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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人文交流是新时期中非关系的新动力、新方向，有助于中非

合作行稳致远。人文交流因惠及民间、扎根人心，对未来中非关系的稳定发

展更具有基础性、长远性作用。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文交流在中非关系中

的基础性地位与战略性意义，在多个场合就推进中非人文交流做出过重要而

明确的指示。中国非洲研究学者需要认真学习、领会和实践，深入思考和研

究中非人文交流的理论基础、战略意义、推进路径，并努力付诸具体可见的

实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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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峰会开幕式做主旨讲话，提出未来三年和今后一段时间重点实施 “八大行

动”。其中，在实施人文交流行动方面，“中国决定设立中国非洲研究院，同

非方深化文明互鉴; 打造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增强版; 实施 50 个文体旅游

项目，支持非洲国家加入丝绸之路国际剧院、博物馆、艺术节等联盟; 打造

中非媒体合作网络; 继续推动中非互设文化中心; 支持非洲符合条件的教育

机构申办孔子学院; 支持更多非洲国家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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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刘鸿武主持的 2019 年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跨年度课题研究项目“如何推进中国非洲研
究的系统化协同化特色化国际化发展”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习近平: 《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
话》，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http: / /www. gov. cn /xinwen /2018 － 09 /03 /content_ 53189
79. htm，2020 － 02 － 01。



人文交流推动中非合作行稳致远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中非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为中非人文

交流指出了新的战略方向。2019 年 4 月 9 日，中国非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

习近平主席致贺信，对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表示热烈祝贺，指出设立中国非

洲研究院是人文交流行动的重要举措，并进一步提出期待，“希望中国非洲研

究院汇聚中非学术智库资源，增进中非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中非和中非

同其他各方的合作集思广益、建言献策，为促进中非关系发展、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贡献力量。”①

中非人文交流的理论意义与战略价值

推进中非人文交流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战略引领、政策支持、理论支

撑、实践操作各方面的通力配合，而深入把握中非文明或文化的特质，提升

学术理论研究水平是重要前提与基础性工作。文明与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对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都是不言而喻的。文明与文化是一个国家或

一个民族在其漫长历史进程中积淀下来的价值理念、精神遗产与知识体系，

承载着各民族的心灵生命及其延续发展的精神根基。国家之为国家，民族之

为民族，不仅是因其有疆域国土需予守护开发，更因其自身的文明、文化与

历史传统需传承光大。那些经久流传的文化传统与文明精神，因保留了国家

与民族的古老情感与遥远记忆，而得以让每个国家和民族虽历无数风雨而能

命脉不断，经重重磨难而可复兴再生。②

人类的文明或文化，因其有地域之属性、民族之精神而有明显差异与个

性。惟因存在差异性，也就有了各国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必要

与可能。透过与他族他国的接触与交流，人类方得在 “我与他”之关系对比

中发现自我、认知他者，并由此汲取他者文化文明之精华，丰富自身文化文

明。因而，历史纵向上的传承光大，地域横向上的吸收扩散，构成了古往今

来人类文化或文明演进的基本形态。可以说，文化文明既是人类相异相别的

原因，也是人类相通相联的基础。

在人类文明与文化漫长演进过程中，中国与非洲因在地理上天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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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致贺信》，载《人民日报》2019 年 4 月 10 日。
刘鸿武: 《非洲文化与当代发展》，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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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形成的文明文化既有相同之处，亦有巨大差异。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

都曾长期走在世界文明前列，皆以自己的方式创造过特定时空内的区域文明，

产生过各有特色的知识体系与思想智慧，并在许多时候与许多领域影响过人

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与演进走向。因地理上相距遥远，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直

接交往与相互认知并不容易，较之世界其他文明交往历程，中非文明交往的

发生发展相对晚近，但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上看，整体形态与精神气质具有

巨大差异的中非两大区域性文明，一旦相遇并开启跨越大洋的对话交流，必

然会带来特殊成果，引发深远影响。

回顾世界文明与文化的交往史，古代中非间的往来也曾一度繁荣。公元
10 ～ 16 世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兴盛并与东亚中华文明相遇后，形成了一个
“环西北印度洋商贸文化圈”，处于这一商贸文化圈东中西广阔地带的传承了

古代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东非阿克苏姆文明、斯

瓦希里文明的众多国家与民族等，都程度不等地参与其中。事实上，中非人

文交流早在唐宋时期已经出现，元明后达到相当规模，14 世纪元代航海家汪

大渊抵达东非桑给巴尔岛①，北非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到中国游历考

察②。15 世纪初明代航海家郑和率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四次抵达东非沿海，

至今桑给巴尔王宫仍藏有郑和远航图。③ 东非斯瓦希里海岸因保留众多中国瓷

器而被称为“瓷器海岸”，明代彩绘世界地图 《大明混一图》已对非洲地理

做出绘制。④ 由此可见，中非的交往在早期就将彼此纳入各自的域外知识体

系，尝试建构关于人类世界的真实图景，这在世界文明交往史上具有重要

意义。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兴起并在全球进行殖民扩张，中非间直接的人

文往来逐渐沉寂，在被迫卷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后，双方在外部力量支

配下有过殖民地半殖民地间的间接交往。进入 20 世纪的百年历史进程后，中

国与非洲面对西方的殖民压迫，互相发现了对方具有相似的身份与时代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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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渊: 《岛夷志略校释》，苏继庼校释，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 358 页。
［摩洛哥］ 伊本·白图泰: 《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第 539 ～ 559 页。
刘鸿武、暴明莹: 《蔚蓝色的非洲———东非斯瓦希里文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年

版，第 6 页。
刘若芳、汪前进: 《〈大明混一图〉绘制时间再探讨》，参见中国明史学会: 《明史研究》( 第

10 辑) ，黄山书社，2007 年版，第 3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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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有共同的奋斗目标与发展主题: 反抗殖民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建构新兴

国家、复兴传统文明、推进国家建设等。这些历史使命赋予中国与非洲相通

的现代政治属性，从而跨越原有文明形态差异而建立一种现代意义的文明交

往关系，使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总体格局发生意义深远的改变。百年来，中

非双方的人民在承受现代变革压力的同时，也在努力通过复兴传统文化，加

强交流互鉴，探索自身现代发展，而逐渐参与全球现代文明的塑造过程，开

拓出人类现代性的新内涵与外延。① 与此同时，中非探寻各自文明现代复兴

与合作的持续努力，也在推进世界文明交往的基本格局与国家关系基本形

态，从 “单向度的”“中心支配边缘的”不平等世界文明体系，逐渐转向
“多向度的”“网状平等的”多元文明平等交往、合作发展的新世界体系。

今天，世界历史的变革动力日益来自人口更为众多、地域更为广阔、文化

更为多样的非西方世界，这是今天我们推进中非人文交流的世界背景与时

代基础。

习近平主席指出，“历史发展、文明繁盛、人类进步，从来离不开思想引

领。”② 从开阔的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观察，我们可以看到，

中非人文交流的意义是寓于世界文明发展史之中的。它将不仅促进中非文明

复兴，加强中非合作发展，还将从思想源头上推进中非人民更积极主动而自

信地参与人类现代性的二次建构，诠释人类现代性发展的文明史意义，丰富

人类现代文明的结构与基础。进入 21 世纪，中非合作论坛成立，标志着中非

文明交往进入新时期，中非发展合作的内容快速扩展、影响日益扩大、前景

更趋广阔，双方致力于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

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③ 中非人文交流由此提升至新的战略高度，其广度

与深度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前发展，为中非合作与世界文明发展注入新的

动力。

中非合作关系包含政治互信、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三个方面。形象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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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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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武: 《西方政治经济理论反思与“亚非知识”话语权重建》，载《西亚非洲》2011 年第 1
期，第 12 页。

习近平: 《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
话》，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http: / /www. gov. cn /xinwen /2019 － 03 /26 /content_ 53770
46. htm，2020 － 02 － 03。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http: / /www. gov. cn /gong
bao /content /2006 /content_ 212161. htm，2020 － 02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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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互信如池塘，经贸往来如塘中之鱼，人文交流就如池中之水; 若无稳固

池塘，若无源头活水，鱼就长不好、长不大。池中之水虽不能卖钱，却是滋

养鱼长大成活之关键。可见，政治、经济、人文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相互支

撑，中非合作关系才能在稳固基础之上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人文交流因惠及

民间、扎根人心，对未来中非关系的稳定发展，更具有基础性、长远性作用，

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中非人文交流的时代要求与空间拓展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

体系。”① 在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复兴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更充分发挥了善于

吸收外部世界先进文化的传统优势，在许多领域主动汲取外部世界的先进知

识与思想，获得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发展 40 年，未来

一二十年，中国还将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经济规模的巨大变

化，毫无疑问将对全球既存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当今中国

的经济社会生活已高度融合于外部世界，这使得今日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

都更深刻地与外部世界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结构，在此背景下，观念与文化、

思想与知识的内外互动交流也将日益频繁紧密而重要。

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② 时代的变革更要求当代知识精英创新性地重新思

考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思考中华文明如何在往昔基础上开创新的发

展前景并进而影响外部世界的未来发展。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非双方努力

以文明和文化的力量，突破现有国际环境的时空限制，在全球范围内打开文

明交往的新局面，将为中非双方开辟更广阔的外部发展空间，不仅推进中非

双方现实发展合作，也将带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为整个世界带来新的

发展机遇、发展资源、发展平台与发展空间，由此可见，推进中非人文交流

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与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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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
演讲》，载《人民日报》2019 年 5 月 16 日。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
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18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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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非人文交流应有助于创造中非发展合作所需的人文环境与社会

基础，为当代中国构建更具政治合法性、道德感召力与文化魅力的 “国家身

份”与“国家形象”提供特殊的国际舞台。当今各国在应对共同挑战的过程

中，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① 通过由中非文明内核驱动

的中非人文交流，中国可以在一个足够宽广的、能持久产生全球效应的国际

活动平台上，更主动地树立一个文明负责任的全球大国积极形象，以此缓和

由全球复杂利益与发展变化引起的外部压力与冲突。

第二，中非人文交流应推进当代中华文明的世界化进程，使中华民族在

新时期形成更开阔的全球视野、更包容的文明胸襟、更多元的文化欣赏力。

今日的中国已是“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

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② 历史上，南亚印度文明、中东阿

拉伯文明和欧洲西方文明，先后进入中国并对中华文明之进程与结构产生影

响，今天热带非洲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也必将产生重彩华章。通过中非人

文交流，可使当代中国人更好地观察和欣赏非洲文化艺术的天然品质与本真

美感，形成更全面的世界文明眼光、更均衡的全球文化视野，培养出对人类

多元文化的普适性关爱情怀。

第三，中非人文交流应激发当代非洲知识精英群体的民族理想与文化情

感，使其重新审视非洲与中国、非洲与西方、非洲与世界的关系，对当代非

洲发展问题与非洲发展道路选择做出更独立的思考与自主判断。当代非洲知

识精英群体大多接受过比较多的西方教育，对当代非洲问题的看法也曾深受

西方主流观念影响。③ 通过加强与中国在发展减贫、治国理政等人文领域的交

流，能促进其更多地反思西方主流理论，探索非洲本土文化与知识传统在全

球化背景下的变迁、转化和提升，获得非洲发展与现代化的内源性动力与积

极力量。

第四，中非人文交流应增强中非人民的文化自信与知识自立。习近平主

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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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
演讲》，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http: / /www. gov. cn /xinwen /2019 － 05 /15 /content _
5391787. htm，2020 － 02 － 05。

同上文。
刘鸿武: 《凤凰浴火 涅槃新生———丹比萨·莫约的〈援助的死亡〉述评》，载《西亚非洲》

2011 年第 7 期，第 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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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持久的力量。”① 人文交流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精神文化领域，而且它将带

动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的系列发展变化。了解和认知对方文化的过程，将

会带动双方学术、智库、媒体各界在内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发展，推动中非经

贸合作向更利于民生改善的新领域发展，有助于双方从文明演进背景上来理

解对方的发展道路选择，并据此更好地制定符合双方真实发展需要的中非合

作战略。

今天，中非合作已经成为中国推进全球新型合作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的特殊观察窗口与最佳实验平台。②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上，从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六

个方面，提出了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③ 为中非命运共同

体增添了时代内涵，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通过平等对话、多元交流，汇通人类的知识、

思想、文化，创造出超越个别区域、个别国家范畴的真正具有普适性的人类

共建、共通、共享的知识体系与文化体系。在这一宏大背景下，中非学术界

应跟上时代节奏，创新学科建设，返本开新，立足中非，融通全球，双向建

构“中国非洲学”与“非洲中国学”。④ 这两大学科的创新建构过程，孕育着

人类知识与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包括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和相关的人文社会

科学理论。长期以来，中国高校人文社科领域的学科建设存在一些短板，仍

有巨大的拓展空间，当代中非学术界应当以建设 “中国非洲学”与 “非洲中

国学”为契机，携手努力有所作为，突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垄断，产

生原创性理论与全球性思想，构建中非及其全球共通共享的知识、话语、文

化体系。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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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
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载《人民日报》2018 年 8 月 23 日。

刘鸿武、林晨: 《中非关系70年与中国外交的成长》，载《西亚非洲》2019年第4期，第51页。
习近平: 《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

话》，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http: / /www. gov. cn /xinwen /2018 － 09 /03 /content_ 53189
79. htm，2020 － 02 － 01。

刘鸿武: 《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非共享知识体系的建构》，载《西亚非洲》2018 年第 5 期，
第 42 页。

刘鸿武: 《非洲学发凡: 实践与思考六十问》，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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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人文交流的实践探索与发展方向

习近平主席指出，研究人类文明，激发创新灵感，“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

走入不同文明，发现别人的优长，启发自己的思维。”① 研究非洲文明尤其应

当如此，研究者只有走入非洲，置身于非洲文化场景与生活环境，才能真切

感受和理解非洲文化的个性特征。虽深入非洲大陆领略其文明学习其文化殊

为不易，但舍此别无捷径。因此，非洲研究是一门行走的学问，当代中国学

人只有长期行走非洲、扎根非洲、观察非洲，才能做好非洲研究。

学术研究是一种思想性探索活动，我们以学术为志业，总该有一番意义

与价值的思考和追求，寻得一安身立命的信念并努力践行，方能向深走远。②

习近平主席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提到， “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博大精

深，需要毕生精力才能见成效、出成果。择一事、终一生。希望大家把研究

保护工作当作终身事业和无悔追求。”③ 从事非洲研究，推动中非人文交流，

也是如此: 需怀揣温情，心怀敬意，点滴积累，持久努力。

所谓人文交流，浅近言之: 人者，仁也，爱人; 文者，纹也，风采; ④ 交

者，交汇，融通; 流者，流动，往来。人文交流就是要实现通过丰富多彩的

人文交往，推进民心相通、平等往来、互学互鉴、美美与共。学术界推进中

非人文交流，需知其层次丰富、领域广阔、形式多样，不能仅停留在理论研

究层面，更重要的是知行合一，将理念付诸实践。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 “大

道至简，实干为要”; “要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不做坐而论道的清谈客”。⑤

可以说，推进中非人文交流的要义是行动与实践。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非关系进入快速发展期。在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推

动下，尤其是“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 2010 年 3 月 30 日正式启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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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
演讲》，载《人民日报》2019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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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智库 10 + 10 合作伙伴计划”( 2013 年 10 月 20 日正式启动) 等合作项目的

出台，使中非人文交流内容愈加丰富，形式愈加多元，遂呈现新特点。当下，

习近平主席在致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贺信中指明了中非人文交流的努力方向，

这需要我们以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为核心，

创新思维，聚力前行，将中非人文交流思想内涵付诸实践。

第一，促进学者参与全球智力和智慧精进的知识对话。恩格斯说过: “一

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 由此，中国

学术界继续探索中国的非洲研究创新性理论与方法尤为重要。非洲自身历史

文化及对外关系的独特性、复杂性，为中国学者认识非洲、理解非洲、研究

非洲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也激发了中国外交新理论、新思想的产生，同时也

是新理论的重要实践场域。

第二，加快非洲研究的人才培养。推进人文交流，人才是保障。除了浙

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构建了本硕博连贯的 “非洲学”学位体系以外，北京

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电子科技

大学等院校不仅招收非洲研究方向的国内学生，而且还培养了一批来自非洲

国家的青年学子攻读研究生学位，为中非人文交流提供了有力的人才队伍。

但与欧美、日、俄等人才队伍建设相比，群体规模较小，尚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另则，人才自身素质与能力建设也颇为重要，需形成一支能讲好中非合

作故事的舆论引导和知识普及的中非学者队伍，并广泛活跃在中国和非洲学

术界、媒体界、智库界，产生影响力。

第三，创新多元平台，拓展国际话语权。各类研修班、学术论坛或国际

研讨会可汇聚中非学术资源，聚焦中非关切的热点或重大议题，通过交流互

动，增信释疑，提升了重要观点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例如，浙江师范大学非

洲研究院于 2019 年 8 月举办了中非智库论坛第八届会议，中非智库界、教育

界、学术界和媒体界约 400 人参会。参会代表围绕 “全面落实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成果”主题，交流观点增共识，集思广益谋落实，打造了行之有效

的中非话语体系。又如，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2019 年 12 月举办的“中国 －

南非民族文化交流工作坊”，通过学术交流、走进民族社区等多种方式，使包

括 14 名来自南非的民族文化与非遗传承人、艺术家、专家学者等参与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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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了解和感知了中国、南非两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的魅力与内涵。从长

时段的视角来看，此类学术交流机制仍会发挥思想传播平台作用，需要不断

创新与丰富。

第四，中非文化传播面向大众，向非洲民众讲好中国的故事，向中国民

众讲好非洲的故事。中国与非洲虽相隔万里，但通俗易懂的文学和影视作品

可以贴近中非人民的心灵，成为认识彼此和了解彼此的窗口。例如，四达时

代译制的斯瓦希里语版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豪萨语版的 《熊出没》，以

及浙江师范大学 2019 年制作并在中央电视台纪录国际频道 ( CGTN

Documentary) 播出的多语种中型纪录片 《重走坦赞铁路》，有利于促进中非

民心相通和人文交流。这些做法皆是实践探索之举，总体上还是初步的，仍

需不断完善，拓展多种方式与路径。

结 语

人文交流，重在人民性，重在人民的普遍参与，而人民间可共享知识的

支撑与先进思想的引领，则是人文交流的基础保障。当今时代是一个知识与

思想高速流转与激烈竞逐的时代，观念与思想对国际关系与国际合作的影响

复杂而多样。适宜的思想交流与知识共享可以为国际合作创造良好的条件，

而经贸合作与投资贸易关系的背后也多少隐含着观念的互动与思想的融合，

影响着人们对国家间关系的性质与意义的认知。同样的，非洲国家要实现发

展，要从世界发展的边缘地带摆脱出来，也有赖于非洲文化自尊、自立、自

信精神的重建。只有去除近代以来由西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霸权主义施

加在非洲人民头上的文化歧视与精神压迫，树立非洲文化和历史的尊严，非

洲的现代复兴与发展才会有坚实的基础。① 从中非交往的民间层面上看，今天

中非关系对于中非双方普通百姓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国际社会对中

非合作关系的关注也在持续上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非合作关系要能

长期保持可持续发展，要更好地造福于中非双方的人民，就必须努力将双方

的关系更多地聚焦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聚焦于普通百姓对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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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物质生活的向往与期待，让这一双方的合作关系更接地气，更深入中非双

方民间大众的日常生活，让双方的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参与途径和分享机会，

从而对于中非合作的成就与意义，有更多的获得感、参与感和认同感。

因此，在努力推进面向普通百姓的中非人文交流、教育合作、思想沟通

和知识对话方面，中非双方需要更多的努力，需要更多的平台建设与资源投

入。成立中国非洲研究院，推进中非学术界的紧密合作与联合研究，正是这

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举措，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Enhancing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for Sound and
Steady Development of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Liu Hongwu ＆ Lin Chen

Abstract: People － to － people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re the new impetus for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which will help ensure a sound and steady

development of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Since cultural exchanges deepen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draw people much closer， they are fundament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 Africa relations，and have strong influence on long － term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President Xi Jinping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ignificance of enhancing people － to － people connec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African civilizations， and has given important and clear

instructions on promoting China － Africa cultural cooperation. This paper aims at

exploring the theoretical and strategic meanings of China － Africa people － to －

people exchanges，revealing how Chinese scholars in African studies practice in the

related fields，and discussing the effectiveness and implications with a case study.

Key Words: China － Africa People － to － People Exchanges; Theoretical

Meaning; Strategic Value; Studies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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