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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 灵感

• 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相

• 形塑埃塞俄比亚演变模式的历史动态概述

• 世界范围内的埃塞俄比亚主义

• 历史的启示/教训

• 阿德瓦大捷的重要意义

• 意义非凡的三种哲学: 埃塞俄比亚主义哲学

• 1829年《埃塞俄比亚宣言》

• 1896年《埃塞俄比亚宣言》

• 应吸取的教训

• 结语



一、灵感

• “遗失了自己的历史，他们因此便已死去。”(一句非洲格言)

• “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国家就如同没有头脑的人。”

• “埃塞俄比亚在非洲侨民中的地位非常崇高，甚至有时被视为非洲
本身的代名词。”（梅尼里克·阿波德Menelik Abroad，雷蒙德·乔
纳斯 Raymond Jonas，《阿德瓦大捷: 帝国时代的非洲胜利》哈佛
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1页）

•尤利乌斯 · 凯撒(Julius Caesar)惊呼道：“走出非洲，永远有新东
西！”(非洲之外，总有新的东西)



灵感

•世界恐惧时间

• 时间恐惧历史

• 历史恐惧埃塞俄比亚

• 为什么?因为她成功地抵抗了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侵略，所以埃
塞俄比亚虽然没有向世界上受压迫的人们提供物质上的帮助，但
却向世界提供了公共利益的精神食粮。

•作为自由资源的供应者及其数千年来长期的独立存在，埃塞俄比
亚正因其正在获得的独特本体论关注，成为一种文明和灵感。



灵感
对埃塞俄比亚的兴趣

“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实人急忙举手祷告。”

（《诗篇》，68:31）

“世界上没有人比埃塞俄比亚人更自豪的。”

（艾伦 · 卡隆，二战后埃塞俄比亚保留区的英国警察局长，《示巴睡在这》，
1973年，第3页)

“埃塞俄比亚是为数不多的在非洲人控制下的民族国家之一，许多具有非洲血
统的人将其视为黑人自治能力的证据。”

(阿桑特 Asante)



灵感

• “我源自何处？源于父母。我的父母源自何处？源于他们的父母。
如果一个人寻求这样的探索过程(通过心灵的眼睛，“Asebuk”)上溯
直最久远的源头，那么他很可能追寻到一个非被创造的造物主(上
帝)作为终极的原因。”

这就是泽拉·雅各布（Zera Yacob）的推理——从底层到上帝，而不
是从上帝到人类、宗教和自然的自上而下的推理方式！



灵感

“我知道我们的心永远在上帝的手中;

如果我们身处在困难、贫穷和疾病之中，上帝有可能使我们快乐
和满足; 同样，即使我们坐拥无数的财富，身处世间所有的奢华之
中，他也有可能使我们痛苦不堪。
因此，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穷困潦倒的人在享受心中的幸福，但富
人和国王们却在财富中忧伤和郁闷，因为他们（穷困潦倒的人）
有限的欲望。”

(Treatise of Zera Yacob, chapter 10《泽拉 · 雅各布论》，第10

章)

https://ethiopianphilosophy.wordpress.com/2013/05/26/treatise-of-zera-yacob-chapter-x/


灵感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
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
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
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
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
耶稣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
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
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我又告诉
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马太福音19:6-24，ESV)



灵感

• “在埃塞尔比亚的数月经历，使我震惊于这样的事实，即当人们很
贫困或一无所有时，他们彼此需要。也正因此，他们的社区内部
联系紧密，成员之间互相帮助。当某人有了钱以后，他就会和他
的朋友们一起分享。这让我觉得很尴尬: 因为在富裕的社会里，
我们通常以自己的独立性为荣，并期望别人也能如此; 我们试图
在个人关系和经济关系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

(克劳德·萨姆纳 Claude Summner)



灵感
•我们有一万年的共同历史！如果追溯到大约1万年前，那么今天
居住在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非洲之角的所有民族都有一个共
同的祖先。

(伊芙琳·伊萨克 Ephrem Issac)
•大约一万年前，在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非洲之角存在着一
个单一民族或单一语系的社区。这个民族只有一种文化和语言。
由于缺乏更好的术语，大多数学者称这种语言为原非洲语Proto-
Afroasiatic (PA.)。今天埃塞俄比亚所存在的大多数语言，即便不
是全部，绝大多数都是同一个民族所讲的一种古老语言的分支，
这包括Ge’ez、 Oromifa、 Amharic、Tigrigna、 Afar、Gurage、
Hadiya、Kambaata、Somali、 Sidamo；以及所有其他被称为闪米
特语和库什特语的语言； Wolaytta、Hamar、 Amuru、Boro、
Anfillo、Ari等在内的 Omotic 语言。

(伊芙琳·伊萨克)



灵感
• 奥罗米发语的文字像 ana (我)、ati (你), abba (父亲)、lubbu (灵魂、心脏), 

kalē (肾), dīmā (红),garā (腹部, 喉咙) baē (出来, 来), simbro (鸟), rēti (羊), sa’a (
牛),jir ā (居住, 生活),gibē/goba (山丘),‘ol (上),‘akkam (怎样? 像什么?), māl (什么, 
为什么) 等都是有趣的前亚非语系词汇，在闪族语系中也能找到同源词。我
们可以很肯定的认为，这些特定的词汇表明一种或两种语言之间的紧密关系。
它们虽然很重要，但对于我们的基本结论来说，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真正决定语言关系的不仅是核心词汇的相似性，更重要的还有语法。这不是
简单的词汇间的关系，而是对语言结构(形态)的形式分析和识别。就这方面
而言,今天几乎所有的埃塞俄比亚语、厄立特里亚语和非洲之角的语言都源
于同一种语言，即原非洲语。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今说这些语言的
埃塞俄比亚人都是同一个原始语系的后裔。



灵感

•从扎拉·雅各布君主时代开始(1434-68)，“埃塞俄比亚的所有人都
渴求知识。”

玛莎法 · 伯翰——《光之书》，EJ · 布里尔，1973

• 好奇心、求知欲和质疑精神有助于人们创造新事物、尝试新事物、
不断学习、体验、激励和改变自己、及其所生活的世界。准备好
做一些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在了解埃塞俄比亚哲学之后，去积
极推动它在世界的传播，并知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终于做了
一些相关的、早就应该做的事情，从而使埃塞俄比亚永远有尊严
和自豪地存在下去。

(Mammo)



灵感

•如果你打算去埃塞俄比亚，那就去吧，直到真主将你从痛苦中解
救出来，因为这对你来说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那里的国王不会
容忍不公正的行为，同时埃塞俄比亚也是一个友好的国度。去埃
塞俄比亚吧，那是一个正义的国度。

先知穆罕默德的话



影响埃塞俄比亚命运的问题

• 阅读现有的社会科学著作，这些著作侧重于我们的差异，而不是
我们的相似之处和共同的遗产；会发现那些具有政治污点和种族
倾向的历史与埃塞俄比亚的历史，价值观和哲学截然相反；

•最近世界各地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质疑我们曾经的历史和文化
的有效性，并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埃塞俄比亚人的世界观;

•我们现代教育制度的缺陷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

•尽管在埃塞俄比亚整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发生何种内部冲
突，都因其永不停息的苦难而保持独立，但内部冲突却没有得到
有效处理。



二、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相

• 虽然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没有向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GERD）项
目提供支持，但他们在整个非洲做得更多！

• 2012年，也就是有记录数据的最后一年，贫穷国家所有的援助、
投资和来自海外的收入，共计1.3万亿美元。

•但同年，约有3.3万亿美元的资金从这些国家流出。换句话说，发
展中国家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的资金比他们收到的多2万亿美元。
自1980年以来，这些净流出的资金总额达到了惊人的16.3万亿美
元。这就是在过去几十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流出的
资金总额。



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相

•是的，数以万亿计。

•一方面，由于西方利益集团导致的大规模腐败，另一方面，在他
们的怂恿下引发的暴力冲突和政变。在此背景下，只有一个亘古
的结论: 富国不是在帮助穷国发展，相反地，是穷国在帮富国创
造财富。

(GERALD CAPLAN, 2017年2月14日) 

• 还请阅读他的著作《被背叛的非洲》

https://beta.theglobeandmail.com/authors/gerald-caplan


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相

•在西方社会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 非洲很穷，它需要我们的帮
助。这项研究表明，非洲国家真正需要的是，世界其他国家停止
对他们的系统性掠夺。虽然殖民掠夺的形式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改变，但其本质却从未改变。”

(艾莎·道德威尔 Aisha Dodwell，摘自“今日全球正义”，来自《卫
报》)



三、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脉络

•古时的埃塞俄比亚、赫梅特和埃及指的是现在的整个非洲及中东
的一部分；

•甚至现在的印度洋也曾被称为埃塞俄比亚洋；

•据说讲着相似语言的埃塞俄比亚人在一万多年前就已经出现；

•作为一个王国的埃塞俄比亚，有超过3000多年的历史；

•埃塞俄比亚漫长的历史进程及其起伏，将会做一个概述。



埃塞俄比亚历史概述

•古代历表明，埃塞俄比亚可能是唯一一个与古代地中海世界有着
历史和文化联系的非洲国家；

•埃塞俄比亚人当时以其海军对红海沿岸城市蓬特（Punt ）开展探
索而闻名；

•埃及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埃塞俄比亚人；

•埃塞俄比亚王朝于公元前720年在埃及建立；

•整个非洲也有许多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名字。



Etiopik的由来

• 说法一: 埃塞俄比亚---被太阳灼伤的土地。据说希腊人马丁 · 伯纳
尔在他的《黑色雅典娜》中坚定地认为，希腊文明实际上也是植
根于亚非拉文明的！

• 说法二：埃塞俄比亚——这块土地是“献给上帝的天然黄金之礼”；

•据说Etiopik国王建立了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

• Etiopik统治范围包括现在的吉布提、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埃塞
俄比亚以及苏丹的部分地区和埃及南部。



孕育人类起源的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在古生物发掘方面的重要性；

•埃塞俄比亚是人类的摇篮；

•世界人类祖先化石在埃塞俄比亚被发现。



对埃塞俄比亚的攻击玷污了露西的子宫

•露西的发现证实了埃塞俄比亚是人类的起源地；

• 对埃塞俄比亚人/非洲人的攻击玷污了露西的子宫。

(Rajeswari Sarala Raina ,2014)

•埃塞俄比亚现在已经培养出了优秀的学识渊博的古生物学家，他
们继续做着开创性的工作(例如：Globelics 2014年)。



Etiopik 国王的子嗣如下

据说Etiopik国王有以下7个子嗣：

• ኖኅ=Noah
• ሴም= Sem
• ካም=Cam

• ኩሽ=Kush
• አቢሳ=Abisa
• ኢትዮጲስ=Ethiopis

• ያፌት=Yafet

埃塞俄比亚有着独特的身份，得到上帝的恩典；

在《圣经》和《夸兰经》中，埃塞俄比亚与上帝的联系都得到了证
实。



阿克苏姆（ Axumite ）帝国时期

• Etiopik据说是诺亚的曾孙；

• Aksum是由 Etiopik 的一个儿子Aksumai建立；

•据说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在公元前10世纪就已经建立的国家；

• 现在的提格雷和厄立特里亚是埃塞俄比亚的起源之地；

•阿克苏姆帝国从公元前300年延续至公元10年；

•阿克苏姆帝国的拓张范围远远超出了现在的提格雷和厄立特里亚。



阿克苏姆帝国时期

在其巅峰时期，阿克苏姆帝国控制着：

•埃及南部；

• 亚丁东部的领土；

•南到奥莫河；

•西至梅罗努比亚王国（Nubian kingdom of Meroe）；

•甚至还包括现在沙特阿拉伯西部的一部分地区。



阿克苏姆帝国时期

•公元7世纪，来自麦加的早期穆斯林为了躲避古莱氏族（Quraysh）
的迫害，前往阿克苏姆帝国避难；

• 这段旅程在伊斯兰历史上被称为 “第一次朝觐”；

•早在4世纪时，王国就使用了“埃塞俄比亚”这个名字；

•据说阿克苏姆是保存约柜（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的地方；

•在阿克苏姆时代使用的是Ge‘ez 文字。



阿克苏姆帝国时期
•阿克苏姆帝国与其伊斯兰的邻国关系良好；
•公元615年左右，阿克苏姆为穆罕默德的早期追随者提供了庇护；
•公元640年，乌玛（Uma）派海军远征阿杜里斯，他们被称为阿
尔卡玛·本远征军；

•阿克苏姆最终打败了伊斯兰教的远征军；
•阿克苏姆帝国被视为当时世界上的四大强国之一；(摩尼教先知

Mani)
•其他三个强国是波斯，罗马和中国。
•参见塞鲁利（Cerulli）《埃塞俄比亚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载
于《剑桥非洲历史: 从七世纪到十一世纪的非洲》；

•特里明汉·斯宾塞，《埃塞俄比亚的伊斯兰教》，1968年，伦敦，
卡斯。



后阿克苏姆帝国时代

•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对埃塞俄比亚的影响；

•公元980年，尤迪特（Yodit）女王终结了阿克苏姆帝国的命运；

•埃塞俄比亚的领土从阿克苏姆扩张范围大大缩小了；

•尤迪特王朝之后是扎格维王朝；

• 1270年以后，所谓的所罗门世系就出现了；

•中世纪时期，在14世纪的安德·泰森（Amde Tsion）统治时期，主
要致力于重新扩张版图；

• 泽拉·雅各布在15世纪将国家和教会联系在一起，从他的 Shewan 
首都德布雷·伯汉（Debre Birhan）扩展到厄立特里亚。



基督教帝国的衰败

• 1527年至1535年，也就是16世纪上半叶，得益于奥斯曼帝国的火
器支持，“左撇子艾哈迈德”迅速崛起，统治了一个从索马里兰的
Zeila延伸到厄立特里亚马萨瓦的庞大伊斯兰帝国；

•他的动机似乎与宗教有关，因为他号召对埃塞俄比亚发动圣战；

•葡萄牙干预和火器拯救了“约翰主教的土地”；

• 1543年， “左撇子艾哈迈德”和他的部队被加洛德沃斯
（Galawdewos）击溃。



奥罗莫人的扩张

•在军事扩张之前，奥罗莫人已经遍布埃塞俄比亚；

•但是在军事扩张之后，他们的势力范围一直延伸到了红海；

•来自 Ganale，Bale 和 Borona 地区的奥罗莫人进行了军事扩张；

•在长达150年的王公时代，奥罗莫的将军们是贡达尔的统治者或
或是王公贵族的把持者；

•奥罗莫语在1769-1855年的王公时代是贡达尔的宫廷语言！



历史长河中的经验教训

• 古代世界和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人在时空、语言、文化和历史上都有联系；

• 中世纪的世界–同上；

• 犹太时期–同上；

• 伊斯兰时期-同上；

• 基督教时期-同上；

• Zemene mesfanit(王子时代)-相连但混乱；

• 现代时期-由于19世纪帝国主义针对非洲的设计，两者既相连又相分离；

• 瓜分非洲对埃塞俄比亚的影响；

• 它不仅造成了后来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的分裂，而且也造成了该地区的
所有分裂；

• 建立可持续和可预测的系统、制度、治理和领导能力的斗争仍在继续。



历史长河中的经验教训

•埃塞俄比亚的古代历史占据了从红海到印度洋范围内大致相同的
领土；

•生活在红海和印度洋之间的人，并不是纯粹的某一个或另一种族；

•他们作为混血儿在文化、语言、空间和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联系在
一起；

•起作用的是一种混合的历史印象，这促进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团结，
而不是通过减少民族间的融合来分裂他们；

•他们应该团结一致，而不是相互分裂和斗争。



阿德瓦大捷的特殊意义

•阿德瓦胜利是所有埃塞俄比亚人在梅内利克皇帝和泰图皇后的精
心领导下进行的一场重要的反殖民主义战争。这场胜利的影响已
经超越了埃塞俄比亚，甚至非洲。它代表了世界范围内殖民主义
和争取民族独立自主之间的冲突；

•它发生在欧洲瓜分非洲的时期；

• 这是唯一一次让欧洲人承认他们败给了被他们痛斥为野蛮的梅内
利克皇帝和泰图皇后领导的战役。



备受尊崇的阿德瓦大捷

• “在阿德瓦大捷之后，埃塞俄比亚成为非洲人勇敢和抵抗殖民主义
的象征，成为成千上万的正在经历欧洲征服的全面冲击中的非洲
人自尊和希望的堡垒，并开始寻找非洲人自卑迷思的答案... ... 为
了解释清楚包括律师、商人、记者、医生和牧师在内的西非民族
主义知识分子，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坚持寻求与殖民统治者分享
政治权力的原因，埃塞俄比亚或埃塞俄比亚主义在民族思想和政
治中的作用是巨大和鼓舞人心的... ...在不同的非洲教会中，非洲
人确实并且能够抗议帝国主义统治，建立能言善辩的领导层，以
反对殖民官员的专横和歧视行为。”

摘自阿桑特(S.K.B. Asante)《关于西非埃塞俄比亚主义的研究》



阿德瓦大捷的意义

•斗争遗产: 在瓜分非洲的战争中取得了对世界帝国的胜利；

•埃塞俄比亚为世界上所有被压迫者提供了精神的鼓舞；

•埃塞俄比亚主义是被压迫者的尊严和自豪感最真实的表现；

•埃塞俄比亚永远是我们珍视的榜样；

•阿德瓦大捷不仅仅是一个局部的胜利，它使非洲成为一个胜利者，
更使欧洲殖民者改变了他们的殖民策略，非洲因此成为所有欧洲
殖民的目的地，就像他们之前对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所做的
那样；

•埃塞俄比亚将继续提供这个特殊的榜样：每当外国侵略她时，她
都会奋不顾身的为命运而抵抗到底！



四、意义非凡的三种相互关联的哲学
•来自印度；

•来自南部非洲；

•来自埃塞俄比亚；

• 这些哲学的融合将有助于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哲学是一种思维活动，一种思维方式。哲学是批判性和综合性的
思维，是人类迄今为止发明的最具批判性和综合性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过程包括分析和综合两个运作模式。哲学作为一个批判
性和综合性的思维过程，涉及解决困惑、揭示假设、展现预设、
区分重要性、检验立场、纠正扭曲、寻找原因、审视世界观和质
疑概念框架。它还包括消除无知、丰富认识、拓宽经验、开阔视
野、发展想象力、控制情感、探索价值观、通过理性探索修正信
念、建立行为习惯、拓宽思维、综合知识、寻求智慧。



作为一种新世界观的哲学？

•来自印度: Vasudhaiva Kubumbakam –同一个人类大家庭-相同的生
命能量来源；

我认为这种视整个世界为一个大家庭的印度哲学“ vasudhaiva
kutumbakan”来自于裁决经文马哈奥义书(第六章，第72节) ：
“ayan bandhurayam neti ganana laghuchetasan udarachartananam tu
vasudhavia kutumbakam”

翻译如下：“只有小人物才会说: 一个是亲戚，另一个是陌生人，对
于那些生活宽宏大量的人来说，整个世界是一个惺惺相惜的大家
庭”。



哲学可以帮助做出改变

•哲学是一种思维活动，它可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哲学主要是对
智慧的追求。它是对如何利用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来获得我们所重
视的东西的一种批判性的全面探究。哲学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独
特的一种，即使不是最独特的，其独特性也在世界各地的人类生
活中一直并将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定义哲学的独特方式

•如何理解和解释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价值链？

•如何创造真正的知识？

•如何发现什么是可以接受的好，什么是可以拒绝的坏？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如何将心、身、灵、意和物结合起来？

•如何理解自然界、空间、空气、陆地和水？

•如何理解宇宙、天文学和整个世界？

•如何理解愿望、梦想、情绪和感觉？

•其他等等。



两种我们不知道起源的埃塞俄比亚哲学

• 埃塞俄比亚哲学；

• 埃塞俄比亚民族认同（Ethiopiawinet）；

• 埃塞俄比亚民族认同（Ethiopiawinet）创造了埃塞俄比亚主义；

• 埃塞俄比亚主义是泛非主义的起源；

• 埃塞俄比亚哲学是由加拿大的克劳德-萨姆纳（Claude Sumner）撰写的；

• 泽拉 · 雅各布和他的学生瓦尔达 · 海沃特（Walda Heywot）创造的哲学现在

不仅被认为是对埃塞俄比亚的启蒙，而且也被认为是对非洲的启蒙；

• 关于 Hateta是源自西方的，与意大利人卡洛·孔蒂·罗西诺和吉斯托·乌尔比诺
（Carlo Conti Rossino & Guisto d’ Urbino ）有关联的说法不胫而走；

• 但这被克劳德 · 萨姆纳所否认。



非洲哲学

• 来自非洲的哲学包括乌班图和其他诸如 Ujama、 Negritude、泛非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

• 乌班图主张：我是因为你是 ……。多即是一，一即是多。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多样性不是
消极的，它可以是一种财富。它不应该剥夺我们的相似性和统一性……。让我们以谦卑、诚
实、真诚和正直的态度来学习欣赏多样性，以便用无我的道德和情感智慧来庆祝我们的人
性，而不是追求狭隘的自我利益。
任何差异，如肤色，语言，宗教，种姓，种族和所有这些都不会改变或削弱我们的人性。
如果我们知道如何通过不否认我们人类的相似性来欣赏差异性。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人道的、
和平的、文明的世界，拥有关怀和分享的价值观，而不是生活在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
界里，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是为一切定价，不重视一切。狗或马或任何动物可以是黑色或
白色的，但其仍然是狗或马，驴和其他一切……。一个人可以是棕色的，黑色的或者白色的，
但仍然是人……。色彩不能改变人类的基因或性格……那些利用色彩作为商品来买卖人类和物
品的犯罪分子应该认识到他们犯下的巨大悲剧性错误，让一个人类大家庭和平地共享我们
的世界，让它在永恒的时间长河中继续运转。



埃塞俄比亚主义哲学

•欧洲启蒙运动的前身是创造了非洲启蒙运动的埃塞俄比亚哲学。
泽拉·雅各布被认为是非洲启蒙运动的先驱；

•埃塞俄比亚主义主张非洲人的非洲，人类的非洲人，上帝的人类。
那些被剥夺了人性和作为人类崇拜上帝的权利的奴隶，通过回望
埃塞俄比亚主义/哲学，他们在充满着自信和自我价值的肯定中，
寻求作为人和敬奉上帝的权利，实现与上帝的公开的接触，从而
找到内心的慰藉和平静；

• 1829年在美国和1896年在南部非洲，两份《埃塞俄比亚宣言》的
诞生，都表达了作为非洲人的权利以及作为人和敬奉上帝的权利。
世界上，除了埃塞俄比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这种特权、恩
典、机会和认可。



埃塞俄比亚主义哲学

•我们现在要问，今天/如今的埃塞俄比亚人，对埃塞俄比亚在这个
世界上有这种特殊的精神品质有多少了解。那些尚未了解埃塞俄
比亚主义哲学作为解放全世界所有被压迫者的精神源泉的人，现
在是否准备好、开放和愿意学习，甚至更多地运用泛非主义这一
强大的力量，通过增强精神价值和力量，来解决埃塞俄比亚目前
面临的所有问题，更好地应对诸如不平等、失业、腐败、领导力、
治理、制度、机构、服务和价值观的失败等等所有无休止和挥之
不去的现实困难，从而推动埃塞俄比亚走上自信和独立的前进之
路。



埃塞俄比亚主义哲学

•埃塞俄比亚主义是把所有埃塞俄比亚人都团结起来的精神源泉，
以确保他们都相互认同、理解和团结，他们今天拥有的埃塞俄比
亚作为经历过困难时期的全人类的巨大财富，而受到全球赞赏。
今天伤害埃塞俄比亚，无异于破坏埃塞俄比亚给予世界留下的精
神遗产。



埃塞俄比亚主义哲学

•埃塞俄比亚主义的早期迹象可以追溯到16世纪，当时美洲的奴隶
在尼罗河地区埃塞俄比亚帝国应许之地中找到了安慰。

•圣经中对埃塞俄比亚的提及(“埃塞俄比亚”出现了四十多次)为他
们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他们用这种意识形态来提升自己的精神、
政治和文化。到目前为止，“可能是非裔美国人宗教史上被引用
最广泛的诗句”——《诗篇·68:31》: “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
古实人要急忙举手祷告。”



埃塞俄比亚主义哲学

• 这段诗篇被解读为指向黑人种族“诅咒”的终结——非洲人作为人
类被上帝疏远的终结。这曾是欧洲人的一种信仰，在某种程度上，
非洲人也认同这样的信仰。于是，作为在非洲赢得信仰“基督教和
上帝”的方法，埃塞俄比亚主义运动应运而生，并成为“非洲人的
非洲”、“人类的非洲人”、“上帝的人类”运动的先驱，随后的非洲
哲学促使非洲人民团结起来，对抗帝国主义殖民权力；

• 这节经文产生了学者们所称的”根植于《圣经》的泛非解释学” ，
后来成为广泛使用的灵感和合法性的来源，以激励非洲人继续反
对殖民统治的斗争；

•有些人认为，这一预言式诗句的内容在政治层面得到了实现。



埃塞俄比亚主义哲学

•例如，在1792-1800年海地奴隶起义成功之后，有人宣布: “埃塞俄
比亚开始伸出她的手，从奴隶制的深渊走向自由和平等”(《可怕
的历史》，日期暂无)。在美洲和南部非洲，埃塞俄比亚主义运动
首先是在教会管理中的歧视和黑人神职人员因肤色而被彻底边缘
化的一种回应。白人传教士教会的一条不成文的法律是不允许任
命黑人神职人员。这种歧视长期存在于遥远的美洲和南非等地，
这足以说明这种歧视与其说是零星的种族主义症状，不如说是是
一种系统性的做法。



学习资源: 所有年轻人必须知道的知识

• 埃塞俄比亚哲学，第一卷: 《智者之书》，商务印书馆，1974年。

• 埃塞俄比亚哲学，第二卷: 《泽拉·雅各布和沃尔达·赫瓦特（Walda Hewat）
的论述: 文本和作者身份》，商务印书馆，1976年。

• 埃塞俄比亚哲学，第三卷: 《泽拉·雅各布和沃尔达·赫瓦特的论述: 分析》，
商务印书馆，1978年。

• 埃塞俄比亚哲学，第四卷: 《斯坎德斯的生活与理想》，商务印书馆，1974
年。

• 埃塞俄比亚哲学，第五卷: 《菲萨尔格沃斯》，商务印书馆，1976。

• 埃塞俄比亚古典哲学，商务印书馆，1985年



学习资源: 所有年轻人必须知道的知识

• 《非洲哲学的起源: 埃塞俄比亚人的哲学》，斯坦纳·韦拉格·威斯巴登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1986。

• “泽拉 · 亚科布哲学的意义”，《终极现实与意义》， 22(3):172–88, 
1999。

• 埃塞俄比亚哲学对非洲哲学问题意义” ，《非洲哲学视角》，亚的斯
亚贝巴大学，2002年。

• “光与影:泽拉·雅各布和沃尔达·赫瓦特: 17世纪的两位埃塞俄比亚哲学
家” ，载于Wiredu 和 Abraham 编辑的《非洲哲学指南》，2004年。

• “非洲哲学研究洞察: 克劳德 · 萨姆纳对埃塞俄比亚哲学的研究”，《新
政治科学》16.1(1995) ，第95页。



埃塞俄比亚主义哲学

•正如雷蒙德•乔纳斯(Raymond Jonas)所言，非洲战胜世界帝国主义
的决定性胜利，也强化了埃塞俄比亚主义。1896年《埃塞俄比亚
宣言》起源于阿德瓦大捷期间，这一事实也使这一伟大胜利成为
埃塞俄比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埃塞俄比亚运动、阿德瓦大捷、
两份埃塞俄比亚宣言(1829年和1896年)、埃塞尔比亚哲学，现在，
我们可以应用泽拉-雅科布克所采用的推理，与埃塞俄比亚主义哲
学一起表达“非洲人的非洲”、“人类的非洲”、“上帝的人类”的理念。



三种哲学

•世界是一个人类大家庭：Vasudhaiva Kubumbakam

• 乌班图：我是，因为你是

•埃塞俄比亚主义……非洲人的非洲，人类的非洲人，上帝的人类

•他们可以为人类和自然的福祉共同努力，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
美好。

•移除为一切定价的价值观并使用埃塞俄比亚主义，Ubuntu和
Vasudhaiva Kubumbakam以理性为中心的想象力，重视人类和自
然高于一切！！



埃塞俄比亚主义和科学的发展

•非洲人也创造了许多科学发现。来自西方研究大学的天文学家和
工程师们已经证实，在许多重大发明中，记录在案的贡献是由非
洲人做出的。2000年前，坦桑尼亚制造出了碳钢；多贡（Dogons）
在马里的天文观测被康奈尔大学的卡尔·塞加尔（Carl Segall）所验
证；语言，数学体系，建筑，农业和养牛，内陆水路和公海的航
行，医学和通信，书写体系-在所有这些领域非洲人都是发明家！



埃塞俄比亚主义——数学与天文学

•埃塞俄比亚的古代数学（成就）表明，非洲人曾经使用了数学计
算的二进制逻辑，与今天的网络浏览器和其他计算机系统类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OKp9_sSkZg

•阿布·沙克-埃塞俄比亚东正教会的（宗教）圣书；

• 预言了超过9个行星（的存在）；

• 还有分形数学；

•不幸的是，我们无法接触到这本（宗教）圣书；

•我们需要探索它，找出我们有学问和灵性的埃塞俄比亚人是如何
利用启示来促进科学发展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OKp9_sSkZg


埃塞俄比亚主义和大学
•世界上第一所大学诞生于非洲；

•哈耶克 · 斯蒂法诺斯大学（Hayek Stifanos）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
但是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据说是阿尔卡拉乌因大学（ the 
Al Karaouine University），它是公元859年由非洲女性在摩洛哥非
斯创办的第一所大学；

•吉尼斯世界纪录如是解释；

•世界上第二所大学是建于公元969年的非洲爱资哈尔大学（Al 
Azhar University），至今仍然存在；

•在欧洲，博洛尼亚大学于公元1088年成立，它较非洲女性团体在
摩洛哥非斯创办的第一所大学晚了229年。

(http://newafricanmagazine.com/need-africa-centred-innovations-
systems-prof-mammo-muchie



埃塞俄比亚主义的ASKS

•重现埃塞俄比亚人/非洲人民关于非洲的正面数据，以创造创新、
绿色、繁荣、发达和新生的埃塞俄比亚/非洲；

•埃塞俄比亚人/非洲人仍然不知道埃塞俄比亚/非洲对文明的贡献，
因此，这一文明必须被复兴并纳入到教育体系中；

•深度挖掘埃塞俄比亚人/非洲人民(A)的贡献；

•宗教的(S)；

•知识的(K)；

•斗争的(S)；

•最终汇聚成宝贵的ASKS遗产。



埃塞俄比亚主义的回应

•所有非西方科学都是前科学(刘易斯 · 沃尔珀特)；

•他在《科学的非自然性》一书中认为，它们不可能有任何不同；

•他赞同认识论的民族主义；

•他将希腊视为西方科学的摇篮；

•他认为欧洲中心主义将西方科学的起源归功于希腊。



埃塞俄比亚主义的挑战
• 视所有非欧洲文化为原始文化；

• “白人”有义务统治世界；

•白种人的负担；

•西方必定会为促进其他非西方国家文化的发展提供帮助；

•西方国家必定会通过鼓励或强迫其他国家采用西方的方式来帮助
他们成为西方式的国家；

•埃塞尔比亚的现代化已经成为或将被西方化或欧洲化!

•欧洲中心主义的主导地位；

•西方人和非西方人都不承认非西方的科学。



五、የኢትዮጵያኒዝም ፍልስፍና ጥቅም ለአሁኗ 
ኢትዮጵያ (埃塞俄比亚主义哲学之于当代埃塞
俄比亚的意义)
 诞生于埃塞俄比亚的埃塞俄比亚主义

• ኢትዮጵያኒዝም ምንድን ነዉ? (什么是埃塞俄比亚主义？)

• ማን ፈጠረዉ?(谁创造了它?)

• እስከ አሁን እነማንን ጠቅሟል?(时至今日，它使谁受益？）

• ምን ያህል ኢትዮጵያዉያን ስለ ኢትዮጵያኒዝም እናዉቃለን?(埃塞俄比亚人
对埃塞俄比亚主义了解多少呢?)

• አሁንስ ኢትዮጵያኒዝምን ለማወቅ እንፈልጋለን? (时至今日，我们还想了
解埃塞俄比亚主义吗?)

• ከለለን ፍላጎቱ ለመፍጠር እንችላለን (如果不想，我们是否还能找到了
解埃塞俄比亚主义的其他方法吗？)



የኢትዮጵያኒዝም ፍልስፍና ጥቅም ለአሁኗ 
ኢትዮጵያ: መግቢያ(埃塞俄比亚主义哲学之于当
代埃塞俄比亚的意义)
• የኢትዮጵያኒዝም ፈሳልፎች እነማን ናቸዉ?(有哪些埃塞俄比亚主义的哲

学家?)

• ኢትዮጵያኒዝም በዓለም መድረክ ያመጣቸዉ ለዉጦች?(埃塞俄比亚主义

给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 ኢትዮጵያ እና ኢትዮጵያኒዝም(埃塞俄比亚和埃塞俄比亚主义?)

• የኢትዮጵያኒዝም ፍልስፍና ለአዲስ ባህርያዊ ለዉጥ(如何运用埃塞俄比亚

主义哲学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የኢትዮጵያ ቤተክርስቲያን በኬፕ ታዉን(南非
埃塞俄比亚教会)

የኢትዮጵያ ቤተክርስቲያን በኬፕ ታዉን



六、世界各地的埃塞俄比亚主义
在南部非洲:

“这一运动始于19世纪80年代，当时南非传教士开始组建独立的全非洲教会，
如坦布部落教会(1884年)和非洲教会(1889年)。前卫斯理派牧师Mangena 
Mokone 在创立埃塞俄比亚教会时（1892年），是第一个使用该词的人。这
场运动的主要是非洲人对在教会的等级制度中被剥夺了晋升的机会以及种族
歧视的不满所引起的。”

1872-1928年被称为“埃塞俄比亚主义的古典时期，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埃塞
俄比亚发挥了其最大的政治影响力，并在欧洲、美洲和非洲的新闻界得到了
最广泛的关注”；

（Shepperson, G.,“埃塞俄比亚的过去和现在”. Baeta(ed.)，【待考证】《热带非
洲的基督教》，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250页）

教会继续扮演着宗教和政治相结合的角色，直到1912年他们的牧师加入并帮
助建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



在南部非洲

•非洲的神职人员试图通过建立非洲的独立教会来摆脱白人传教士
的束缚。最著名的突破者之一是尼希米亚-蒂勒（Nehemiah Tile），
他于1884年在特拉斯凯（Traskei）建立了坦布教会（Tembu 
Church），在19世纪90年代的埃塞俄比亚运动的背景下，那场政
治运动最终导致了我们组织的形成。

(纳尔逊 · 曼德拉)



在前英国殖民地

•埃塞俄比亚主义是一种非洲-大西洋文学-宗教传统，产生于18世
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殖民地的非洲人共同的政治和宗教经历。
埃塞俄比亚主义从历史角度将非洲与古代古典时代联系在一起，
对当时流行的观点，即在19世纪中期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非洲
大陆没有历史，提出了挑战。

•埃塞俄比亚主义的支持者认为，这个非洲国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连续文明之一，并认为一些有组织的宗教节日、庄严的集会和其
他形式的崇拜的最初的例子是在埃塞俄比亚发展起来的。到了19
世纪，埃塞俄比亚成为非洲人统治的为数不多的民族国家之一时，
许多有非洲血统的人都接受了这一说法，认为这是黑人自我统治
能力的证据。



在美国

美国的“埃塞俄比亚”传统表现在奴隶的叙述、奴隶传教士的

劝诫、南方黑人文化的歌曲和民间传说以及城市精英的布道

和政治宣传册上。在后一种情况下，埃塞俄比亚主义往往包

涵了黑人民族主义和泛非层面的内容，要求通过实际或寓言

式的“回到非洲”运动与非洲大陆建立联系。黑人作家用“埃塞

俄比亚主义”一词是指《圣经》中一段鼓舞人心的话: “埃及的

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实人要急忙举手祷告。”(诗篇， 68:31)。



在美国

•有些人认为，这节经文预言了非洲将“很快”经
历伟大的政治、工业和经济复兴。另一些人则
将这节经文解释为，有朝一日，非洲人将统治
世界。



在非洲的其他地方

19世纪90年代，从西非到东非的利比里亚，非洲大陆

上出现了新的独立的非洲基督教教会。

在尼日利亚，1888年成立了本土浸礼会，1891年成立

了英国圣公会非洲本土联合教会，1917年成立了非洲

卫理联合公会。其他从埃塞俄比亚主义运动中衍生的

教会包括1887年成立的喀麦隆本土浸礼会，以及1898

年在加纳成立的本土浸礼会。



是谁接受了埃塞俄比亚主义？
尽管他们对其具体含义往往有很大的分歧, 19世纪和20世纪

的泛非主义者包括:  

马丁·德拉尼（Martin R. Delany）

亨利·海兰德·加尼特（Henry Highland Garnet）

詹姆斯·霍利（James T. Holly）

亚历山大·克鲁梅尔牧师（Reverend Alexander Crummell）

弗朗西斯·艾伦·沃特金斯（Francis Ellen Watkins）

杜波依斯（W.E.B. DuBois）

保罗·劳伦斯·邓巴（Paul Lawrence Dunbar）

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

利比里亚的爱德华-布莱登（Edward W. Blyden）

和加纳的卡塞利-海福（J.E. Casely-Hayford）



反殖民主义时期的埃塞俄比亚主义

宗教独立被认为是政治独立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从美

国访问南非的非洲卫理公会圣公会主教亨利 · 麦克尼

尔 · 特纳)

“到了20世纪初，埃塞俄比亚主义在非洲反殖民主义活

动家中兴起，成为挑战殖民统治的一种微妙方法，它

将基督教和世俗民族主义传统结合起来，促进非洲在

没有欧洲指导的情况下进行组织建设的能力。”



继续发挥作用的埃塞俄比亚主义

- 在1906年的祖鲁起义中: 1906年反对日益严重的种族隔离的
班巴塔起义，就有埃塞俄比亚运动的领导人参与；

- 在1915年由独立的普罗维登斯工业使团的发起人约翰·詹姆
士威（John Chilembwe）领导的尼亚萨兰起义中;

- 埃塞俄比亚主义似乎一直流行到在殖民统治的最后几年，
1957年，非洲肯尼亚基督教会从一个前英国圣公会教派中
诞生;

- 埃塞俄比亚主义是一场更广泛运动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场运动通过宣传“非洲人的非洲”的口号，最终导致了非洲
国家的独立！！！



埃塞俄比亚的解放

凯斯利-海福德的小说《埃塞俄比亚的解放》是非洲人创作的最早
的英文小说之一。它被认为是最早的泛非洲的故事；

•它依赖于哲学辩论，并参考了当代非洲事件和古代非洲历史；

•并为探讨非洲人的身份和争取解放的斗争提供了一个背景。

(埃塞俄比亚的解放，种族解放研究，(1911)。重印于伦敦: 弗兰
克 · 卡斯，1969)。



埃塞俄比亚主义的主要特征

1. 泛非主义的前身；

2. 源于宗教，但终于政治；

3. 将教会独立政治与反抗殖民统治结合起来；

4. 为非州人国民大会等运动提供了创始思想；

5. 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殖民独立时期，还被人们继续使用。



埃塞俄比亚主义的特征
- 尊严，骄傲，自我价值；

- 自力更生，独立和自由；

- 反压迫的抵抗、斗争和解放；

- 非洲人的非洲；

- 非洲性是第一位的，而不是种族，不是部落，不是地区，不是宗
教，不是语言；

- 通过反对宣称上帝是白人或者任何其他埃塞俄比亚人强烈抗议并
愿为之献身的关于上帝的主张，将非洲解放的印象与精神连接起
来；

- 反对基督教传教士贬低非洲人，反对人类学家放大非洲人之间差
异的做法。



埃塞俄比亚主义与今天的关联

1. “非洲人的非洲”项目的认同有待实现；

2.埃塞俄比亚主义仍然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3.我们回顾埃塞俄比亚主义，是为了推进“非洲人的非洲”项目、使
命、愿景和目标；

4.非洲正式摆脱了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

5.但它仍然没有完全达到后殖民时代状态；



埃塞俄比亚主义与今天的关联

6.它的全部作用仍待得到充分发挥；

7. 它仍然有可能被重新渗透；

8.需要反驳的是，在早期基督教牧师寻求摆脱种族主义神学压迫的
过程中；

9.拒绝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主导的认识论特权；

10.促进认知美德和正义。



阿德瓦大捷造就了埃塞俄比亚的特殊性

• “1896年在阿德瓦战胜意大利后，埃塞俄比亚作为唯一幸
存的非洲国家，在非洲人眼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阿桑特(S.K.B. Asante), 在他的《西非的埃塞俄比亚主义》研
究中如是说



为所有被压迫者的埃塞俄比亚主义

• 虽然埃塞俄比亚主义起源于宗教运动，但它在确立非洲内外非洲
人后裔的解放要求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埃塞俄比亚主义认为非洲
的历史、文明和文化是欧洲文化和骄傲的发源地。

•在与那些组成埃塞俄比亚教会的人讨论了“埃塞俄比亚这个名称
的更广泛含义之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根据预言，它字面意思
指的是所有非欧洲人。”

(格伦达·克鲁斯Glenda  Kruss, 论文, 1985)



埃塞俄比亚主义之于非洲文化和文明的涵意

•埃塞俄比亚主义涉及到对非洲文化的历史和价值的认识；

•非洲的历史和文化成为自豪的源泉，强调光荣的非洲国王和帝国，
以及普遍认为非洲文化和文明是欧洲文化的发源地；

(格伦达·克鲁斯)

•埃塞俄比亚领导人的政治抱负在驱逐欧洲人，消除非洲大陆上的
奴隶制的过程中，为自身的崛起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

(格伦达·克鲁斯)



两份宣言

•《埃塞俄比亚宣言》(1829年)由奴隶传教士罗伯特 · 亚历山大 · 杨，
为捍卫黑人在普世自由中的权利而撰写。

•《埃塞俄比亚宣言》(1829) : 杨向黑人和白人都发表演说。他将非
裔移民定义为埃塞俄比亚人。他告诉埃塞俄比亚人们，他们只享
有少数与生俱来的权利，因为有些是被奴役了。



1829年的《埃塞俄比亚宣言》

•他给埃塞俄比亚人和所有的奴隶写信，希望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受
到的虐待。杨质问他的肤色在使他有资格接受上帝的恩赐上是如
何发挥作用的。为什么白皮肤的人被认为更有资格接受上帝的恩
赐。他主张每个人都有自由，因为这是上帝给予每个人的，而不
是凡人给予的。



1829年的《埃塞俄比亚宣言》

•当他对白人演说时，他指责他们剥夺了奴隶的权利，并且让他们
知道，不论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如何，在上帝的眼里，他们将
在天堂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他自认是非洲的后裔，并说所有
黑人之间都有联系。他说，黑人妇女，男人和儿童有着同样的遗
产，因为诗篇68:31继续说，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实人要
急忙举手祷告。



1896年的《埃塞俄比亚宣言》

• 1896年9月，在取得决定性的阿德瓦大捷5个月后的一份宣言中，
埃塞俄比亚主义被视为成一种宗教。

•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将非洲种族和各种教派的基督徒联合起来，为
非洲人民成为非洲基督教国家的那一天而努力和祈祷。



1896年的《埃塞俄比亚宣言》

•要求通过基督教和合法的方法，平等承认和赋予非洲人民和盟国
人民享有欧洲人一致的权利和特权；

•将欧洲和美国人民对非洲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记录在案，并敦促
那些希望在上帝审判日洗刷掉沾染非洲人鲜血的基督徒作出赔偿；

• 坚定不移地奉行非洲人的非洲的政策，并通过祈祷和团结一致的
努力，惠蒙上帝以自己的时间和方式，来寻求和加快非洲基督教
国家的形成；

•即使在他们已适应了西方宗教和文化形式——基督教和文明之后
埃塞俄比亚人依然面对着不平等的问题，也在各个层面上抗议对
他们的排斥，并主张非洲人与欧洲人一样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



第一次非洲解放运动背后的埃塞俄比亚主义
•非洲领袖对非洲政治权力、经济福祉和社会稳定受到侵蚀的情况
作出了反应，建立了专门针对非洲人的独立机构；

•在瓜分非洲的时期，1896年的阿德瓦大捷，彰显了非洲抵抗运动
的历史。因此，它成为埃塞俄比亚人对泛非主义和非洲复兴的关
键成就之一；

•第一次解放运动，非洲人国民大会(ANC)是由前总统曼德拉所尊崇
的唯心论和埃塞俄比亚主义基础上形成的: “埃塞俄比亚运动的基
本原则是自我价值、自力更生和自由。这些信条像磁铁一样，把
埃塞俄比亚主义的拥护者吸引到这场不断壮大的政治运动中。这
场政治运动最终在1912年以非国大的建立达到顶峰。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非国大将我们组织形成的源头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的埃
塞俄比亚运动。

(纳尔逊 · 曼德拉，自由的南非埃塞俄比亚教会上的演讲)



善用教会事务的盲区以寻求自由和解放

• “到20世纪初，埃塞俄比亚主义在非洲反殖民主义活动家中兴起，
成为一种挑战殖民统治的巧妙手段，它将基督教和世俗民族主义
传统结合起来，宣扬非洲在没有欧洲指导的情况下具有建立组织
能力的理念。”

• 19世纪90年代，前往南非的非裔美国教会人士抵达时，一些非洲
基督徒正在建立自己的教会。这场独立的教会运动被称为“埃塞俄
比亚主义”。

•埃塞俄比亚主义成为一个通用术语，用来描述黑人为改善其宗教、
教育和政治社会地位所做的一系列努力。



作为精神食粮的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为世界反殖民运动提供了，为泛非主义奠定了基础；

•正如开头所解释的那样，时至今日，它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
主义的，你能相信吗？

•因此，埃塞俄比亚主义可以重振，也能为非洲的复兴提供公共利
益的精神食粮；

•从分裂到统一，再到复兴，才是当今真正的挑战。



具体例子: 海地和埃塞俄比亚

• 1904年，海地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了独立100周年
庆典；

•一支由埃塞俄比亚人组成的光荣卫队自愿参加；

•他们发射了几发步枪子弹；

•高喊着口号: 海地万岁! 美洲的埃塞俄比亚万岁！

• 贝尼托·西尔万(benito Sylvain)获得了梅内利克陛下 (Emperor 
Menelik)的准许，参加了庆典；

•西尔万代表埃塞俄比亚和海地参加了1900年的泛非大会。



具体例子: 南非和埃塞俄比亚

•非国大将埃塞俄比亚主义作为其创立的意识形态；

•教会以埃塞俄比亚主义抗议种族主义神学；

• 约翰·兰加拉比雷尔·杜贝（John Langalabilele Dube），非国大第一
任牧师和第一任领导人；

•即使是今天的领导人，如马迪巴（Madiba）和塔博·姆贝基
（Thabo Mbeki），也记得他们解放运动的埃塞俄比亚渊源；

•塔博-姆贝基对世界媒体如何报道阿德瓦大捷做了出色的研究，就
非洲阿德瓦战役的伟大胜利120年做了精彩的演讲；

• 针对阿德瓦大捷，欧洲人公开抱怨称，非洲已经将欧洲殖民化了！



具体例子:阿德瓦大捷之于非洲的意义

•阿德瓦大捷使非洲成为胜利者而不是受害者 (塔博·姆贝基) ；

•阿德瓦大捷改变了埃塞俄比亚和欧洲之间的关系；

• 1896-1906年，海地人贝尼托 · 西尔万等泛非知识分子4次访问埃
塞俄比亚；

• 1903-1904年，古巴裔美国人威廉 · H · 埃利斯两次访问埃塞俄比
亚，提出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和重新安置非裔美国人的计划；

• 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将阿德瓦战役的抵抗精神融入到他
的《国家黑色赞歌》中，使埃塞俄比亚永垂不朽。



永存于世的阿德瓦大捷

•埃塞俄比亚主义的精神价值为泛非主义奠定了基础，使所有非洲
人团结起来与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作斗争，因此，埃塞俄比亚主
义作为泛非主义的基础 (自我价值等)也需要同样的价值，以实现
今天非洲的复兴，使非洲在21世纪成为一个独立、强大和自豪的
领导者，而不仅仅是前殖民国家的追随者。因此，让阿德瓦大捷
永存于世，通过传承阿德瓦大捷的精神消除非洲的分裂，充分实
现非洲大陆的团结。

•阿德瓦大捷必然继续推动埃塞俄比亚主义作为非洲和世界上所有
被压迫人民的精神哲学获得新的突破和发展。



埃塞俄比亚主义哲学的统一体系

•古生物学的结论: 人类的起源；

•知识遗产: 所有科学、数学、天文学和第一大学；

•哲学遗产: 精神的，人性的，相互联系的，乌班图式的，真理与
正义的；

•精神遗产: 埃塞俄比亚向上帝伸出双手！

•斗争遗产: 对抗欧洲瓜分非洲的决定性胜利；

•以及一种新的逻辑中心主义的想象，消除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暴
力和恶习！



七、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

•斗争遗产: 战胜帝国主义的阿德瓦大捷；

•埃塞俄比亚保持独立是公共利益的精神食粮；

•埃塞俄比亚主义是向被压迫的非洲人和全球人类免费提供尊严和
自豪感的真正表现；

•埃塞俄比亚现在仍然是一个值得珍视的榜样；

•埃塞俄比亚主义通过ASKS（参见57页）挑战了欧洲为中心的科学；

•当面对外国入侵，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埃塞俄比亚将继续树立
毫不犹豫地进行抵抗的榜样；

•埃塞俄比亚的存在对于当前的统一和复兴的认同感都至关重要。



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

•目前生活在被称为埃塞俄比亚的所有埃塞俄比亚人必须认识到，
他们有幸与埃塞俄比亚有联系；

•他们都必须知道埃塞俄比亚不只是现在这个国家；

•他们必须永远珍惜作为埃塞俄比亚人的荣誉；

•他们至少可以团结起来，学习对话的文化，让埃塞俄比亚在永远
活在永恒的时间之河中。



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

• 伤害埃塞俄比亚就等于是伤害整个非洲世界；

•埃塞俄比亚必须继续生存下去；

•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埃塞尔比亚人的埃塞俄比亚永
生阵线(le zelealenm tinur Ginbar) ;

•并创造一种以和平和对话为基础的文化，努力重新构想和促进创
新，使埃塞俄比亚摆脱贫困的状况。



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

•埃塞俄比亚主义是泛非主义和非洲复兴的统一；

•埃塞俄比亚是创建非洲统一复兴的中心，它以逻辑为中心而非经
济为中心的特征；

•其遗产价值是一种将能永远提供精神力量的资源；

•所有知识的课程必须充分认识到埃塞俄比亚的精神、斗争和教育
的丰富遗产和起源。



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

•埃塞俄比亚主义和埃塞俄比亚主义者在1897年从流散之地组建了
非洲协会。泛非大会(1900年)由西尔维斯特 · 威廉姆斯(Sylvester 
Williams)创立，他在1896年前后与梅内利克陛下有过直接的联系；

•事实上，梅内利克陛下被任命为第一届泛非大会的名誉主席。



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

•埃塞俄比亚应该有真正高质量的领导，在可行和商定的治理原则
基础上，建立、规划、管理和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以完全的诚
实、诚恳、正直和谦逊的道德、情感、社会和心理以及智力为基
础，这将改变非洲的命运！

• 诚实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不应服务那些看重自己利益的人的口袋。

•埃塞俄比亚值得拥有的只有尊重公民的公民，而不是有种族偏见
的公民。



八、结语

•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是我们正在创造的地方。
通往未来的道路不是被发现而是被创造出来的，而创造
这一切的活动既改变了创造者，也改变了通往未来的终
点。” 

(约翰·沙尔)

•如果现在不统一，何时统一呢？

•永远不要不团结和种族分裂，现在团结起来，直到永远！

•埃塞俄比亚将永存于世，阿门，阿门！！！



结语

• 让我们利用知识，而不是政治，为埃塞俄比亚人民和埃塞俄比亚
服务，通过学会同意不同意的客观事实，重新学习和重新寻求一
致；

•任何政治都不应为任何杀戮辩护！广阔的对话文化，团结起来，
解决所有问题，没有人挨饿，没有人乞讨，没有人无家可归，没
有人口渴；

•最好永远不要看到任何人受到伤害，更不要说我们的埃塞俄比亚/
非洲的兄弟姐妹；

• 让我们学会行动，做人和做事，而不是说，狡辩和争斗；

•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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