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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BBC 记者、中非关系专家“拍了拍你”并喊你调研中非关系 
 

2020 年寒假 线上项目 

社会学 / 国际关系 / 新闻学 

 

你是否想要申请社会学、国际关系、新闻学等专业，却缺乏专业且独特的研究经历？ 

你是否也关注中非关系热点话题，想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深入研究，探寻议题背后的真相？ 

你是否想要在专业导师指导下，快速提高调研写作能力，完成一份令人满意的调研作品？ 

 

图源：CHINADAIL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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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话题背景 

2020 年 2 月的一个清晨，一队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敲开了非洲姑娘尼娅的房门，不清晰地表述着“需要

带她走”。尼娅那时还不清楚，为什么这群奇装异服的人突然出现在她的门口，以及自己为什么从顺德

被带往了广州——她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这一切与一种病毒有关。 

 

在广州市，尼娅接受了核酸检测后，被安排待在一家酒店中。身处语言不通的异乡，尼娅感到忧虑：“我

真的很害怕我会被检测出新冠肺炎，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在华的非洲女性  图源：网络 

 

彼时，“在华非洲人遭受歧视”的报道在 BBC、CNN 等外媒上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一些中国报道认为，

这些批评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不理解中外抗疫措施的不同。然而，许多像尼娅一样的在华非洲人，由于语

言障碍和缺乏信息渠道，对于中国的疫情举措所知甚少。 

 

这些误解导致了部分非洲国家居民的强烈不满。其中一个“尼日利亚人在广州检疫时被拘捕”的视频被

发表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尼日利亚居民的愤怒，认为同胞在中国受到了歧视。一些尼日利亚居民对当

地中资企业发起了攻击。沸腾的民意使得当地中餐厅也不得不关门歇业。尼日利亚、赞比亚等多个非洲

国家大使对中国的区别对待现象表示了严正关切。 

 

而在非洲，中非矛盾也由于疫情激化。当地的中国企业对赞比亚员工进行强制隔离，被误认为是“拘

留”。这一举动激化了赞比亚的排华情绪，不少民众指责“是中国人带来了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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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非关系的裂隙，中国驻非洲各国大使纷纷发表声明：“中国企业对所有员工一视同仁。中国对在

华非洲侨民平等对待。”中国政府发布反歧视规定，保护在华非洲侨民权益，并向非洲派出抗疫医疗队

伍、援助抗疫物资，将中国的抗疫经验分享给非洲各国，希望继续深化与非洲国家的合作。 

 

而疫情仅仅呈现了中非关系的一个面向，中国与非洲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尚未被解答的问题： 

- 从埃博拉到新冠肺炎，中非之间的公共卫生合作有何变化？ 

- 怎样理解国际上对于在非洲的中国企业不雇佣本地员工、忽视当地生态保护的指责？ 

- 中非之间的象牙贸易仍然存在，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如何着力？ 

- 中国在非洲的民间组织力量微薄，该如何与国际接轨？ 

-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赴非进行志愿活动，其效果究竟几何？ 

 

本次中南屋带来了“一带一路国际调研写作在线训练营”，邀请有志于探索中非关系的你们，共同调研

中非关系的新课题。训练营中，你和小组组员将自主挑选有价值的话题，展开线上调研和写作。 

 

这是一次并不轻松的经历，我们将用最高的学术要求，打磨提升你的调研能力和写作技巧。为了给同学

们提供学术保障和写作指导，中南屋还特地将深入研究中非关系数十年的 Eric Olander 请出山做导师了！ 

 

 
Eric  图源：chinaafricaproject.com 

 

曾在大名鼎鼎的 BBC 担任记者的 Eric，早在三十年前就曾深入中国进行调研。他在中国、东南亚和欧洲

有数十年的工作经验，并在美联社、CNN 等国际顶级媒体平台上担任过记者、制片人、主编等。Eric 曾

就读于香港大学、伯克利大学，如今已经是全球传播等领域广受尊重的学者，在法国巴黎政治大学、巴

黎美国大学等顶尖机构担任教授。他还创立了中非关系中国际最著名的媒体政策平台之一 The China 

Africa Project，邀请过无数学者名人政要参加中非关系和“一带一路”的讨论。Eric 的专业指导和严格

要求，将为你的学术体验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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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简介 

本次项目为一次项目制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更是一次问题导向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在本次远程调研项目中，学员将接受专业的国际调研方法训练，学习一带一路、中非关系

背景知识，并以小组协作的形式，选择一带一路相关的热点话题，进行远程调研、采访等工作，完成中

文或英文的调研文章。 

 

优秀调研文章将有机会在绝大多数关注中非关系的国际学者和国际组织都会定期阅读的中非领域著名政

策性媒体平台--《THE CHINA-AFRICA PROJECT》，以及由乔治城大学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

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等担任顾问的国际关系研究平台--《China Global Dialogue》发表。 

 
图源：chinaafricaproject.com 

 

Ø 项目时间：2021 年 1 月 25 日–2021 年 3 月 7 日（6 周） 

Ø 项目形式： 

- 5 次 Lecture 及 Discussion：导师统一安排线上授课、组织讨论；  

- 1 次 Office Hour（每周）：导师在线答疑，扫除学习障碍； 

- 1 次 Presentation 成果汇报：展示项目成果，锻炼公共演讲； 

- 1v1 班主任关怀：班主任全程一对一跟进，保障项目体验。 

备注：1 次课程为 1.5 小时。 

Ø 成果产出：以小组为单位，各小组选择一个调研课题，完成一篇调研文章，将推荐发表。 
Ø 招募对象： 

- 想要申请社会学、国际关系、新闻学等专业 

- 想要在国际组织、NGO、媒体等组织工作 

- 高中生、本科生为主，研究生、博士生、在职人士也可参加，特别优秀的初中生也可破例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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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项目参考选题： 

在本次训练营中，学员将根据所学到的一带一路、国际关系背景知识，以小组为单位，在导师的协

助下选择符合自身兴趣的调研课题。以下为参考调研选题及参考作品（均为中南屋成员作品）： 

- 你可以调研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人在非洲遇到的机遇和挑战： 

《“A Mixture of Dragons and Fish”: The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y in Ethiopia》：

https://chinaafricaproject.com/migrated-posts/china-ethiopia-addis-ababa-business-

community-security-yu-jiatong-china-house/  

 

图源：chinaafricaproject.com 

 

- 你可以调研动物制品贸易与中国市场之间的关系，探究动物保护如何影响着我们在非洲讲好中国故

事： 

《我有一条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天它被人做成了阿胶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zg2NjIzMg==&mid=2247494201&amp;idx=1&a

mp;sn=2349c225f5e6737885a0a85c8f1cd30b&source=41#wechat_redirect  

 

- 你也可以调研一带一路之中任何你感兴趣的话题： 

中国在非洲的“债务陷阱”与非洲国家的“资源诅咒”是怎么回事？ 

中国淘金在非洲：加纳之后，淘金者都去了哪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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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项目安排： 

• 第一课：调研与写作技能培训（1 月 31 日晚 20:00-21:30） 

       授课老师：中文导师 

- 项目简介，导师与学员自我介绍，交流期待和目标 

- 如何选择研究话题和制定研究计划？ 

- Desk Research 和访谈技能培训 

- 如何写作一篇好的客观型文章？ 

 

• 第二课：中非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2 月 7 日晚 20:00-21:30） 

       授课老师：Eric 老师 

- 中非合作的源起、历史发展、现状、未来机遇和挑战 

- 小组 present 调研选题，Eric 老师提出选题建议 

 

• 第三课：一带一路与可持续发展（2 月 14 日晚 20:00-21:30） 

       授课老师：中文导师 

- 一带一路是什么？ 

- 国际上如何看待一带一路？ 

- 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 小组 present desk research 成果以及调研文章框架，导师提出建议 

 

• 第四课：Eric 中非关系研究经历分享与访谈（2 月 21 日晚 20:00-21:30） 

       授课老师：Eric 老师 

- Eric 分享其在中国和非洲对于中非关系的研究经历 

- 小组对 Eric 进行访谈，解答 desk research 未完成的问题 

 

• 第五课：调研文章二稿 presentation（2 月 28 日晚 20:00-21:30） 

       授课老师：Eric 老师 

- 小组 present 调研文章二稿，Eric 提出修改建议 

 

• 第六课：调研成果展示与点评，如何规划自己的生涯发展？（3 月 7 日晚 20:00-21:30） 

       授课老师：Eric 老师、中文导师 

- 小组 present 最终调研成果，导师点评和答疑 

- 修改完成调研文章终稿 

备注：课程时间和 office hour 可能根据学员课题需求和研究进展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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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什么参加本次线上调研项目？ 

1. 收获专业且独特的研究经历 

中非关系、一带一路领域知名学者、媒体人 Eric 老师亲自指导，跟着业界大牛一起做调研，完成值得写

进简历、文书的调研项目，帮助你在留学申请、学术与职业发展中脱颖而出。 

 

2. 完成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本次训练营以一带一路国际热点议题为基础、以成果为导向。本次项目将形成独立报道，发表在《THE 

CHINA-AFRICA PROJECT》以及《China Global Dialogue》等一带一路、中非关系知名平台上。 

 

3. 足不出户，在家就能调研中非关系热点话题 

如何高效利用时间，丰富自己的履历与项目经历？在远程调研中，你将不受地理位置、时间安排、考试

冲突等限制，只需每周投入 5-8 小时，就可以随时随地参与项目。通过跟随大牛导师开展项目制学习，

打开国际视野，启迪未来的学术与职业发展。 

 

四、项目收获 

1. 一封高含金量的英文项目证书：特邀导师签名，由哥大孵化的中南屋颁发的英文项目证书。 

2. 一篇专业的调研文章：完成有趣、有意义的调研文章。英文文章将被推荐发表至绝大多数关注中非关

系的国际学者和国际组织都会定期阅读的中非领域著名政策性媒体平台--《THE CHINA-AFRICA 

PROJECT》；中文文章将被推荐发表至由乔治城大学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

教授等担任顾问的国际关系研究平台--《China Global Dialogue》。 

3. 一封权威推荐信：按照要求完成项目并通过考核的学员将 100%能够获得项目导师推荐信，优秀学员

将有机会获得特邀导师的推荐信。 

4. 一段毕生难忘的调研经历：融合学术、公益与现实意义的独特调研经历，谱写自己的成长故事。 

  



China House                                                                                                                                          
PO Box: 17363 Postal Code: 00100                                                                                                                    
Email: info@chinagoingout.org                                                                                          
Website: www.globalchinahouse.org 

	

	 		

五、项目导师 

 

特邀导师 Eric 老师 

Eric 老师是一名有数十年经验的新闻传媒工作者。他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作为 BBC 记者在中国进行新闻

报道，随后在美联社、CNN 担任记者、制片人等工作，以及在法国知名电视台 FRANCE 24 等国际媒体

担任主编等管理工作。 

 

Eric 老师也是一名受到国际尊重的学者。伯克利大学毕业的他，在法国 Sciences Po、巴黎美国大学等

机构担任过数字传播、全球传播方面的教授。 

 

Eric 老 师 还 是 一 名 中 非 关 系 和 一 带 一 路 问 题 的 国 际 网 红 。 他 创 立 了 《 THE CHINA AFRICA 

PROJECT》，邀请了无数中非关系领域学者、名人政要参与节目。 

 

Ø Eric 在中南屋的专栏文章： 

- 《独家！前 CNN 记者致中南屋读者的一封信》 

https://mp.weixin.qq.com/s/sDjF1GpVaZ0KNSyK8BOGqw  

 

- 《大鼻子老外带你看世界 | 来到中国 30 年的见与思》 

https://mp.weixin.qq.com/s/vQfcTeSm-6X4lq3Eeo5Snw  

 

- 《误会大了！原来老外眼中的中国成这样了》 

https://mp.weixin.qq.com/s/JnOuTUznkOTei30DifMp8g  

*若项目导师的安排有所调整，我们将会安排具有同等学术背景的导师，确保项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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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何报名 

1. 申请要求： 

- 认同中南屋“中国世界公民”的理念：“拒绝成见，拥抱多元的文化”、“拒绝狭隘，热爱人类与自

然”、“渴望学习，叩问全球的知识”、“渴望联结，讲好中国的故事”。 

- 项目期间每周可以投入 5-8 小时进行学习、完成小组任务； 

- 积极学习，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和抗压能力； 

- 乐于合作，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费用说明：项目制学习课程费用和导师辅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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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往期学员反馈 

赵同学： 

自身在信息收集和整理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方面有所提升。三位导师和助教的人格魅力也让我很受

启发，想像他们一样做一个有趣有梦的人～ 

 

鹿同学： 

深深地被黄老师的调研和知识功底折服，并且 Eric 对一带一路讲析的很透彻。并且还跟我们组员一起完

成了一篇话语分析的调研，认识了很多很厉害的人。自己以后也要更努力！在调研的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邓同学： 

This project benefits me a lot and gives me new perpectives on two main areas. On the one 

hand is about 5G，which is a relatively new topic and really there is limited information about 

it. So when researching on and digging into this topic, i gain a lot of new knowledge，not only 

about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but also about the technology aspect. On the other hand, i 

know more about Africa. Before this project, my idea of Africa is abstract and vague. 

 

熊同学： 

这个项目贯穿我的整个暑假。让我的暑假更加充实而有意义。之前做过很多的研究，类似的文章写的也

不少，但从来没有一篇文章会像这样花费我如此多的心思。从一开始漂浮不定地换题目，到后来无数次

地改 structure 几乎重写，每次听到黄老师和 Eric 老师的点评都会意识到自己之前的想法太简单草率了，

每次开完会就继续和组员们讨论如何修改。黄老师和 Eric 老师的学识渊博真的让我见识到什么叫调研的

知识储备，这次活动他们让我深入了解了中非关系。文静老师作为一个 mediator 经常帮我解决一些困难，

每次无助的时候想到的就是温柔的文静老师。欣璐老师的 RA 会议总会帮我们在迷茫的时候指点方向，在

最后时刻还细心地给我们文章做批注，希望我们能做到最好。在写作的时候，每个 version 相比于上个

都有很大的进步，每当自己完成一次修改的时候就会大松一口气，然后很有成就地看着自己的成果，这

种欣喜是任何事情都取代不了的。组员们也真的很让我惊喜，之前就设想按照自己的想法一意孤行，但

是每次周末班级会议或者 RA 会议结束后我们小组内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连麦讨论都会有很多 brilliant 

ideas sparking up，而每当结束后汇总大家的 idea 时总会有不一样的收获，这种 group work 真的让

我感触良多,让我真实地感觉到我们是一个 team。总之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活动体验，如果有时间一定

会再多参加～ 

 

宁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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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幸运遇见中南屋这个平台还有这次的一带一路远程调研项目，对于我来说可能最大的意义不是这八周

具体学到了什么和做了什么，而是这个过程下来我更加认识了自己，也对如何看待一个问题和这个世界

有了不一样的思考。说的可能有些抽象，但总之感谢遇见，让我认识到自己的水平和可能性，结识了一

群有想法有力量的伙伴，也逐渐明晰自己想走的路。这八周里两位老师的启发和点拨、小组的头脑风暴、

还有整个项目的管理执行模式，给予我的不仅仅是项目完成上的帮助，而是思维模式上、小组合作上、

甚至是管理方法上的点拨。谢谢你们给了我一个开始呀，我想要继续下去！ 

 

张同学： 

很感动也很兴奋。其实项目进行的全过程中我都很兴奋，是那种无论要修改要学习多少东西都想要继续

下去的感受。文静老师和泓翔老师在第一次开会的时候还有 Eric 老师对中非关系的讲解让我觉得调研项

目肯定会充满收获和挑战，我喜欢挑战，对非洲感兴趣，所以很珍惜这八周时间，只想着能多学一些，

多认识一些，多运用一些。同组的同学们和助教老师都很棒，我们有共通嗯地方，也有互补的特点，哪

怕写调研报告的时候遇到困难，发现自己有还有很多东西不会，我也一直觉得我们的工作一定能够进行

下去，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关于调研，很多具体的思维和技能我学到了，希望自己能够常用常新。最大

的收获是学习的态度和习惯，以及一起做调研的朋友们。 

 

王同学： 

这次调研项目给我了很大帮助，首先要感谢黄老师和 Eric 老师，你们给了我对调研过程、中非关系很多

全新的思考，比如说调研的最本质就是找到问题与解决问题，作为核心，这样的目的一定要清晰，一旦

模糊很容易让调研失去方向；Eric 老师所讲的中非关系那一节可让我感触特别大：我是从小看 CCTV 新

闻长大的，在国际关系新闻中，我获得的信息都是从中国出发，在从前英语水平还不是很好的年纪里，

我几乎没有看过国外新闻对中国语他国关系的报道与评论。这一次听完 Eric 老师的课，耳目一新之于更

多的是对思考世界角度的启发。一面之词太容易影响一个人的观点，很多矛盾和争论都是信息缺乏、偏

听一家之言的结果，因此很容易造成盲目与不思考的情况。除此之外，两位老师的人格魅力也非常值得

我学习，在这里就不赘述啦。另外还要感谢我的团队小伙伴，我是来自中文系的学生，其他朋友都在商

科类专业中。大家都非常有想法和个性，我们组就是一群优秀的人组成的队伍，尤其是我们的组长叶宏

波，非常尽职尽责，责任心很强。我们一起完成了一份调研任务，我们研究的是中国通信企业 5G 在非洲

的发展瓶颈，这个题目其实一开始我们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瓶颈。面对信息资源难找的情况，我们团队每

个人都在想尽办法解决。比如有小伙伴在乌兹别克斯坦做调研时正好参观华为公司，远在异国为我们的

调研获取更多的资源。每个人都在百忙之中不忘为此付出，责任感占了很大一部分比重，这是非常值得

我学习的地方。看到其他小伙伴除了这次调研之外，大家生活都非常精彩，令人特别羡慕。总之，能够

有这样一次远程调研经历，除了调研本身之外，我学到的还有思考问题的角度、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人

处世的原则等等。收获非常大！希望有机会还能和老师们、小伙伴们合作甚至是见面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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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优秀学员成果展示 

《THE CHINA-AFRICA PROJECT》：所有关注非洲、关注中非问题的国际学者和国际组织都会定期

阅读的中非领域最有影响力国际政策性媒体平台，经常邀请国际关系顶级学者进行专访和座谈。 
链接：https://chinaafricaproject.com/student-xchange/education-in-impoverished-areas-in-china-and-kenya-
during-the-covid-19-outbreak-a-comparative-study/ 
 

《GLOBAL TIMES》：由人民日报主办的富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报刊。 
链接：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40902.s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China Global Dialogue》：关注国际青年学者及实践者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平台。 
链接：https://chinaglobaldialogue.com/2019/04/09/the-paisano-relationship-of-170-years-between-

china-and-peru-past-present-and-future/ 

 
《中国发展简报》：中国顶级公益资讯平台。创办于 1996 年，是一个为公益慈善行业提供专业的观

察、研究、网络平台支持与服务的中英文双语平台。 

链接：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244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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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优秀学员故事 

- 哥伦比亚大学 - 

U.S. News 2020 美国大学排名第 3 

世界顶级私立研究型大学，常春藤盟校之一 

 
陈 同 学 拿 到 了 Columbia SIPA, Uchicago MPP, Upenn 

MSSP+DA, Cornell CIPA 等 offer。陈同学参加的中南屋线上

调研项目由哥大 SIPA 教授带队，融合了经济、法律、公共政

策、一带一路投资等内容。陈同学说：“这个项目和我申请的方

向及 Dream Program SIPA 完美契合，我在后续向 AO 更新我

的动态时 cue 到了这个项目，对我申请还是有很大的助推作用

的。而且这个项目强度非常大，我是连轴转的状态，兼顾联合

国的实习维持了一整个月，感觉能算是我入学前学术体验的预

演了，如果申请公共政策，人文方向的同学我还是非常推荐

的！” 

 

- 康奈尔大学 - 

U.S. News 2020 美国大学排名第 17 

世界顶级私立研究型大学，常春藤盟校之一 

 
来自金陵中学的叶同学成功录取康奈尔大学。参加了中南屋的

线上调研项目后，他说：“我们项目的主要内容是通过线上调

研的方式去收集整理在非华人的安全相关情况，我们小组负责

的国家是苏丹。从收集背景资料、制订调查问卷，到最后一步

步的联系当地华人，统计数据，我在调研过程中进一步锻炼了

自己开展 research 的能力，并且在组内和同学一起分工协

作 ， 这 也 锻 炼 了 我 的 领 导 能 力 和 合 作 能 力 。 几 轮

presentation 中我一次次的完善了自己的调研结果，也一次

次的完善了自我。非常感谢中南屋给了我这次宝贵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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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为什么选择中南屋 

 
哥伦比亚大学官网上的中南屋介绍 

中南屋是一个帮助中国青年走向全球、筑梦一带一路的平台和一个致力于世界公民教育的社会企业。我

们关注中国企业走出去、野生动物保护、社区可持续发展等三大主题，为中国青年提供调研、游学、实

习、义工等项目制学习和国际交流机会，希望培养一代具有国际视野、全球竞争力、世界公民意识的中

国新青年，并通过他们的行动帮助中国融入全球可持续发展。 

中南屋 2014 年诞生于肯尼亚，现总部设于上海复旦大学科创园。成立以来，中南屋与美国约翰霍布金

斯大学中非研究项目、南非斯坦伦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英国国际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世界自然基金

会等数十家国内外顶级机构合作，完成了大量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等话题的调研

课题和实践项目，也因此获得了 CCTV 纪录片《中国人在非洲》、新华社、BBC、经济学人等国内外媒

体的报道与关注。 

同时，中南屋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孵化的组织和哥大国际发展项目非洲实习基地，专注青年教育，已

先后带领 500 余名中国青年走进肯尼亚、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巴西、秘鲁、厄瓜多尔、柬埔寨、越南

等数十个国家，帮助他们通往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等顶尖学府。 

 
中南屋受到国内外知名媒体的广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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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项目证书（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