该管理办法实行了很多年ꎮ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ꎬ 教育

部针对中小学接受外国留学生的管理发布了文件ꎮ③ ２０００ 年ꎬ 中国政府出台了

«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ꎮ 该文件有 ８ 章ꎬ 新增了 “奖学金制度”
与 “入出境和居留手续” 两章ꎬ 因此更具可操作性ꎮ 与此前的规定相比ꎬ 这

些规定要更加系统ꎮ④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ꎬ 教育、 外交和公安三部委针对国际留学生联合发布了新的

管理办法ꎬ 并自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正式实行ꎮ 该文件的宗旨是 “规范学校招

收、 培养、 管理国际学生的行为ꎬ 为国际学生在中国境内学校学习提供便利ꎬ
增进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ꎬ 提高中国教育国际化水平”ꎬ 共涵盖 ４ 个层面: 学

前教育、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ꎮ 尽管地方政府负责相关具体工作ꎬ
但国务院行政管理部门统筹管理国际留学生工作ꎬ 其中包括制定招收、 培养

国际学生的宏观政策ꎬ 指导、 协调地方政府的具体工作ꎬ 外交、 公安等行政

３７

①

②

③

④

教育部、 外交部、 公安部: «关于做好外国留学生社会管理工作的请示»ꎬ １９７８ 年 ４ 月 ２９ 日ꎻ
刘海方: 前引文ꎮ

国务院批转国家教育委员会、 外交部、 文化部、 公安部、 财政部 «外国留学生管理办法» 的

通知 (国发 [１９８５] １２１ 号)ꎬ １９８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ｅｄｕ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１２００ / ２２５９８ /
２２６１５ / ２２８２２ / ２００６ / ３ / ｈｅ９９９５２４３１１１１８３６００２３５７０ － ０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０５ꎮ

«中小学接受外国学生管理暂行办法» (教育部第 ４ 号令)ꎬ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ｋｕｌａｗ ｃｎ / ｆｕｌｌｔｅｘｔ＿ ｆｏｒｍ ａｓｐｘ? Ｇｉｄ ＝ ２３５０４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０５ꎮ

«高等教育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ꎬ «教育部、 外交部、 公安部令第 ９ 号»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ｅｄｕ ｃｎ / ｓ７８ / Ａ２０ / ｇｊｓ＿ ｌｅｆｔ / ｍｏｅ＿ ８６１ / ｔｎｕｌｌ＿ ８６４７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７ － 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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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相关管理工作ꎮ①

相关法律法规已涵盖所有外国留学生ꎬ 此外ꎬ 中国政府针对非洲留学生

也出台了一些具体措施ꎬ 以应对某些特殊或突发事件ꎮ 例如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初ꎬ 上海发生了当地市民与非洲留学生冲突事件ꎮ 有些中国人辱骂非洲留学

生ꎬ 多地亦有类似冲突事件发生ꎮ １９８３ 年 ２ 月ꎬ 教育部部长不得不紧急约见

非洲驻华使团团长及 １７ 国使节ꎬ 解释上海市民与非洲留学生之间出现的问

题ꎮ 非洲使节指出ꎬ 中国政府不仅要教育普通市民ꎬ 也要教育警察ꎬ 避免非

洲留学生无故受到警察盘查及训斥情况的发生ꎬ 非洲留学生很讨厌这些事情ꎮ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ꎬ 中非友好关系将遭到损害ꎮ 因此ꎬ 各地政府部门也

针对与非洲留学生有关的具体问题发布了一系列文件ꎮ②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 一些非洲留学生在中国毕业后没有回国ꎬ 而是在第

三国找了工作ꎬ 这并不符合中国政府最初设定的帮助非洲国家进行能力建设

的目标ꎮ １９９６ 年ꎬ 中国教育部发布文件ꎬ 要求管理机构在非洲留学生毕业前

直接与其驻华大使馆联系他们的返程票事宜ꎬ 以推动他们直接回国ꎬ 这已成

为惯例ꎮ 最近一份报道指出: “基于中国的签证制度ꎬ 绝大多数国际留学生在

毕业后都无法滞留中国ꎮ 这防止了智力流失ꎬ 意味着在中国接受教育的这一

代非洲留学生———与在法国、 美国或英国接受教育的非洲留学生相比———更

有可能带着他们获得的新知识和技能返回母国ꎮ”③ ２００５ 年ꎬ 胡锦涛主席在参

加联合国成立 ６０ 周年首脑会议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时ꎬ 承诺中国将在未来三

年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援助: “中国将在今后 ３ 年为发展中国

家培训培养 ３ 万名各类人才ꎬ 帮助有关国家加快人才培养ꎮ”④鉴于中国政府奖

学金与中国的国际战略密切相关ꎬ 因此它也反映了中国政策所关注的重点ꎮ
正如我们从统计数据所看到的那样ꎬ 在 ２００５ 年之前ꎬ 获得中国政府奖学

４７

①

②

③

④

«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 (教育部、 外交部、 公安部令第 ４２ 号)ꎬ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０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１９９２４９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０６ꎮ 鉴于该管理办法

涵盖了所有教育机构ꎬ 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０ 年发布的两份管理规定被废止ꎮ
Ｌｉ Ａｎｓｈａｎ ａｎｄ Ｌｉｕ Ｈａｉｆａｎｇꎬ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具体案例可参见刘海方: 前引文ꎬ 第 １６７ ~ １７１ 页ꎮ
“Ｃｈｉｎａ ｔｏｐｓ ＵＳ ａｎｄ ＵＫ ａｓ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ｎｇｌｏｐｈｏｎ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ꎬ Ｊｕｎｅ

２８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 / ｃｈｉｎａ － ｔｏｐｓ － ｕｓ － ａｎｄ － ｕｋ － ａｓ －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ｆｏｒ － ａｎｇｌｏｐｈｏｎｅ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７８９６７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３０

«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 ６０ 周年首脑会议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ＧＢ / １０２４ / ３６９６５０４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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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非洲留学生的数量通常要少于欧洲留学生的数量ꎮ 然而ꎬ 这种情况自

２００６ 年也就是国家主席胡锦涛作出上述承诺的第二年开始改变ꎮ 尽管非洲留

学生与欧洲留学生在 ２００６ 年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比例相同ꎬ 但前者的实际数

量 (１ ８６１ 名) 首次超过后者 (１ ８５８ 名)ꎮ 中国一直在持续推进相关政策ꎮ
２００６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决定ꎬ 每年向非洲留学生提供的中国政府奖学

金由２ ０００人次增加到 ４ ０００ 人次ꎮ 在 ２００９ 年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

级会议上ꎬ 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名额再次增至每年 ５ ５００ 名ꎬ ２０１０ 年的数量达

到５ ７１０名ꎮ① ２０１２ 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ꎬ 中国政府宣布在未

来三年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 １ ８ 万个ꎮ 这是非洲留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

的数量增长如此迅速的原因ꎮ ２０１１ 年ꎬ 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非洲留学生的

数量为 ６ ３１６ 人ꎬ ２０１５ 年则达到了 ８ ４７０ 人ꎮ②

为了实施这一政策ꎬ 代理机构、 高校、 地方政府ꎬ 以及各相关部门都采

取了不同的措施ꎮ③就中国政府奖学金而言ꎬ 一直没有相关的评估体系ꎬ 直到

国家教育委员会在 １９９７ 年发布 «外国留学生奖学金评审暂行办法»ꎮ 该暂行

办法首次明确规定ꎬ 必须根据特定标准对奖学金生进行评审ꎬ 评审决定为

“通过” 和 “未通过” 两种ꎮ④ ２０００ 年ꎬ 教育部发布了两份涉及中国政府奖学

金年度评审制度和评审方式的文件ꎮ⑤在标准日益明确及有资格招收外国留学

生的高校的自主权越来越大的情况下ꎬ 接受外国留学生的高校现在获得了对

留学生进行评审的真正权力ꎮ 同年ꎬ ２ ３４２ 名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参加了年度评

审ꎬ ２ ３１４ 名 (９８ ８％ ) 通过ꎬ ２８ 名没有通过ꎮ 在未通过的留学生中ꎬ １７ 名

来自亚洲ꎬ ２ 名来自非洲ꎬ ２ 名来自美洲ꎮ⑥就高校而言ꎬ 要想获得提供中国政

府奖学金的资格ꎬ 需要通过严格的标准ꎬ 通常只有那些拥有高水平教育、 具

有外语教学能力的教授以及有足够教育设施的高校才能招收国际学生ꎮ ２０１５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Ｌｉ Ａｎｓｈａｎꎬ ｅｔ ａｌ ꎬ ＦＯＣＡＣ Ｔｗｅｌ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Ｌａｔｅｒ: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ꎬ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ꎬ
Ｕｐｐｓａｌａ: Ｎｏｒｄｉｃ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２０１２

«中国教育年鉴» 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ꎬ 人民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各年ꎮ
Ｌｉ Ａｎｓｈａｎ ａｎｄ Ｌｉｕ Ｈａｉｆａｎｇꎬ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外国留学生奖学金评审暂行办法»ꎬ 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ꎬ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ｊｆａｏ ｇｏｖ ｃｎ / ａｆｆａｉｒ / ｏｖｅｒｓｅａ / ｗｇｌｘｓｆｇ / ２３８０１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０５ꎮ
«教育部关于实施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制度的通知» (教外来 [２０００] ２９ 号)ꎬ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ｅｄｕ ｃｎ / ｓ７８ / Ａ２０ / ｇｊｓ＿ ｌｅｆｔ / ｍｏｅ＿ ８５０ / ｔｎｕｌｌ＿ １１８３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０５ꎮ
«中国教育年鉴» 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 (２００２ 年)ꎬ 人民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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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 根据 “中国政府奖学金 －高校自主招生项目”ꎬ 只有 ２７９ 家指定的高校有

权接受个人申请奖学金ꎮ①

中国政府希望积极参与国际教育合作ꎮ 因此ꎬ 各部委、 省政府、 市政府ꎬ
乃至企业都开始提供各种类型的奖学金ꎮ 由于篇幅关系ꎬ 本文谨以上海市政

府奖学金为例加以说明ꎮ

表 ３　 上海市政府奖学金 － Ａ 类 (单位: 元)

学生类型 学科分类 学费 住宿费 生活费 综合医疗保险费 合计

本科生

硕士生

博士生

一类 ２０ ０００ ８ ４００ ３０ ０００ ８００ ５９ ２００

二类 ２３ ０００ ８ ４００ ３０ ０００ ８００ ６２ ２００

三类 ２７ ０００ ８ ４００ ３０ ０００ ８００ ６６ ２００

一类 ２５ ０００ ８ ４００ ３６ ０００ ８００ ７０ ２００

二类 ２９ ０００ ８ ４００ ３６ ０００ ８００ ７４ ２００

三类 ３４ ０００ ８ ４００ ３６ ０００ ８００ ７９ ２００

一类 ３３ ０００ １２ ０００ ４２ ０００ ８００ ８７ ８００

二类 ３８ ０００ １２ ０００ ４２ ０００ ８００ ９２ ８００

三类 ４５ ０００ １２ ０００ ４２ ０００ ８００ ９９ ８００
　 　 　 说明: (１) 全额奖学金包括学费、 住宿费、 生活费和综合医疗保险费ꎻ (２) 一类学科包括哲

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管理学ꎻ 二类学科包括: 理学、 工学、 农学ꎻ 三类学科
包括: 医学、 艺术学ꎮ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政府奖学金—Ａ 类»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ｃ
ｅｄｕ ｃｎ / Ｌａｉｈｕａ /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ｄｅｔａｉｌｅｎ ａｓｐｘ? ｃｉｄ ＝ １０５ａｎｄｉｄ ＝ １２９３ꎬ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２８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ꎬ 中国在国际学生教育方面的整体框架已搭建完成ꎬ 且

与中国文化和中国自身的教育制度实现了兼容ꎮ 今后ꎬ 中国需要不断改进其

国际教育合作水平ꎬ 以期成为最受外国留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地之一ꎮ 与此

同时ꎬ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ꎬ 那些能够说中文或比较了解中国的青年

人才前往中国留学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ꎮ 中国国际学生的数量持续快速增加ꎬ
２０１６ 年增加到 ４４２ ７７３ 人ꎬ 比 ２０１５ 年增加 ４５ １３８ 人 (增长比例为 １１ ３５％ )ꎮ
其中ꎬ 非洲留学生增加 １１ ８０２ 人ꎬ 达到 ６１ ５９４ 人ꎬ 增长比例为 ２３ ７％ ꎮ②中国

的国际教育越来越受到非洲学生的欢迎ꎮ

６７

①

②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中国政府奖学金申请»ꎬ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ｃｓｃ
ｅｄｕ ｃｎ / ｌａｉｈｕａ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ｅｎ ａｓｐｘ? ｃｉｄ ＝ ６６ａｎｄｉｄ ＝ ３０７４ꎮ

教育部: «２０１６ 年年度我国来华留学生情况统计»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ｅｄｕ ｃｎ / ｊｙｂ＿ ｘｗｆｂ / ｘｗ ＿ ｆｂｈ /
ｍｏｅ＿ ２０６９ / ｘｗｆｂｈ＿ ２０１７ｎ / ｘｗｆｂ＿ １７０３０１ / １７０３０１＿ ｓｊｔｊ / ２０１７０３ / ｔ２０１７０３０１＿ ２９７６７７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２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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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长期受西方国家的主导ꎮ 自独立以来ꎬ 只有少数

非洲国家成功地实现了发展ꎬ 大多数则陷入困难的境地ꎮ①近年来ꎬ 世界经济

剧烈动荡ꎬ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改变ꎮ 一方面ꎬ 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

务危机使西方经济面临困境ꎻ 另一方面ꎬ 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的推动力

量ꎮ 因此ꎬ “向东看” 成为一些非洲国家的趋势ꎮ②那些希望寻找脱贫道路的

非洲国家愿意向亚洲国家学习减贫和发展经验ꎮ 中国为非洲政府提供了另外

一种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ꎮ 尼日利亚历史学家费米阿科莫拉夫对此解释道:
“非洲现在可从新的世界经济大国那里学习经验: 首先且最为重要的是: 这完

全是有可能的!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ꎬ 中国的经济表现都是一个奇迹ꎮ 它表明

只有拥有信心、 决心和愿景的人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ꎮ”③

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ꎬ 发展本国经济只能依靠本民族的努力和决心ꎮ 历

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是靠外国人发展起来的ꎮ④ 非洲各国向中国学习的办

法之一是派遣其年轻人到中国深造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卢旺达政府与中国教育部签署

协议ꎬ 用卢旺达的政府奖学金为卢旺达培养大学生ꎮ 同年ꎬ 坦桑尼亚政府也

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签署协议ꎬ 在中国高校用坦桑尼亚的奖学金

培养坦桑尼亚留学生ꎮ⑤

原因、 动机与目的

为何会有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前往中国深造? 原因多种多样ꎬ 如中国所提

供的优惠条件、 非洲青年人各种不同的动机以及个人发展的实际目标等ꎮ⑥其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正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展学教授黛博拉布罗蒂加姆所指出的那样: “尽管西方国家经常

改变它们对非洲的发展建议、 项目和方式中国却从未宣称知道非洲必须如何发展ꎮ 中国认为不应

对援助施加任何政治和经济条件ꎬ 各国应自主寻找摆脱贫困的道路ꎮ 当前ꎬ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对过

去几十年针对援助施加的许多条件的价值产生了疑问ꎮ” Ｓｅｅ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Ｂｒａｕｔｉｇａｍꎬ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 ｓ Ｇｉｆ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３０８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ＥＴ)ꎬ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Ｅａｓｔ: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ｅｒｓꎬ Ｖｏｌ ＩＩ Ｋｅｙ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ｈｔｔｐ: / /
ａｃｅｔｆｏｒａｆｒｉｃａ ｏｒｇ / ｓｉｔｅ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２０１８ － ０２ － ２６

Ｆｅｍｉ Ａｋｏｍｏｌａｆｅꎬ “Ｎｏ Ｏｎｅ ｉｓ Ｌａｕｇｈ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ｓ Ａｎｙｍｏｒｅ”ꎬ Ｎｅｗ Ａｆｒｉｃａｎꎬ Ｎｏ ４５２ ( Ｊｕｎｅ)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４８ － ５０

李安山: « “向东看” 鼓舞非洲自主自强»ꎬ 载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ꎮ
«中国教育年鉴» 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 (２００６ 年)ꎬ 人民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版ꎮ
刘海方: 前引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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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 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从中国学习更先进的技术ꎬ 是非洲青年前往中国深造

的主要原因ꎮ
西方国家长期主导非洲媒体ꎬ 且编造了各种与中国有关的谎言甚至谣言ꎮ

卡特政府时期负责人权问题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罗伯塔科恩 １９９１ 年在 «纽
约时报» 发文是一个典型例子ꎮ①她没有标明消息来源ꎬ 但由于她是美国前政

府高官ꎬ 这则关于 “中国囚犯劳工” 的谣言不胫而走ꎮ②英国广播公司不负责

任的报道 «中国在安哥拉修建的 “鬼城”» 是另一个例子ꎮ③该篇报道中的住

宅区在开盘后不久ꎬ 便被销售一空ꎮ④非洲人过去对中国所知甚少ꎬ 绝大多数

青年来中国都是为了亲眼看看中国ꎮ 中国的快速发展对非洲青年非常有吸引

力ꎮ ２００８ 年的北京奥运会将中国风貌前所未有地展现在非洲人面前ꎬ 他们吃

惊地从电视上看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ꎮ⑤对于那些希望进一步了解中

国的发展ꎬ 尤其是其现代科技的发展经验的非洲青年而言ꎬ 北京奥运会成了

助推剂ꎮ 他们希望了解为何中国能够连续多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ꎬ 为

何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ꎮ 中国的商品、 电视节目、 孔子学院以及在非

洲工作的中国人等ꎬ 使非洲青年对中国的兴趣日益增大ꎮ
中国大力开展国家教育合作无疑是推动大量非洲学生前往中国的重要原

因ꎮ 近年来ꎬ 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加强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ꎬ 并且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来鼓励非洲留学生熟悉中国ꎬ 如建立孔子学院、 教授汉语以及利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科恩在 １９９１ 年写道: “我了解到在贝宁修建公路的中国建筑公司使用囚犯ꎮ 据悉ꎬ ７０％ － ７５％
的建筑工人是囚犯这家企业名为江苏建设公司该企业的报价之所以能比所有竞争者都低很多ꎬ
是因为其劳动力成本非常便宜ꎮ” Ｓｅｅ Ｒｏｂｅｒｔａ Ｃｏｈｅ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Ｕｓｅｄ Ｐｒｉｓ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Ｍａｙ １１ꎬ １９９１

Ｙａｎ Ｈａｉｒｏｎｇ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ｙ Ｓａｕｔｍａｎꎬ “Ｃｈａｓｉｎｇ Ｇｈｏｓｔｓ: Ｒｕｍｏｕ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ｖｉｃｔ Ｌａｂｏｕｒ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Ｎｏ ２１０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３９８ － ４１８ꎻ 严

海蓉、 沙伯力: «中国在非洲: 话语与现实»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ꎮ
Ｌｏｕｉｓｅ Ｒｅｄｖｅｒｓꎬ “Ａｎｇｏｌ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Ｂｕｉｌｔ Ｇｈｏｓｔ Ｔｏｗｎ”ꎬ Ｊｕｌｙ ２ꎬ ２０１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１８６４６２４３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２４
凯兰巴卫星城距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约 ３０ 公里ꎬ 是一个新建的混合性住宅项目ꎬ 共有 ７５０ 栋 ８

层公寓楼ꎬ 十几所学校和 １００ 多家零售店ꎬ 可入住 ５０ 万人ꎮ 该住宅区建成后不久便售罄ꎮ 在没有公开

出售之前就在报道中称这一尚未完工的住宅项目 “没有居民”ꎬ 是一个 “鬼城”ꎬ 即便不是恶意诋毁ꎬ
也是一种严重的偏见ꎮ 在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６ 日人民大学举办的中非医疗合作研讨会上ꎬ 笔者与安哥拉记

者维纳西奥罗德里格兹 (Ｖｅｎａｎｃｉｏ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 交换了看法ꎬ 他证实英国广播公司 (ＢＢＣ) 的报道就

是在歪曲事实ꎮ
非洲留学生告诉笔者ꎬ 他们在 ２００８ 年奥运会期间从电视看到一个与想像截然不同的中国ꎬ 这

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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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奖学金等优惠条件来吸引非洲留学生ꎮ①截至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共在 ３３ 个非洲

国家建立了 ４８ 所孔子学院和 ２７ 个孔子课堂ꎬ 通过它们提供各种不同水平的

汉语教学课程ꎮ②

许多非洲留学生在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或进入中国高校就读之前都曾学

习汉语ꎮ③例如ꎬ 伊美娜 (Ｂｅｌｈａｄｊ Ｉｍｅｎ) 博士先是在突尼斯的汉语桥比赛中获

得第一名ꎬ 然后中国政府为她提供了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习的奖学

金ꎮ 由于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ꎬ 该校许多国际留学生在申请入学

或奖学金之前都必须学习汉语ꎮ 其他有资格招收国际留学生的高校也是如此ꎮ
大约有 １３０ 名非洲留学生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土木工程和建筑学等专业学习ꎬ
他们在第一学年要熟练掌握汉语并接受语言水平测试ꎮ 这是包括非洲学生在

内的国际学生在中国攻读学位的正常途径ꎮ 在人民大学学习哲学与国际贸易

的留学生克里斯蒂安金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Ｋｉｎｇ) 告诉中央电视台记者: “我开始是

在津巴布韦学习汉语ꎬ 学起来非常难ꎮ 声调和汉字都极具挑战性ꎬ 但在中国

待了几年后ꎬ 我已说得很流利了ꎮ 我现在喜欢说汉语ꎮ”④

中国的奖学金也推动了非洲留学生前往中国ꎮ 鉴于非洲在中国国际战略

中的重要性ꎬ 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越来越向非洲学生倾斜ꎮ 就政府奖学金

生而言ꎬ 亚洲留学生的数量一直最多ꎮ 考虑到地缘政治的因素以及许多海外

华人生活在亚洲邻国ꎬ 这很正常ꎮ 能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欧洲国家尽管

比非洲少ꎬ 但其奖学金生的数量一直位居第二ꎮ 这种情况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改

变ꎬ 非洲自此成为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第二多的地区ꎮ
如表 ４ 所示ꎬ ２００６ 年分配给非洲与欧洲的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比例基本相

同ꎮ ２００７ 年ꎬ 非洲人的数量上升为 ２ ７３３ 人ꎬ 比欧洲人多出了 ６２６ 个名额ꎮ
非洲的中国政府奖学金生逐年增加ꎮ 目前ꎬ 共有 ５１ 个非洲国家的学生有资格

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 (欧洲国家为 ３９ 个)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共有 ２２ ３９０ 名留学生获

得了中国政府奖学金ꎬ 其中亚洲 １１ １９７ 名 (占比 ５０ ０１％ )ꎬ 非洲 ５ ７１０ 名

９７

①

②

③
④

Ｌｉｕ Ｈａｉｆａ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ｒｉｓｍ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ｋｔｕｅｌｌ)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９ －４４

关于中国在非洲孔子学院的发展状况ꎬ 参见杨薇、 翟风杰、 郭红、 苏娟: «非洲孔子学院的语

文文化传播效果研究»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４０ ~ １６０ 页ꎮ
牛长松: 前引文ꎮ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ｎ Ｂｏｏｓ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３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ｎｔｖ ｃｎ /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２３ / ＡＲＴＩｖＥＥＹＩ０ｋＩｔｄＧｘＶ６Ｆ２ＪＢＫ０１６０３２３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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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２５ ５％ )ꎬ 欧洲 ３ ２３８ 名 (占比 １４ ６６％ )ꎬ 美洲 １ ７６１ 名 (占比

７ ８７％ )ꎬ 大洋洲 ４３９ 名 (占比 １ ９６％ )ꎮ①很明显ꎬ 非洲学生已经成为中国政

府奖学金生的第二大群体ꎮ

表 ４　 非洲与欧洲获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对比情况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０ 年) 　 (单位: 人)

年份 奖学金总人数 非洲 占比 (％ ) 欧洲 占比 (％ )

２００３ ６ １５３ １ ２４４ ２０ ２ １ ４４２ ２３ ４

２００４ ６ ７１５ １ ３１７ １９ ６ １ ８８０ ２３ ５

２００５ ７ ２１８ １ ３６７ １８ ８ １ ７６１ ２４ ４

２００６ ８ ４８４ １ ８６１ ２１ ９ １ ８５８ ２１ ９

２００７ １０ １５１ ２ ７３３ ２６ ９ ２ １０７ ２０ ８

２００８ １３ ５１６ ３ ７３５ ２７ ６ ２ ６２８ １９ ４

２００９ １８ ２４５ ４ ８２４ ２６ ４４ ３ ０２２ １６ ５６

２０１０ ２２ ３９０ ５ ７１０ ２５ ５ ３ ２８３ １４ ６６

　 　 　 资料来源: «中国教育年鉴» 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 (２０１１ 年)ꎬ 人民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ꎮ

除了中国政府奖学金外ꎬ 还有为国际留学生提供的其他类型奖学金ꎬ 如

省级奖学金、 部委奖学金、 高校奖学金以及企业和慈善机构为实现特定目标

而提供的奖学金ꎮ 中国政府奖学金可以免除所有留学生的各类费用ꎬ 包括学

费、 教材费、 校内住宿费、 医疗保险费和一次往返国际机票ꎮ 此外ꎬ 国际留

学生每月还有津贴ꎮ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ꎬ 近年来政府也多次提高奖学

金的资助标准ꎮ②越来越多的非洲留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或其他类型的奖

学金ꎮ ２００５ 年以来ꎬ 非洲自费留学生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中国政府奖学金生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共有 ４９ ７９２ 名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留学ꎬ 其中只有 ８ ４７０ 名为中国政

府奖学金生ꎬ ４１ ３２２ 名则为自费生ꎮ 笔者曾在北京北部的上地地区遇到了一

位赞比亚留学生ꎮ 他在北四环外五道口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汉语ꎮ 我对此很

吃惊ꎬ 因为他看起来很年轻ꎬ 孤身一人来到中国ꎬ 且住在一个离市中心很远

的居民区ꎮ 他表示自己一定要学好汉语ꎮ

０８

①
②

«中国教育年鉴» 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 (２０１１ 年)ꎬ 人民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ꎮ
教育部: «我国提高来华留学生政府奖学金资助标准»ꎬ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ｏｌｄ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 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 / ｍｏｅ / ｓ５１４７ / ２０１５０１ / １８３２５５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２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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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决定学习汉语有各种动机ꎮ 例如ꎬ 一些人羡慕中国高校的声望ꎬ
也有一些人则希望借此攻读特定专业ꎮ①中国通过先进技术推动发展的经验让

非洲青年备受鼓舞ꎮ 中国企业在非洲大规模修建道路、 桥梁、 医院、 学校、
大坝、 炼油厂和现代铁路ꎮ 华为公司在非洲取得了巨大成功ꎬ 中国还在卫星

领域与尼日利亚展开合作ꎮ 中国企业的本地化经营吸引了非洲青年ꎮ 笔者遇

到过不少正在攻读研究生的非洲才俊ꎬ 例如在北京科技大学留学的塞奇穆

德勒 (Ｓｅｒｇｅ Ｍｕｎｄｅｌｅ) 和在大连理工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做博士后的尼日利亚

学者奥杜斯蒂芬奥基迪 (Ｏｏｄｏ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Ｏｇｉｄｉ)ꎮ 非洲留学生中也有一些人

选择学习社会科学相关专业ꎬ 如摩洛哥留学生李杉 (Ｅｒｆｉｋｉ Ｈｉｃｈａｍ) 在北京大

学国国际关系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ꎮ 突尼斯学生伊美娜先是在北京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获得了中国语言文学的硕士学位和国际政治的博士学位ꎬ 然后又在

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做博士后研究ꎮ
所有这些现象使中国成为非洲青年学生出国深造的理想国家ꎮ 近年来ꎬ

日益增多的非洲留学生开始从事专业研究ꎮ②根据 ２０１４ 年的调查ꎬ ２ ０００ 位非

洲留学生中有 ８４％ 的人将攻读学位定为求学目标: ４１ ６１％ 申请医学专业ꎬ
２１ ５９％申请工程专业ꎬ １３ ９４％选择经管类专业ꎮ③一名于 ２００７ 年来到中国的

刚果 (布) 的留学生告诉笔者ꎬ 他从市场上看到几款电信产品均为 “中国制

造”ꎬ 决定来中国ꎮ 他梦想成为国家的电信部长ꎬ 他现在是北京邮电大学电信

专业的一名本科生ꎮ
非洲青年学生选择来华留学ꎬ 当然还有一些较为实际的原因ꎬ 包括中国

的学费及相关费用较低ꎬ 比西方国家更容易得到学生签证等ꎮ 此外ꎬ 如果非

洲青年曾学过汉语并了解中国文化ꎬ 那么回国后较容易在华为等中国大公司

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ꎮ 诚然ꎬ 由于中国人对非洲所知甚少ꎬ 因此大部分人在

非洲人的肤色问题上都显得较为陌生ꎮ 然而ꎬ 中国人民的友谊与温情可能也

１８

①

②

③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Ｋ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ｓ Ａｉｄ ａｎｄ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ꎬ Ｓｕｆｆｏｌｋ:
Ｊａｍｅｓ Ｃｕｒｒｅｙꎬ ２０１３ꎻ Ｃｈａｋ － Ｐｏｎｇ Ｇｏｒｄｏｎ Ｔｓｕｉ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ꎬ Ｉｎ Ａｄａｍｓ Ｂｏｄｏｍｏ ｅｄ 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１１９ － ３７

Ａｄａｍｓ Ｂｏｄｏｍｏ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Ｎｅｗｌｙ Ａｒｒｉｖｅ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ｎ ＦＯＣＡＣ
Ｆｕｎｄｓ ａｔ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ＰＰＴ Ｏｕｔｌｉｎｅ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２９

«来华留学网、 中国教育在线联合发布 ２０１４ 年来华留学调查报告»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ｏｌ ｃｎ /
ｈｔｍｌ / ｌｈｌｘ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２５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会鼓励非洲的青年人前往中国学习ꎮ①

作用、 贡献与能动性

非洲留学生在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很大的群体ꎬ 他们发挥着什么作用? 他

们为中国与非洲ꎬ 或者为中非关系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人类历史就是移民的历史ꎮ 尽管国际留学生通常不被视为移民或移民社

群的成员ꎬ 但他们与移民社群的联系却显而易见ꎮ 就此而言ꎬ 非洲留学生发

挥了中非文化沟通与交流乃至深化中非关系的桥梁作用ꎮ 作为在华非洲人社

群的第二大群体ꎬ 他们经常会在非洲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发挥沟通的功能ꎮ
一旦来到中国并开始校园生活ꎬ 他们便会通过与同学的交谈、 与官员和普通

中国人的交往、 学术讨论以及社交活动等方式开展文化交流ꎬ 并在不同的文

化之间发挥桥梁的作用ꎮ
在新的环境中ꎬ 非洲的年轻人经常会面临新的挑战ꎬ 且不得不经历文化

冲击ꎮ②文化交流或文化适应因此显得非常重要ꎬ 因为这发生在日常生活、 学

习过程和社会交往中ꎬ 而且有助于与中国人建立良好的关系ꎮ③文化适应是对

新环境的积极反应ꎬ 也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ꎮ 笔者曾指导过许多非洲留学

生ꎬ 包括来自突尼斯、 摩洛哥和刚果 (金) 的 ３ 位博士ꎮ 他们告诉我自己所

经历的各种事情ꎬ 有的充满了无知和偏见ꎬ 有的则满是友好和温情ꎮ 莫西

(Ｍｏｓｅｓ) 来自尼日利亚ꎬ 专业为汉语教学ꎮ 他在 ２０１３ 年来华后起了一个标准

的中国名字 “吴文仲”ꎮ 他小时候在尼日利亚学习中文ꎬ 在中国学习期间爱上

了中国文化ꎮ 他学会了中国艺术和各种表演ꎬ 包括一些高雅艺术如相声和舞

狮ꎬ 参加过综艺节目和才艺大赛ꎮ 莫西在 ２０１４ 年参加了河北省 “冀之光” 外

２８

①

②
③

关于在中国这是不是种族主义的问题ꎬ 不同的人表达了不同的看法ꎮ 一位加纳留学生讲述了

她在中国的经历ꎬ 说道: “经常有人问我是否发现中国人是种族主义者ꎬ 但他们像看 ‘西洋景’ 似的

对待我———给我照相ꎬ 摸我头发和皮肤ꎬ 盯着我看———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有种族主义的心态ꎮ 我的回

答是我发现他们很好奇ꎮ 我所经历的许多事情都源于无知ꎬ 而非种族主义ꎮ 尽管我经常被视为 ‘黑
人’ 和 ‘非洲人’ꎬ 但我从未有被歧视或敌对的感觉ꎬ 相反ꎬ 我觉得自己受到了热情和友好的对待ꎮ
因为我会说普通话ꎬ 我通常都能听懂人们在说我什么ꎬ 他们很少会轻视或蔑视我们ꎮ” Ｚａｈｒａ Ｂａｉｔｉｅꎬ
“Ｏｎ Ｂｅ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８ꎬ ２０１３ꎬ ａｌｓｏ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 / ｃｈｉｎａ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２０１３ / ０８ / ｏｎ － ｂｅｉｎｇ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ｉｎ － ｃｈｉｎａ / ２７９１３６ꎬ ２０１７ － ０７ － ２６

狄斯马: 前引文ꎮ
Ｈａｓｈｉｍꎬ ｅｔ ａｌ 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ｃｅｉｖｉ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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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留学生汉语技能暨中华才艺大赛ꎬ 展示功夫本领ꎬ 背诵中国古诗ꎬ 还与其

他留学生一起表演了自编自导的相声ꎮ 凭借超群的表演和技巧ꎬ 他获得 “最
佳创意奖” “最佳口才奖” 和 “古诗词背诵二等奖”ꎬ 还因出色展示中国文化

而获得了 “最佳全能王” 的奖项ꎮ 他因流利的普通话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而

被中国朋友称为 “中国通”ꎮ①

非洲留学生关于母国的文化知识也有助于中国多元文化的发展ꎮ 非洲学

生与中国学生之间进行着重要的文化交流ꎮ 非洲留学生正在学习中国的语言、
文化和职业道德ꎮ②他们同时还在传播非洲的文化、 价值观和技能ꎮ③中国学生

也能在各种场合学习非洲文化ꎮ 中国的城市里已经建立了各种非洲文化俱乐

部ꎬ 如非洲舞蹈俱乐部、 非洲音乐俱乐部和非洲鼓俱乐部等ꎬ 这些都是非洲

留学生的功劳ꎮ④喀麦隆留学生捷盖许多年前在喀麦隆获得了博士学位后ꎬ 又

来到了中国深造ꎮ 他被喀麦隆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相似性所吸引ꎬ 因此开

始学习中国艺术、 文化和相声ꎮ 他利用各种活动将非洲文化介绍给中国人ꎬ
他甚至还用喀麦隆布料做了一件唐装ꎮ 捷盖因此被称为 “中非艺术交流使

者”ꎮ 他现在正努力将非洲电影引进到中国ꎮ⑤北京大学每年都会举办国际文化

节ꎬ 非洲留学生们会在文化节上布置展台ꎬ 骄傲地向中国观众介绍他们的文

化ꎮ⑥笔者的学生龙刚在国际文化节表演非洲鼓ꎬ 许多中国学生都想和他学习

学习ꎮ 为了将非洲文化介绍给普通中国人ꎬ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与 «半月

谈» (内部版) 共同推出了 “走进非洲文化” 系列专栏ꎮ 迄今为止ꎬ 该专栏

共发表了 １５ 篇以非洲文化为主题的文章ꎬ 涉及非洲的世界遗产、 文化、 电

影、 酋长的作用、 桑戈尔、 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因卡、 伊本白图泰和埃塞俄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杨梦洁等: « “中国通” 吴文仲的汉语梦»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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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９３ － ９７

«聚焦 中 非 合 作 论 坛: 喀 麦 隆 人 捷 盖 的 中 国 生 活 »ꎬ ｈｔｔｐ: / / ｔｖ ｃｎｔｖ ｃｎ / ｖｉｄｅｏ / Ｃ１０６１６ /
３ｃｅ５ｃ２５ｂ１ｂｆｃ４７６０９５４０６５４４ｂ５９７１ｂ８ａꎬ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０６ꎮ

«非洲留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文化节上的发言»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ｚｆｌｔ / ｃｈｎ / ｚｘｘ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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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文明等ꎮ 有些文章的作者为非洲留学生ꎮ①

一些研究显示ꎬ 伦敦的中国留学生在中国文化和英国文化之间以及英国

华人社群与英国社会之间发挥了桥梁作用ꎮ②非洲留学生也发挥了相同的作用ꎮ
他们不仅成为非洲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传播桥梁ꎬ 而且还成为在华非洲人

社群与对中非关系感兴趣的中国人之间的桥梁ꎮ③正是在非洲留学生的努力下ꎬ
中国人已经开始熟悉非洲人的价值观、 想法ꎬ 以及舞蹈、 鼓乐、 绘画和雕塑ꎮ
笔者的学生王涵杰的学士论文标题是 «浅析非洲鼓乐在华的流行与分布»ꎮ 当

我问她为什么要写这个题目时ꎬ 她笑着告诉我说她是北京大学金贝鼓协会的

成员ꎮ④武汉是华中的重要城市ꎬ 西方品牌的广告在那里很流行ꎮ 曾有人问一

些当地妇女对非洲文化产品的看法ꎬ 她们的回答是 “很酷”ꎮ “她们的选择表

明她们对时尚的品位与偏好非常前卫ꎬ 很有世界性ꎬ 甚至很现代ꎮ 非洲文化

在武汉的这种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武汉大学每年举行的金秋国际文化节

所推动的ꎮ”⑤

尽管有些非洲留学生在中国高校毕业后选择去第三国工作ꎬ 但许多人还

是决定回国ꎬ 以便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ꎮ⑥除了进入各行各业工作外ꎬ 他们

当中有些人成为公务员ꎬ 有的成了政府高官ꎮ 截至 ２００５ 年ꎬ ８ 位曾获得中国

政府奖学金的非洲留学生在担任部长或部长以上的职位ꎬ ８ 位担任驻华大使或

参赞ꎬ ６ 位担任国家总统或总理的秘书ꎬ ３ 位担任对华友好协会的秘书长ꎬ 其

他领域的专家与精英更是不胜枚举ꎮ⑦以北京大学为例ꎬ 曾在北大留学的穆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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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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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 ~ １１ 页ꎻ 武斌: «留学生在海外华人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基于英国诺

丁汉华人社会的调查»ꎬ 载 «华人研究国际学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８ 卷第 ２ 期ꎬ 第 １３ ~ ３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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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特肖梅沃图 (Ｍｕｌａｔｕ Ｔｅｓｈｏｍｅ Ｗｉｒｔｕ) 曾担任埃塞俄比亚议会联邦院议

长ꎬ 现为埃塞俄比亚总统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当选)ꎮ 露西 (Ｌｕｃｙ Ｎｊｅｒｉ Ｍａｎｅｇｅｎｅ)
毕业后在肯尼亚外交部工作ꎬ 马尼塔 (Ｒａｋｏｔｏａｒｉｖｏｎｙ Ｒ Ｊ Ｍａｎｉｔｒａ) 现在马达

加斯加驻华大使馆工作ꎬ 丽塞博莫西西里 (Ｍａｐｕｌｕｍｏ Ｌｉｓｅｂｏ Ｍｏｓｉｓｉｌｉ) 获得

硕士学位后回到了莱索托ꎬ 现在是莱索托劳工部的常务秘书ꎮ①北京大学的非

洲留学生还在加纳和刚果 (金) 政府、 贝宁的大学和尼日利亚、 马里等国的

驻华使领馆担任要职ꎮ
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的另外一个重要经历ꎬ 是他们在校园里建立了与其他

非洲人的联系ꎮ 当回答英国广播公司为何要来中国的问题时ꎬ 北京大学非洲

留学生联谊会的乌干达留学生米卡卡布果 (Ｍｉｋｋａ Ｋａｂｕｇｏ) 表示ꎬ 他是通

过一名在乌干达的中医了解中国的ꎮ 当他来到中国之后ꎬ 他发现北京简直就

是一个地球村ꎬ 在这里他能够与来自其他非洲国家的留学生交流对非洲问题

的看法ꎮ 非洲留学生之间的这种交流有助于扩展他们的国际视野ꎮ 他们在北

大非洲留学生联谊会里与其他国家留学生一起ꎬ 从泛非主义的视角来研究非

洲问题并思考如何才能给非洲大陆带来帮助ꎮ②此外ꎬ 他们还通过上课、 讨论

以及非洲留学生联谊会与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各种研讨会ꎬ 在

国际事务、 非洲形势、 中非关系等议题方面学到很多知识ꎮ
继北京大学的非洲留学生之后ꎬ 清华大学的非洲留学生也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 (非洲日) 建立了清华大学非洲留学生联席会ꎬ 会员分别来自 ２７ 个非

洲国家ꎮ 在成立仪式上ꎬ 非洲留学生讨论了各种问题ꎬ 如尼雷尔总统和恩克

鲁玛总统的思想ꎬ 听取了清华大学医学院留学生查巴拉拉 (Ｃｈａｂａｌａｌａ) 博士

关于非洲大陆对知识发展共享的报告和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清华 － 卡内基

全球政策中心驻会研究员唐晓阳关于中非关系结构性变迁的讲话ꎮ 约翰阿

考科帕瑞 (Ｊｏｈｎ Ａｋｏｋｐａｒｉ) 教授还主持了一个研讨会ꎬ 就移民社群中的非洲

留学生能否成为他们国家发展的创变者展开了讨论ꎮ 此外ꎬ 中国还有一些其

他院校也成立了非洲留学生组织ꎮ③

非洲留学生通常是他们国家第一批开展对华贸易的人ꎮ 来自加纳的博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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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塞博莫西西里给李安山的邮件ꎬ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２ 日ꎻ 李安山: «我的那些非洲学生»ꎮ
ＢＢＣ Ｗｏｒｌ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ｅｗｓｄａｙꎬ “Ｗｈｙ ａｒ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ｌｏｃｋ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ꎬ Ｊｕｎｅ

２９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 ｕｋ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 ｐ０５７７ｓ４９? ｏｃｉｄ ＝ ｓｏｃｉａｌｆｌｏｗ＿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３０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Ｋｉｎｇꎬ ｏｐꎬ ｃ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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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教授指出ꎬ 非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进程始于在中国留学的非洲人ꎬ 他们当

中有人最后从事与中国的贸易ꎮ① 尽管他们最初没有多少资本ꎬ 但其优势是拥

有扎实的社会与语言背景ꎮ 他们会逐渐成为非洲与中国贸易的中间商ꎬ 并因此

而为双方的经济活动做出贡献ꎮ 尼日尔政府负责兽医事务的官员阿卜杜勒

(Ａｂｄｕｌ) 医生是典型例证ꎮ 他曾获得尼日尔 － 中国友好奖学金ꎮ 拿到学位后ꎬ
他决定改行从事不熟悉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新职业ꎮ 自 ２０００ 年起ꎬ 他开始从广

州向非洲和欧洲出口药品及相关的兽医用品ꎬ 这些产品直接来自于他在中国学

习期间已熟悉的中国北方的药厂ꎮ 他取得成功后ꎬ 重新建立了与尼日尔政府的

联系ꎮ 由于能够流利地说汉语ꎬ 阿卜杜勒医生现在担任尼日尔的荣誉领事ꎬ 负

责反映在中国高校就读的尼日尔奖学金生的需求ꎮ 他认为自己的角色已经从

“智力流失” 变为 “智力引进”ꎮ 布莱德鲁普 (Ｂｒｅｄｅｌｏｕｐ) 认为ꎬ 这种情况得益

于两方面因素: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创造的机遇和非洲公务员地位的改变乃至

身份的贬值ꎮ 与阿卜杜勒相似的例子还有刚果 (金) 的帕特里克 (Ｐａｔｒｉｃｋ) 和

马里的阿齐兹 (Ａｚｉｚ) 等人ꎮ②广东和浙江一些非洲自费生甚至中国政府奖学金

生在学习期间即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贸易活动ꎬ 并最终成为在中国定居

的商人ꎮ③

人们普遍认为ꎬ 中国一直在主导中非关系的发展进程ꎬ 非洲在塑造或影响

不断深化的中非关系方面没有主动性ꎮ 一位非洲留学生的研究推翻了这一观点ꎮ
阿莫阿 (Ａｄｕ Ａｍｏａｈ) 曾是加纳政府的官员ꎬ 后到中国留学并娶了中国妻子ꎮ
作为武汉大学非洲留学生代表委员会的会长ꎬ 他用自己的观察和经历展示了非

洲留学生是如何把握他们在中国的生活的ꎮ 他认为武汉正在浮现一个生机勃勃

的非洲移民社群ꎬ “其可能有助于在当前的中国塑造一个非洲移民社群”ꎬ “这一

非洲移民群体主要由留学生构成”ꎬ “包括那些求学的人和那些毕业后留下来的

人ꎬ 这些人都很有活力ꎮ” 他以武汉为例讲述了在中国的非洲人是如何通过展示

时尚元素、 异族通婚和相互学习语言 (非洲人可以教中国学生学习英语) 等方

式ꎬ 通过管理非洲人的企业如非洲人经营的夜总会等ꎬ 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产生

６８

①

②
③

Ａｄａｍｓ Ｂｏｄｏｍｏ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Ｆｕｎｄｓ ”ꎬ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２１ －２８ꎻ Ｈａｕｇｅｎ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ｒｅｄｅｌｏｕｐꎬ ｏｐ ｃｉｔ 
Ａｄａｍｓ Ｂｏｄｏｍｏ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２ꎻ Ａｍｏａｈꎬ ｏｐ ｃｉｔ ꎻ Ｈａｕｇｅ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ｓ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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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ꎮ 非洲人可以用汉语解释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与经历ꎬ “我们有必要去破除大

众话语和学术话语中所谓非洲 ‘即将面临危机’ 的解释ꎬ 尤其是要破除非

洲在中非关系中只是无能的、 恭顺的和乞讨的伙伴” 这样一种想法ꎮ①

非洲留学生极大地促进了非洲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并为双方的文化交流做

出了重大贡献ꎬ 并推动了中国高校的国际化进程ꎮ②当然ꎬ 非洲留学生也经历

了文化冲击、 思念故乡、 社会适应、 精神压力与挫折ꎬ 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

种困难与问题ꎮ 此外ꎬ 他们还会遭受少数中国学生和其他国际留学生的误解

和偏见ꎬ 在学习过程中会遇到语言问题ꎮ 对于很多非洲留学生而言ꎬ 中国教

师的英语并不是都能听懂ꎬ 这使他们学习起来会更加困难ꎮ③显然ꎬ 未来在华

非洲留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环境还有更多改进的空间ꎮ

结　 论

本文的主题是非洲留学生在中国与中国的国际教育合作ꎬ 涉及三方面行为体:
中国、 非洲国家与非洲留学生ꎮ 在此我们可向中国政府、 非洲国家及非洲留学生

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启示ꎬ 以引起各方重视和思考ꎬ 并寻求更好的应对之策ꎮ
对于中国方面而言ꎬ 重要的一点是需清楚非洲并不是一个整体ꎬ 而是由

５４ 个国家组成的大陆ꎬ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情况与需求ꎮ④非洲留学生也不是

一个整体ꎬ 而是不同的个体ꎮ 除了奖学金之外ꎬ 鉴于非洲留学生所处的是一

个宗教文化、 社会生活和习惯饮食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ꎬ 中国政府是否为他

们提供了适宜的生活条件? 中国教师是否拥有足够的能力来向非洲留学生传

授知识? 是否有一些好的措施以便于非洲留学生向中国社会介绍他们自身的

文化? 非洲留学生是否有足够的机会与中国学生交换看法和交流经验? 中国

无疑需要更好地解决上述及其相关问题ꎮ
对于非洲国家特别是非洲政府而言ꎬ 它们必须牢记那些学成回国的学生

都是热爱自己的祖国ꎬ 希望利用他们在中国学到的知识为国家做贡献的人ꎮ

７８

①
②

③
④

Ａｍｏａｈ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１０
刘海方: «中国对非洲留学生奖学金政策沿革与绩效研究»ꎬ 载李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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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１ ~ １９２ 页ꎮ
Ｈａｓｈｉｍ ｅｔ ａｌ ꎬ ｏｐ ｃｉｔ
[贝宁] 塞道藏阿皮蒂: «中非教育合作政策: 非洲对中非教育合作有何期待?»ꎬ 载李安

山: «中国非洲研究评论 (２０１２ＦＦ０９»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３２６ ~ ３２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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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各国政府是否对自己国家的留学生在中国的学术、 科研和生活给予了足

够的关心ꎬ 是否为他们的学习和日常生活需求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各国驻华

使领馆是否为它们在中国的留学生提供了合适的沟通渠道ꎬ 是否会照顾他们

的利益ꎬ 是否会有效地应对他们的合理需求? 各国政府是否为非洲留学生毕

业回国提供了很好的机遇?①它们需要为那些愿意回国做贡献的人准备更好的

条件ꎮ 人才是最重要的实力ꎬ 要实现国家腾飞ꎬ 应该依靠他们ꎮ
对于在中国的非洲留学生而言ꎬ 我们应该提醒他们ꎬ 中国政府为他们提

供奖学金或提供学习机会ꎬ 是希望他们有朝一日有机会回国服务ꎮ 他们在中

国学习不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ꎬ 还肩负着祖国的期望与家庭的希望ꎮ 他

们是否充分利用了他们的奖学金ꎬ 是否尽最大努力去刻苦学习以迎接未来的

挑战ꎬ 进而为他们的未来做好准备? 他们是否抓住了一切机会向中国老百姓

或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介绍非洲文化或他们国家的文化? 他们是否从中国的发

展和其他国家的发展中吸取了经验与教训ꎬ 并因此而准备在回国实现他们梦

想的时候ꎬ 好好利用这些经验与教训?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８ 日ꎬ “对话” 网站发布了一篇名为 «中国超过美国和英国成

为以英语为母语的非洲留学生的首选目的国» 的报道ꎮ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统计ꎬ “美国和英国每年约接受 ４ 万名非洲留学生ꎮ 中国在 ２０１４ 年超过这一

数量ꎬ 成为非洲留学生在海外学习的第二大目的国ꎬ 仅次于接受 ９ ５ 万多名非洲

留学生的法国ꎮ” 近年来ꎬ 越来越多的非洲青年来中国学习ꎬ 数量持续增加ꎮ 他们

成为非洲文化的载体ꎬ 双边商贸往来的中介以及非洲与中国之间的桥梁ꎮ 但 “现
在谈论这些新的变化可能会对非洲大陆的地缘政治产生何种影响还为时尚早ꎮ”②

非洲留学生无疑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ꎮ 融入东道国社会并不意味着放

弃自身文化ꎮ 他们可以在两种文化之间建立联系并从一块 “飞地” 变成一座

“桥梁”ꎮ 非洲留学生在华经历以及中国对留学生的政策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

关ꎮ 非洲留学生来华学习的热情日益提高ꎬ 他们不仅成为中非关系的积极参

与者ꎬ 也大力推动了中国的国际教育合作ꎮ 非洲留学生通过他们在中国的主

观能动性及他们与中国人之间的交往ꎬ 将非洲的文化价值观介绍给了中国ꎮ

８８

①

②

笔者曾指导过好几位来自非洲的博士生ꎮ 他们当中有些回国后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一份体面的工

作ꎮ 令人不解的是ꎬ 其中有个学生甚至被要求将他的博士论文从中文翻译成法文ꎬ 以证明他的学术能力ꎮ
“Ｃｈｉｎａ Ｔｏｐｓ ＵＳ ａｎｄ ＵＫ ａｓ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ｎｇｌｏｐｈｏｎ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ꎬ Ｊｕｎｅ

２８ꎬ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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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方面在为他们的成功和就业提供机会ꎮ①他们也通过在华所学技能正在

为自己国家做出贡献ꎮ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Ｌｉ Ａｎｓｈ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ｒｏ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ｎꎬ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ꎬ ａｒｔ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ꎬ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ꎬ ｍｏｓ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ｔｈｅｍ ｐａｒｔ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ｉｖｅ ｐａｒｔｓꎬ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Ｃｈｉｎａ’ 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ｈｏｌ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Ａｓ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ｙ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ｈｉｎ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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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王楠、 李菁: «首届中非合作创业大赛及中非双创论坛圆满收官»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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