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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肖畅

“老师，我走了，去看看你曾经
挥洒过汗水的地方， 去做你曾经义
无反顾去做的事。”

日前，湘潭大学法学院研二学生
黄霞给导师洪永红发了条微信后，踏
上了去麦克雷雷大学孔子学院（以下
简称“麦大孔院”）的征程。未来，她将
以一名志愿者的身份，在这个位于非
洲东部乌干达的孔子学院里，开启一
段中非文化交流之旅。

目前，全球共有548所孔子学院、

1193个孔子课堂、5665个汉语教学
点，湘潭大学与麦克雷雷大学合作共
建的麦大孔院成立于2014年12月，
在去年底召开的第十三届全球孔子
学院大会上，湘潭大学成为湖南省唯
一一所获得2018年度“孔子学院先进
中方合作机构”殊荣的大学。

“要用一颗诚心和爱心，让中
非文化的‘热恋’，在乌干达开花结
果……” 洪永红在微信中回复道。
这位已结束4年任期的麦大孔院首
任中方院长， 回国后仍在为中非文
化的交流四处奔走……

“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啰！”“我把你比
牛郎，不差毫分哪……”洪永红打开手机
视频，一段他与麦大孔院学生表演的湖南
花鼓戏跃然屏幕。

时间回转到2015年4月26日，麦大孔
院被阳光包裹着，鲜嫩的绿草泛着耀眼的
光芒，茎高叶密的芭蕉树竞相生长，散发
出阵阵幽香。

户外草坪上，洪永红带头唱起了《刘海
砍樵》，孔院的学生们有的跳起了《最炫民族
风》的广场舞，有的则现场展示中国书法、武
术、剪纸、茶艺……首届麦大孔院开放日活
动吸引了500余名当地学生观看和参与。

自2014年12月19日揭牌以来， 麦大
孔院除语言教学外， 还通过孔院开放日、
春节晚会、乌干达国庆日等活动，增进双

方之间的友谊。
“中非相距遥远，但相似的历史遭遇、

渴望共同发展的理念，使中非人民具有天
然的亲近感，中国梦与非洲梦彼此联结。”
洪永红认为，中非文化的交流，并不局限
在教授中文、 展示传统文化这一层面上，
而是要深入探究双方文化的源头，寻找文
化的契合点。

4年时间里，麦大孔院除了与乌干达教
育部启动本土教师培训项目， 合作编写本
土汉语教学大纲和本土教材,与中资企业和
当地社团制作电视教学片外， 还在全球孔
子学院中率先举办“中非法律论坛”“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一带一路背景下
中非关系展望”“新时代中非法律文化的比
较与交流”等国际学术会议，通过双方专家

学者思想的碰撞与交流，系牢命运共同体的感
情纽带。

他的努力得到了乌干达政府的充分肯
定。 乌干达副总统塞坎迪曾接见洪永红，并
为孔子学院题词“We� wish� you� the� best�
at� all� times”（愿你们每时每刻追求卓越）。
乌干达教育部部长阿鲁普说：“Thank� you�
for� bringing� Chinese� language� to� U-
ganda”（“感谢你们把汉语推广到乌干达”）。

在离任之际，洪永红还收到了来自麦克
雷雷大学授予的嘉奖状、乌中友好协会和乌
干达中学校长协会颁发的荣誉证书，以及家
长和学生送来的锦旗。

“非洲朋友的热情很高，我希望能尽最大
的努力，满足当地政府和百姓的需求。”洪永红
坦言，“这4年，我使出了‘洪荒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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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非洲
安哥拉：

等待振兴的“南部非洲粮仓”
非洲西南部，土地肥沃，河流密布，

安哥拉曾被誉为“南部非洲粮仓”，这里
盛产石油与钻石，这里的人们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过着丰衣足食的好日子，粮食
还可以大量出口。 但长达数十年内战，
使安哥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毁坏，经济
发展受到较大影响。 如今的安哥拉，处
于恢复重建的时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的第三大经济体和最大吸收外资国家
之一，政局稳定，潜力巨大。

一、简况
安哥拉位于非洲西南部， 首都为

罗安达。安哥拉地大物博，有非常高的
经济潜力，未开发的资源十分丰富。它
北邻刚果（布）和刚果（金），东接赞比
亚，南连纳米比亚，西濒大西洋，海岸
线长1650公里。北部大部分地区属热
带草原气候，南部属亚热带气候，高海
拔地区属温带气候。 安哥拉独立后长
期处于内战状态。2002年， 安哥拉结
束长达27年的内战， 实现全面和平，
进入战后恢复与重建时期。

二、经济
安哥拉实行市场经济制度， 有一

定的工农业基础， 但连年战乱使基础
设施遭到严重毁坏， 经济发展受到较
大影响。2002年内战结束后， 政府将
工作重点转向经济恢复和社会发展，
调整经济结构， 大力投入基础设施建
设， 优先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发
展项目； 同时积极开展同其他国家的
经贸互利合作， 努力为国家重建吸引
外资。

1.资源
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丰富。安

哥拉已探明石油可采储量超过131亿
桶，天然气储量达7万亿立方米。主要
矿产有钻石、铁、磷酸盐、铜、锰、铀、
铅、锡、锌、钨、黄金、石英、大理石和花
岗岩等。钻石储量约10亿克拉，铁矿
17亿吨，磷酸盐2亿吨，锰矿近1亿吨。
森林面积5300万公顷， 森林覆盖率
43%，是非洲第二大林业资源国，出产
乌木、非洲白檀木、紫檀木、桃花心木

等名贵木材。水力、农牧渔业资源较丰
富。水资源潜力1400亿立方米，水力
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75%。

2.工矿业
石油和钻石开采是安哥拉国民经

济的支柱产业，为非洲第二大产油国，
非洲第二大、世界第四大钻石生产国。
主要工业还有水泥、建材、车辆组装和
修理、纺织服装、食品和水产加工等。

3.农业
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良好， 但长

达数十年内战给安哥拉农业生产体系
造成严重破坏， 近一半的粮食供给依
赖进口或援助。 全国可开垦土地面积
约3500万公顷， 目前耕地面积约为
350万公顷。北部为经济作物产区，主
要种植咖啡、剑麻、甘蔗、棉花、花生等
作物。 中部高原和西南部地区为产粮
区，主要种植玉米、木薯、水稻、小麦、
土豆、豆类等作物。目前，农业产值仅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4%，主要农作物
平均单产低。

4.渔业
渔业资源丰富，渔场作业条件好，

风浪小，可全年作业，多数中、小渔业
公司已私有化。盛产龙虾、蟹、各种海
洋鱼类。渔业为安哥拉重要产业。

5.畜牧业
安哥拉牧场面积5400万公顷，南

部为传统畜牧饲养区。 畜牧业可满足
国内50%左右的牛羊肉和鸡肉供应。

6.交通运输
以公路运输为主。 多年内战使交

通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7.电信
2001年，安哥拉宣布放弃国家对

电信业的垄断， 私有化比例最高可达
40%。

8.旅 游
安哥拉建立了国家公园和保护

区，如罗安达省奎卡玛国家公园、莱多
角旅游区，马兰热省卡兰杜拉旅游区，
宽多库帮戈省奥卡万戈旅游区， 莫西
科省卡米亚国家公园等。 安哥拉与赞
比亚、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
建立了跨境自然环境保护区。 大黑羚

羊是安哥拉独有的动物， 也是安哥拉
国家的标志和象征。

9.对外贸易
主要出口石油、 钻石、 天然气、咖

啡、 剑麻、 水产品及其他养殖产品、木
材、棉花等，主要进口机电设备、交通工
具及其零部件、药品、食品、纺织品等。

10.外国资本
安哥拉是吸引外资最多的非洲国

家之一。外资主要集中在石油工业、钻
石开采、液化天然气、公共工程、建筑、
电信、渔业和加工工业等。主要投资国
有美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英国、
葡萄牙、德国、西班牙、日本、巴西、南
非、韩国等。首都罗安达是外资最集中
的投向地，此外北宽扎、南宽扎、万博、
威拉、 扎伊尔和卡宾达等省也吸引了
较多外资。

三、与中国经贸合作情况
中安两国于1983年1月12日建

交，1984年6月签订双边贸易协定。
2010年，中国与安哥拉建立战略伙伴
关系，双边经贸合作深化发展。安哥拉
是中国第三大石油进口来源国、主要
对外承包工程市场和重要劳务合作伙
伴。6月27日，安哥拉将参展第一届中
非经贸博览会，安哥拉展位以安哥拉
国旗的黑、黄、红三色为主色调，以安
哥拉钻石六面晶体为结构，共有26家
参展企业，展示商品以农产品、手工艺
品、矿物和商业服务为主。

1.双边贸易
2018年，我国与安哥拉双边贸易

额280.53亿美元，增长24.08%，其中，
中方出口22.54亿美元， 下降0.14%，
进口257.99亿美元，增长26.76%。

2.对安投资
截至2017年底，我国企业对安直

接投资存量22.6亿美元。2018年，我国
企业对安直接投资额2.58亿美元。

3.承包工程
2018年，我国在安新签工程承包

合同额22.3亿美元，同比增长16%，完
成营业额45.4亿美元，同比下降32%。

（周月桂 整理）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记者 周
月桂）走进非洲，怎样快速找到当地
客户或合作方， 怎样对接当地政府
机构，办理准入手续？对于准备到非
洲开展经贸活动的企业， 位于长沙
麓谷的驻外之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可搭建“鹊桥”，帮助招募海外人才、
解决海外任务、对接海外项目等。截
至今年5月， 驻外之家已帮助1000
多家中国企业进入非洲市场。

驻外之家董事长雷亭介绍，驻
外之家通过连接驻非人才和当地机
构，以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搭建
了驻外之家中非经贸综合服务平
台。目前，驻外之家已建设18个驻
非经贸服务站， 连接超过100个非
洲本地机构， 旗下的微信公众号已

有超过8万余名中高端驻外人才关
注，为中非企业提供双边人才、商机
信息和项目对接等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经贸服务， 解决双边经贸信息不
对称的难题， 打通中非经贸合作的
“最后一公里”。

去年8月， 郴州一家选矿机械
厂前往非洲参加展会，原本想找一
位非洲留学生提供翻译服务。通过
驻外之家中非经贸综合服务平台，
找到了一位在非洲当地从事选矿
的专业人士， 既提供专业翻译服
务， 还为企业带来了当地客户。参
展完毕后， 企业带回了200万美元
的订单。

不仅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
也服务非洲产品“走进来”。在驻外

之家的办公室，记者见到了来长沙
考察的驻外之家埃及办事处负责
人默罕默德。默罕默德带来了埃及
当地生产的地毯和沙草画，这些特
产将在中非经贸博览会上展出、售
卖。

截至今年5月，驻外之家以海外
人才招募、海外任务解决、海外项目
对接等方式，帮助1000多家中国企
业进入非洲市场，超过10家中国企
业直接在非洲投资， 投资金额超过
2000万美元， 超过500名非洲本地
员工进入当地中资企业就业。此外，
驻外之家还服务超过50个非洲机
构和企业调研中国市场， 帮助对接
中国相关合作方， 带动非洲产品进
入中国，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

为中非经贸合作搭“鹊桥”
驻外之家帮助1000多家中国企业进入非洲市场

湘约非洲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记者 周
月桂）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未来将
崛起一座现代化新城， 远大住工将
为新城提供装配式建筑，包括酒店、
公寓、保障房、别墅等，项目一期将
为当地提供40万平方米住宅。

作为我省乃至全国装配式建筑
领域的龙头企业， 远大住工将装配
式建筑技术带到了非洲。 远大住工
国际公司（以下简称“远大国际”）运
营总监刘东介绍， 远大国际联合卢
旺达政府、建设及开发企业、第三方
金融机构， 在卢旺达首都共同推动
新城开发建设。该项目体量大，项目
包含酒店、公寓、保障房、别墅、学

校、商业中心等，标准化程度高。远
大国际将分4期开发建设，充分利用
不同技术方案进行混合开发。 项目
一期采用远大装配式建筑技术，将
为当地提供共计40万平方米的住
宅， 约1035套保障性住房、1248套
经济性住房及238套中高端别墅。
目前， 远大国际卢旺达工厂已展开
前期筹备工作， 预计将于今年年底
正式启动建设， 投产运营后年计划
产能可达20万平方米。

近年来，卢旺达建筑和房地产业
发展迅速，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化
进程加速，基加利市的住房需求将日
益增加。结合卢旺达需求，远大国际

制定了一套包含金融、设计、施工、生
产、开发、销售的整体解决方案。刘东
表示，远大住工有许多成功案例可供
参考，运用智能化平台能更好地帮助
管理，实现项目全流程可控。

据介绍，到2025年，非洲将新
增1.87亿城镇人口， 面临大规模基
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程， 装配式建
筑在非洲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卢
旺达项目建成后， 将成为卢旺达第
一个采用新标准、新工艺、新技术建
成的保障性住房样板工程， 对推进
东非地区加快工业化进程、 加速建
筑业转型升级、 改善社会民生具有
重要意义。

装配式建筑技术
加速非洲建筑业转型
远大住工将为卢旺达新城提供40万平方米住宅

“教学设施比较齐全，非洲朋友
们的热情也很高， 完全没有想象中
的那么艰苦。”2014年11月1日，刚
到任的洪永红看到筹备中的麦大孔
院时，这样说道。

中国和乌干达自1962年10月建
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顺利。在“中非
高校20+20合作计划”下，湘潭大学
与乌干达最高学府———麦克雷雷大
学结成合作伙伴， 双方在环境工程、
能源工程、国际法、汉语等领域进行
了频繁而卓有成效的合作，麦大孔院
是两校迄今最重要的合作成果之一。

“最大的难题就是教师资源的紧
缺， 当时整个麦大孔院只有4名中文
教师。”洪永红说。这位长期从事非洲
法研究的法学院教授，在得知麦大孔
院招聘中方院长时，在第一时间报了
名，“中非是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好
兄弟、好朋友、好伙伴，能够为中非文
化交流尽一份力，是我最大的荣光。”

经过严格而系统的竞聘与培训
后，2014年10月底，52岁的洪永红
登上了去乌干达的飞机。 看着舱外
的暖阳将白云镶成金边， 脚下的屋
舍从火柴盒变成了分不清形状的小
黑点， 盘旋在洪永红脑海里的那些
关于孔子学院的规划与未来， 变得
越来越清晰。

麦大孔院位于乌干达首府坎帕
拉，这里树木葱郁、景色秀丽，街道
依山势起伏而建， 不远处的维多利
亚湖碧波荡漾， 岸边的棕榈树随风

摇曳……刚踏上非洲土地的洪永红
顾不上欣赏这份美景， 马不停蹄地
开始制定有关教学、 人事、 财务等
13项管理制度。

“洪院长对我们非常严格，从课
程的设置到教案的准备， 每一步他
都要把关。”麦大孔院中文教师刘康
康说，“不能辜负非洲朋友对我们的
信任”，这是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4年时间， 麦大孔院的办学规
模、 办学层次与办学质量有了突飞
猛进的发展。 在本科汉语课程班和
短期课程班的基础上， 增加了中学
生班、教职工班、华人子弟班等，学
生人数从最初的30多人发展到现
在的6000多人。

同时，学院还与乌干达国家课程
发展中心建立伙伴关系，汉语成为乌
干达中学五大外语课程之一，新办的
本科学位专业———“汉语与亚洲研
究”，也将于今年8月正式招生。

“走在大街上，经常能看到非
洲朋友用‘你好’跟我们打
招呼， 彼此像一家
人一样， 非常亲
切 ，还拉着我
们的手要
我们教他
们 讲 中
文。”麦大
孔院志愿
者 杨 璨
说。

� “能够为中非文化交流尽一份力，是我最大的荣光”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
到湘江……”5月上旬， 乌干达教师穆赫韦
齐·阿斯拉夫在卡文佩穆斯林中学的教室
里， 用中文教学生们唱起了湖南经典民歌
《浏阳河》。而在一年以前，她是这所学校的
一名英语和文学专业教师。

“我们都回到了各自的学校教授中文，
中文教学已经在乌干达全国各地的中学铺
展开来。”阿斯拉夫说。

2018年，包括阿斯拉夫在内的30余名
乌干达青年教师来到鲁扬子中学， 进行了
为期9个月的封闭式集中培训。这一在全球
孔子学院中创新开展的全新教学模式———
“乌干达本土汉语教师培训项目”， 将为乌
干达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中文教师队伍。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争取把他们
培养成稳定的中文师资力量， 从而帮助更
多乌干达人学习中国语言、 体验中国文
化。”洪永红说。

据了解，“乌干达本土汉语教师培训项
目”最初由乌干达教育部提出申请，孔子学
院总部/国家汉办和乌干达教育部合作设
立，旨在创新本土汉语教师培训方式，分期
分批进行。每期要授课和考核，安排了汉语
综合、听力、口语、书写课程以及中华历史
文化和国情知识的介绍， 并设有中文专业
知识、教学技能、教学法等内容。

“学员们在顺利通过中文水平四级考
试后，将回到各自的学校进行中文教学。”
麦大孔院乌方院长奥斯瓦尔德·恩多莱里

尔说，“三期培训结束后，受训总人数预计
达到100人， 将在100所学校开设中文课
程。”

5月的湘潭， 就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
水彩画。绿茵苍翠中，夏花盛开；徐徐南风
中，稚鸟摇曳。洪永红望了一眼五彩斑斓
的窗外，不禁想起了远在万里之外的乌干
达：那里的维多利亚湖，依旧柔美娴静；一
种叫做“马托基”的香蕉饭，香甜醇厚，别
具风味；还有那里的朋友们，淳朴善良，心
灵澄澈……

如今， 已结束任期的他仍然在为中非
文化交流中心（即孔子大楼）的援建工作四
处奔走，“希望中非友谊之花，芬芳乌干达，
也盛开在每一位中非人民的心中”……

� “希望中非友谊之花，盛开在每一位中非人民的心中”

� “感谢你们把汉语推广到乌干达”

2014年12月
19日，麦克雷雷
大学孔子学院的
学生用中文演唱
《大中国》。（资料
图片）

通讯员 摄

2016年4月23日，首届中国文化节暨麦大孔院和鲁扬子
中学合作办学签约仪式上，学生在表演太极。（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