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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 有 得
过非洲疟疾，
你才会懂得
非洲。”

上 世
纪 80 年
代，正在武
汉大学读书
的刘鸿武看
过一部电影，
里面的这句台
词在他耳畔一闪而
过。

雁过留痕。数年后，一个偶 然
的机会，刘鸿武前往尼日利亚做田野调
查。在那里，他恰恰感染了非洲疟疾，
高烧多日才可下床，走出户外看到炙热
阳光下的热带雨林，他一下想起这句话
来。

一霎时，非洲的天地自然在这位瘦
削的青年学者的内心掀起波动。他在
云南边陲度过青少年时代，那里的旖旎
风光和绚丽人情为他的精神注入灵
魂。如今，眼前的非洲景象和他灵魂深
处的少年记忆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那一次旅行，他选定了自己的人生
方向。

与非洲结缘
江南的春天，总是多雨。
从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刘鸿

武的办公室向外望去，有一方校园中的
湖水。湿润的季节，湖面笼罩在层层薄
雾中，一株株香樟树绕湖而生。

刘鸿武喜欢这片风景。望向微微
摇动的香樟树冠，他有时会想起位于几
内亚湾的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那片滨
海的椰林。

1990年，就是在拉各斯大学，刘鸿
武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非洲留学之旅。

彼时，1984年从武汉大学历史系
毕业的刘鸿武已在云南大学教了五六

年的世界史。在云大的日子
里，刘鸿武常去边境乡镇的
大山沟里考察社会与民
情，对汉族与少数民族、
内地与边疆的二元文化
结构与时空差异有了进
一步的切身感受。然而，
当时的刘鸿武对自己的学
术之路是困惑的，自小生

活在中国西南边地的高山大
峡谷深处的他，无法在嚣闹都

市里找到思想创造的感觉。
1990年，刘鸿武来到拉各斯大学

进修。刚到非洲的刘鸿武，其实依然没
有找到学术的方向。直到那天他感染
了疟疾，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把非洲称为我学术的新生起点，
绝不为过。”坐在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
究院的办公室里，刘鸿武含笑回忆。在
非洲独特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环境里，刘
鸿武开始了对非洲大陆的探索。作为
改革开放后国家派往非洲留学的较早
一批年轻教师中的一员，刘鸿武没有去
学语言专业，而是展开了非洲文化史的
研究。这在当时留学非洲的年轻人中
是少见的。

越了解非洲文化，刘鸿武越热爱非
洲热土。非洲的文化、音乐、生活习惯
跟这块大陆的环境密切相关。非洲人
有许多在这块大陆上生存发展的传统
智慧和知识。比如，与亚洲文明多是
大河文明不一样，非洲大河流域的文
明比较少，反而常常出现在各个高地
上。实地体验过，刘鸿武才知道有水
草的湿热地方，就会有蚊虫疟疾，非
洲文明遍布于高地乃至稀树沙漠的边
缘，原因就在于此。

“非洲是一门行走的学问。”刘鸿
武说，“只有扎根非洲大地，深入非洲
生活，拜非洲人为师，听得懂非洲的
音乐，能欣赏非洲的舞蹈，明白非洲
为什么有那样的巫术文化及居住方

式，你才能做好非洲研究。”
近30年过去，刘鸿武的非洲情感

愈加深厚。他每年多次往返非洲和中
国，足迹遍布非洲大陆。非洲的自然风
光和瑰丽人文，已成为他内心世界的重
要部分。不久前的农历新年，在基本雷
同的祝福语中，刘鸿武的拜年贺词别具
一格：“愿您的事业如非洲草原般广阔、
前程如非洲钻石般闪亮、生活如非洲咖
啡般醇香、身体如非洲雄狮般矫健、家
庭如非洲舞蹈般欢乐，愿我们的友谊如
乞力马扎罗雪山高耸入云天！”

为非洲痴迷
从拉各斯大学回到云南大学后，明

确了学术方向的刘鸿武把全身心投入
到非洲研究中，他先后出版《黑非洲文
化研究》《东非斯瓦希里文化研究》《尼
日利亚国家发展史纲》《中非合作五十
年》《达尔富尔问题研究》《中非发展合
作的理论、战略与政策研究》等10多部
著作，发表数十篇专业论文。2006年，
他的《中国对非洲战略初探》荣获“中国
国际关系学会首届优秀成果奖”。

然而，尽管刘鸿武已在非洲研究领
域声名鹊起，他却深知，国内对非洲的
研究力量依然薄弱，而中非关系的迅猛
发展，正对中国的非洲研究提出挑战。
2007年，他来到浙江师范大学建立非
洲研究院，开启了自己建立一个基础扎
实、学科全面的学术平台，聚集各方年
轻才俊推进非洲研究事业的学术梦。

浙江师范大学位于金华市。学校
距杭州、上海仅一两个小时，更紧邻义
乌、温州两大市场，中非民间交流十分
活跃，为深入研究中非贸易和民间往来
提供了便利。然而，建院之初，研究院
所有事情几乎都是一片空白。作为浙
江省政府引进的人才、“钱江学者”特聘
教授，刘鸿武深知肩上责任重大。

刘鸿武把着力点放在组建和培养
一流人才团队上。研究院建立初期，招

入了一批来自全国各高校不同专业的
博士生。很多人之前并没有非洲研究
的经历，需要从零起步。那段时间，刘
鸿武白天为研究院的建设而操劳，到了
深夜，又挤出时间钻研学术，为年轻科
研人员修改论文和课题设计。根据年
轻人们各自的专业背景，刘鸿武为他们
拟定了研究领域、区域和国别、课题方
向等。就这样，非洲发展问题、非洲医
疗与减贫、非洲产业经济、非洲教育发
展、中非影视合作等一个个方向有了眉
目。

要想在非洲研究领域脱颖而出，必
须一步一个脚印，长期坚持。刘鸿武给
年轻研究者们定下一个个不同阶段的

“小目标”：找准奋斗的方向，翻译一本
相关外文书籍，深入要研究的区域与国
别，申请一项国家社科基金，出版一部
专著，完成一项有影响的咨询报告，在
非洲研究院大平台上建一个自己的小
学科平台，积十年之功成为一个优秀的
非洲研究者等。

“一线经历、一手资料、一流人脉”
是刘鸿武对研究院年轻学者们的要
求。到了非洲研究院，必须先去非洲；
不要急着做某方面的专题研究，而是要

有整体把握和长期积累——这些不成
文的规定背后，是对这二十余人团队的
殷殷期盼。“如果最后能留下三分之一
真正喜爱非洲、致力于非洲研究的人，
那我这块工作也就算成功了。”刘鸿武
说。

渐渐地，这支年轻的非洲研究智库
团队在战略研究、政策建议、舆论引导、
公共外交等方面崭露头角。随着名气
越来越大，研究院也迎来一批批合作交
流与参观学习者。起初，一些研究人员
颇有怨言，认为研究院是学术机构不是
接待处。刘鸿武则认为，学术需要交流
沟通，金华非大都市，发展不易，更
需要多交往。为此，他个人冲在前面，
尽量承担学院的行政工作，让年轻人
潜心学术研究。如今，研究院已承担了
2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几乎人均1
项，以及几十项教育部、外交部等部委
和国际合作课题。

随非洲起舞
建立非洲研究院，刘鸿武不仅要

打造一个学术的平台，也要建立一个
人文交流的平台。对此，刘鸿武有个
形象的比喻：“人文交流是水，经贸合
作是鱼，政治互信是塘。鱼塘建好
了，鱼要成长变大，就要有好的人文
交流的水来滋养。”

在非洲研究院里，有一座在当地小
有名气的非洲博物馆。博物馆里存有
800多件来自非洲的藏品，每年接待政
府官员、国外使节、中外学者、大中小学
生、普通市民达1万多人次。很多非洲
客人走进博物馆，都为中国朋友如此用
心介绍非洲的历史文化而感动。有一
次，几位非洲客人情之所至，拿起展览
的非洲乐器，边弹边跳，博物馆里一时
欢声笑语。

从事非洲研究近 30
年，类似的场景多次上演，
让刘鸿武久久难忘。

“西方人看非洲是异域文化，而中
国文化没有这个概念，中国人崇尚的是
多元文化，所以我们能提出人类命运共
同体。”刘鸿武说，“有人认为中国的非
洲研究50年内赶不上西方，我不这样
认为。我们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在刘鸿武的推动下，非洲文化已在
金华播下了种子。他在金华市秋滨小
学建起了中非文化项目“非洲文化活力
园”，小学生们在这里接触非洲风格的
音乐、面具、服饰等，充满了对遥远世界
的想象与期待。浙江师大还牵头在金
华古村落锁园建成非洲文化沙龙馆，每
逢长假，非洲歌舞秀、美食宴等活动精
彩纷呈，吸引上万名游客参观。而在非
洲研究院，也有8名非洲籍学者加盟。
他们生长在非洲，在中国学习，既懂非
洲又懂中国，在刘鸿武看来，他们是中
非人文交流的天然桥梁。

从初出茅庐到卓有成就，刘鸿武的
非洲梦越做越真实。

他难以忘记，在东非印度洋的茫
茫海面上，有被称为“丁香之岛”的
桑给巴尔，岛上的石头城闻名遐迩。
第一次去石头城，刘鸿武走在弯弯曲
曲的石板胡同里，与一扇扇古老结实
的木门擦肩而过，探访幽静小院里居
民的生活，竟一次次体会到与云南丽
江小镇一样的神韵，产生回到少时丽
江岁月的幻觉。

“做非洲学术研究，并非只是个人
的闲情逸致。非洲大陆的发展问题及
中非发展合作，是一个涉及二十多亿
人的事业。非洲研究应该有更开阔的
眼光与舞台。”刘鸿武说，“人类是一
个命运共同体，中非学者可以共同努
力，创造人类共通共享的知识体系，
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他花30年走遍非洲，在非洲研究领域发出中国声音

刘鸿武：逐梦非洲
本报记者 高毅哲 蒋亦丰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中俄共琢高教明珠
——站在巨人肩膀上推行精英教育，群星荟萃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天时地利人和，雕琢了深圳北理莫斯科大
学这颗高教的“璀璨明珠”。

新时代中俄关系在高水平上实现了更大
发展，两国高水平政治关系优势结出了丰硕的
合作成果。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应天时而生。

自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一诞生，就承载着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发展人才培养的光荣使
命。开展精英教育以及高水平的研究和创新
活动，为中俄战略合作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
养高质量的创新人才，也成为这所学校的责任
担当。

大潮起珠江，深圳这片开放包容、奋力跨
越的改革热土，与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意气相
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正努力从“深圳速
度”跨向“深圳质量”，加快建设全球科技产业
创新中心，急需大量人才尤其是理工结合、文
理渗透的复合型创新人才。鹏城展翅再高飞，
要破解产教融合这道必答题。

得天时地利的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如何

通过内涵式发展，满足区域乃至国家的需求，成
为时代重托。在这种背景下，深圳北理莫斯科
大学不能走传统大学的老路，用创新的思路“弯
道超车”，快速办成一所独具特色的世界一流国
际化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特色、质量“两全其美”。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以开放姿态、包容心
态，站在莫斯科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这两个高
点上，博采众长，吸纳全球智慧，高起点、高标
准发展。

为让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起跑”更加
出色有力，深圳超常规地投入“真金白银”。学
校永久校区位于深圳龙岗区大运新城西南部，
占地面积达33.37万平方米，由深圳投资20.43
亿元兴建。永久校区共有21栋建筑，以俄式
古典风格为主，辅以中式园林景观。中央塔楼
上的“深北莫之星”与莫斯科大学主楼遥相呼
应，形成一道连接中俄友谊的独特风景。这座
位于南粤、具有俄罗斯风情的校园将于今年9
月启用，届时将成为深圳又一新地标。

三方高起点共建中外合作大学

中国学生在课堂上朗读普希金的诗歌，
谈论托尔斯泰的小说；来自“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学生诵读《诗经》，欣赏
粤剧……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深圳北理莫斯
科大学上演，“开放”成为这所大学鲜明的标
签。

自成立以来，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借势
教育开放浪潮“扬帆踏浪”，努力找准教育开
放交流的指南针和路线图，搭建“一带一
路”文化教育交流“双向车道”。

为培养掌握俄语、精通专业、通晓中俄
两国国情文化，适应“一带一路”倡议的专
门人才，学校实施精英教育，课堂教学采用
俄英中3种语言。

得益于开学前一个月的“俄语强化培
训”，俄语“零基础”的新生也能尽快熟悉环
境。据了解，培训采用小班制、沉浸式教
学，由莫斯科大学资深俄语教师全程授课。
同时，中方富有经验的教师量身定制极富特
色的俄语教学大纲和教材，全程进行个性化

指导。“组合拳”让原本俄语零基础的学生能
迅速建立语感，进行简单的日常对话和交流。

学生们亲密接触的不仅是俄语。他们不
用出国门，就能在寓教于乐、丰富多彩的校
园活动中，亲身感受、品味原汁原味的俄罗
斯风土人情、美味佳肴等。比如在“俄罗斯
茶”活动中，学生们一边品尝俄罗斯红茶和
甜品，一边感受俄罗斯文化。学校每年还举
行冬/夏令营，学生们能够走出国门，实地体
验俄罗斯风情。

搭建“一带一路”文化教育交流“双向车道”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拥有一支低调奢华
的教师队伍，是很多高校可望而不可即的

“梦之队”。一线的科学家就在学生身边，平
时去食堂吃饭或在校园散步，迎面走来的可
能就是院士、专家。

据介绍，目前，学校50%的教师来自莫
斯科大学，部分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其余面
向全球招聘。人才荟萃，星光闪耀。

近年来，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秉承莫斯科
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的优良传统，充分依托两
校的优势学科，以学科交叉融合为特色，加强
学科布局建设，学科链“无缝对接”产业链。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现开设外国语言文学
（俄语）、国际经济与贸易、材料科学与工程、数

学与应用数学、生物科学等5个本科专业。学
校还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生远离“纸上
谈兵”，练就“真功夫”。学生毕业后，将获得深
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及莫斯科大学的“双文凭”。

此外，学校在俄罗斯语言文学、纳米生物
技术与基础、系统生态学、生物学等专业招收
硕士及博士，均实施莫斯科大学的培养方案，
分别颁发莫斯科大学硕士、博士学位证书。

未来，学校将引入莫斯科大学、北京理
工大学和全球著名科学家等，在国家、广东
以及深圳亟需的高科技领域开展前沿性科技
创新研究。交叉学科点亮“科创星火”，学校
将推进人工智能与无人系统、新能源与智能
社会、大数据与信息安全、地球科学与海洋

工程、航空航天、生态与环境保护、新材
料、智能制造等跨学科平台建设，形成一批
高水平科研成果。

著名学者带学生探究“交叉学科之光”

2019年，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计划在北
京、广东、山东、安徽、福建、陕西、湖南、黑龙
江、四川、河南、河北、湖北、山西、江西等14个
省（直辖市），招收180名学生。

为让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有更多
机会，学校继续采用灵活的“631”综合评价
录取模式，学生的高考成绩、学校测试和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或高中会考成绩分别占比
60%、30%、10%。学校据此进行综合评价排
名，择优录取，考生全部在提前批次录取。
学校远期办学规模为5000人，本科生与研究
生比例为1∶1。

有意报考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考生，
可在2019年3月5日至5月15日，登录深圳

北理莫斯科大学招生网网上报名系统，按要
求如实填写个人相关信息，并将书面申请材
料寄至学校招生办公室。学校将在6月中旬
举行学校测试，测试内容主要分为专业基础
能力测试和外语测试两部分。学校招生办特
别提醒，想要报考学校的考生不需具备俄语
基础。

2019年面向14省市招180名本科生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康斯坦丁·索恩采夫，世界著名网球运
动员莎拉波娃，国际棋联主席阿尔卡季·德沃尔科维奇……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来访
名单上，从来不缺国际大师。他们当中有学术泰斗、体育明星、文化领袖，还有其他各领
域的高端人物，这所大学到底有何魅力，吸引这些大师不远万里来此“一睹芳容”？

作为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作为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99所中外合作大学之一所中外合作大学之一，，深圳北理莫斯科大深圳北理莫斯科大
学由深圳市学由深圳市、、北京理工大学和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合作设立北京理工大学和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合作设立。。学校自诞生起就学校自诞生起就
身披荣光身披荣光，，万众瞩目万众瞩目。。经过两年发展经过两年发展，，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不仅成为深圳高等教育发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不仅成为深圳高等教育发
展的一张闪亮名片展的一张闪亮名片，，更成为中外合作办学的重要样本更成为中外合作办学的重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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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学子在俄罗斯实地考察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学子在俄罗斯实地考察

俄式古典风格为主俄式古典风格为主，，辅以中式园林景观的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辅以中式园林景观的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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