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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建设综览】 

精彩纷呈，良好开端 

——俄罗斯研究中心 2015 年第一季度工作综述 

 

 

俄罗斯研究中心秉承推进学术研究、加强智力服务的理念，积极呼应时代命题，通过增

强与国际学术界多方位联系及时汇聚学术与时局动态，撰写高质量切合现实需要的政策分

析；在学术研究中更加严谨勤勉，涌现一批高水准译著与专著。我中心在本季度的工作多样

性与高质量并重，为 2015 年度接下来的工作奠定了良好开端。 

 

学术碰撞，智慧启迪 

本季度我中心既邀请重要专家来访讲座，中心研究人员也积极参加国内外讲座、国际会

议等学术交流活动。这些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了与中外各领域学者交流。 

冯绍雷教授于 1 月 28 日，应上海图书馆邀请，于上海图书馆讲座厅作了题为“莫斯科

是否冬去春来：关于俄罗斯前景的国际争论”的大型宏观信息系列讲座；2 月 25 日至 26 日，

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和全球化研究中心的邀请，前往参加“乌克兰危机之后的国际走向”

国际研讨会。 

杨成副教授于 3 月 9 日访问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以“China’s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nitiative: Background, Performance and Prospect”为题作主旨发言，与该校副校长 Nick Kaye

等学者座谈；3 月 16 日至 17 日，参加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中心主办的主题为“Emergent 

Trends on the China - Russia Border”的国际会议，作“ Is Regions’ Developmental 

Para-Diplomacy Still Viable? The Case of Russian Volga Federal District and China’s Yangtze 

River Region”的发言，并作为主嘉宾参与了第二阶段的圆桌会议讨论。 

张昕老师于 1 月 22 日，参加了复旦大学金砖中心、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亚研究

所联合举办的“西方制裁俄罗斯及其对金砖合作的影响”研讨会。 

Alexander Libman 研究员于 2 月 3 日，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芬兰银行转型经济研究所

举办的学术研讨会；2 月 26 日，参加了乔治华盛顿大学举办的主题为“Central Asia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The Global Picture and Country Perspectives”的会议。 

陈建华教授于 1 月 10 日，在首都师范大学作关于俄罗斯文学的学术讲座。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研究中心主任李国富教授于 1 月 12 日，应俄罗斯研究中心邀

请，作了一场题为“伊朗在中东战略地位与中伊关系”的精彩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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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成果，陆续推出  

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副主任杨成副教授参与撰写的英文著作 Eurasian 

Integration – The View from Within 由国际社会科学领域知名出版社劳特利奇（Routledge）于

2015 年初出版，体现出我中心在欧亚一体化研究方面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潘兴明教授的著作《东南亚战场》与译作《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出版，在学

界引起积极反响，出版信息被广泛报道。 

刘军教授与毕洪业副教授合作著作《俄欧关系与中国欧亚战略》于 1 月由时事出版社出

版，该著作为刘军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未来十年俄欧关系的发

展与中国的欧亚地区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1JJDGJW008）的最终研究成果。 

 

项目研究，成效显著 

冯绍雷教授的文章“2014 年之后的俄罗斯”发表在《俄罗斯研究》2014 年第 6 期，该

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冷战后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思想

谱系”（项目批准号：11JJDGJW003）的阶段性成果，以及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俄国通史》（六卷本）”（项目批准号：11&ZD134）的阶段性成果。 

杨成副教授的文章“‘黑天鹅效应’与乌克兰危机演化的可能情境”于 3 月 1 日发表在

《世界知识》杂志上。 

张昕老师与俄罗斯学者合作，在俄罗斯重要国际事务刊物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上发

表俄语论文“Чего хочет Азия? Потребление, наращивание взаимосвязей, капитал и талант”。 

林精华教授的文章“后苏联俄罗斯文学研究纲论”于 2 月 10 日在《俄罗斯学刊》发表。 

周尚文教授的文章“列宁新经济思想的历史价值及其局限”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1 期发表。 

肖辉忠老师的文章“土地私有化以及流转问题研究”发表在《俄罗斯研究》2015 年第 1

期上。 

 

媒体互动，服务社会 

本季度，中心成员广泛接受具有社会公信力的媒体采访，就“一路一带”、“乌克兰危

机”、“亚投行”等国际热点问题发表看法，分析国际形势，为国家建设献策献智，推动民

众对国际公共事务的理解与支持。 

主要的媒体互动如下： 

冯绍雷教授于 3 月 6 日在观察者网发表了题为“普京与反对派——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文章；3 月 14 日，参加东方卫视《环球交叉点》节目“乌克兰问题来源于 1975 年埋下的隐

患”，并发表观点。 

杨成副教授于 1 月 3 日，参加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栏目“卢布危机，中国该不该出

手俄罗斯”；1 月 4 日，接受上海电视台英文频道采访，谈国际油价下跌对俄罗斯经济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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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1 月 7 日，接受新华社参编部采访，就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中俄合作议程问题发表意见；

接受云南卫视《新视野》节目采访，谈俄反危机方案实施原因及其前景；2 月 10 日，接受

央广国际电话采访，谈诺曼底四方明斯克会晤的可能成果及乌克兰危机的前景；2 月 16 日，

接受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节目电话采访，谈中俄一体化能源合作的意义及烈士遗骸寻访

和回迁之于中俄关系和地区局势演变的意义。 

张昕老师于 2 月在《文化纵横》上发表了题为“俄罗斯的再政治化：从‘苏尔科夫模式’

到‘普京原则’”的文章；3 月 3 日在澎湃新闻上发表题为“涅姆佐夫遇刺事件背后：俄

罗斯自由派的兴衰史”的文章；3 月 5 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就如何通过能源部门

的合作加强中俄关系发表了看法；3 月 9 日在《亚洲财经》发表了题为“中美俄三大‘丝

路’计划”的文章；3 月 13 日，参加了第一财经《财经夜行线》节目，对英国宣布加入亚

投行发表了评论；3 月 24 日，接受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卫星新闻网”的采访，就美国是否

加入亚投行的问题发表了评论；3 月 26 日，接受俄罗斯卫星新闻网采访，就博鳌亚洲论坛

发表看法。 

 

【基地建设亮点】 

冯绍雷、杨成参与撰写的英文著作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 

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副主任杨成副教授

参与撰写的英文著作 Eurasian Integration – The View from 

Within 由国际社会科学领域知名出版社劳特利奇

（Routledge）于 2015 年初出版。该书由加拿大卡尔顿大学

治理与公共政策中心主任皮特·杜特科维茨（Piotr 

Dutkiewicz）教授和肯特大学理查德·萨科瓦（Richard 

Sakwa）教授担任主编，我中心冯绍雷教授与其他四位国际

专家学者担任顾问编辑，受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基金会

资助。 

本书邀请了俄罗斯、英国、加拿大、哈萨克斯坦、中

国等国专家学者围绕欧亚区域内经济与安全的制度化联系

展开讨论，认真审视了“欧亚”概念与欧亚主义遗产，详细讨论欧亚经济联盟实施，中国与

欧亚地区关系、大亚洲与欧盟关系。冯绍雷教授撰写了本书第 15 章“The Historic Development 

of Eurasia’s Regional Structure”，杨成副教授撰写了本书第 17 章“The Eurasian Moment in 

Global Politic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reat Power Strategies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 

本书是欧亚一体化研究领域集国际学术智慧之大成之书，本书的出版及时更新了国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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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该领域研究动态，为该领域学术和智库研究提供宝贵材料，同时也搭建了深度国际学术合

作的平台，促成高质量国际学术共同体的生成。 

 

潘兴明教授重要著作与译著出版 

俄罗斯研究中心潘兴明教授专著《东南亚战场》是由著名历

史学教授钱乘旦先生和庞绍堂先生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

场丛书”里的一种。可以说，在关于二战的历史书中，本书是一

部兼顾学术性和可读性的难得的佳作。本书所属的“第二次世界

大战战场丛书”已纳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简介】本书描叙了二战中自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始，直到蒙

巴顿上将接受东南亚日本军队投降止的东南亚战场上发生的战

争史实。全书史料翔实，描写生动，对著名的新加坡战役、东瓜

战役、英帕尔战役和腾冲战役等大型战役作了绘声绘色的描写，生动地展现了英美军人和中

国军人在东南亚战场上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形象；同时，精辟分析了双方军队的战略战术

和其他战场战局对东南亚战场的影响。 

 

潘兴明教授译作《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出

版的消息被包括人民网在内的多家新闻媒体报道。戈尔巴

乔夫在本书中详细叙述了他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

契尔年科、叶利钦等风云人物之间的交往和恩怨。作者对

一生的总结性回顾以及大量首次曝光的珍贵图片，使本书

成为研究苏联政治最可靠的一手资料。 

【简介】在《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戈尔巴

乔夫以坦诚的笔触回顾了如何从高加索地区的农民儿子

成长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励志传奇，真情叙述了自己的私

人生活和情感经历，披露了苏联解体前后不为人知的内

幕。在苏联解体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再次对新思维、公

开化、戈式改革、八一九事件、苏联解体等政治事件进行

了睿智而成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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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副教授应邀访问剑桥大学 

蒙古与内亚研究中心并开展课题合作 

2015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24 日，俄罗斯研究中

心杨成副教授受邀赴英国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

中心访问。杨成副教授是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中

心的“崛起大国相遇之处：中国和俄罗斯的北亚边境”

合作者，该项目是剑桥大学 Caroline Humphrey 教授

所主持的为期三年的研究项目，由 ESRC（英国经济

社会化研究基金会）资助（2012-2015）。19 位来自

英国、俄国、中国、蒙古、法国、匈牙利和丹麦等国

家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加入该项目，其中包

括国际知名学者 Uradyn Bulag 教授。该项目旨在研

究 1991 年以来中俄两国不同的政治经济体系及其发

展轨迹。由于两国对主权的行使完全直抵彼此边境地

区，提供了比较两国处理经济发展、法治、公民权利、

移民以及不平等问题的绝佳观察点。2 月 27 日，杨成副教授与 Caroline Humphrey 教授就中

俄跨境跨地区合作问题举行对话，商议后续研究项目合作事宜。 

在访问期间，参加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中心主办的主题为“Emergent Trends on the 

China - Russia Border”的国际会议，作“Is Regions’Developmental Para-Diplomacy Still Viable? 

The Case of Russian Volga Federal District and China’s Yangtze River Region”的发言，并作

为主嘉宾参与了第二阶段的圆桌会议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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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学术活动】 

冯绍雷教授应邀前往新加坡参加 

“乌克兰危机之后的国际走向”国际研讨会 

2015 年 2 月 25 日至 26 日，冯绍雷教授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和全球化研究中心的邀

请，前往参加“乌克兰危机之后的国际走向”国际研讨会，来自美国、欧洲、中国和新加坡

各高校智库的三十余名知名学者与会。 

本次会议的突出特点在于，汇集了国际关系理论、乌克兰形势走向、以及大国关系这三

个角度，将理论和当前实务相结合，并对今后我国周边环境与国际走势进行了深入探讨。 

会议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所提出的一系列有关范畴，既有对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

修正，同时也对深入思考和理解国际变局有着重要启示。这一角度的探讨，也符合我中心多

年来所主张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当前事务相结合的学术思路。 

会议对于当前国际事态观点的深入交换，乃是今年周边态势研究的一次序幕式预演。冯

绍雷教授向大会提交了“乌克兰危机中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和相关理论问题”的论文，并做

了大会发言。 

 

冯绍雷教授在上海图书馆作 

“莫斯科是否冬去春来：关于俄罗斯前景的国际争论”讲座 

2015 年 1 月 28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应上海图书馆邀请，于上海图书馆讲座厅作了

题为“莫斯科是否冬去春来：关于俄罗斯前

景的国际争论”的大型宏观信息讲座。讲座

围绕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在面临着严峻

的国内外形势下是否能够转危为安这个问

题展开。 

冯教授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否有

效入手，分析了西方制裁对俄罗斯国内金融

业、能源领域、军工领域等方面的影响，认

为西方制裁虽然对俄罗斯造成了巨大打 

击，但是其最终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在分析了西方制裁的影响之后，针对关于乌克兰危

机何时结束的问题，冯教授进一步分析到，金融危机之后发挥主导作用的德国在此次危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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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美国合作，共同打压俄罗斯是此次危机难以化解的原因之一；然而页岩气革命的兴起

使得美国在此次危机中更是如虎添翼，或许使得俄美关系成为了解决此次危机的最终轴点，

因此危机的解决最终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俄之间关系的走向。与此同时，普京作为有领袖

权威的领导人，在带领俄罗斯走出危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研究中心主任李国富来访讲座 

2015 年 1 月 12 日，中国国际问题

研究所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国

富教授来访我院，在理科大楼 A404 室

作了一场题为“伊朗在中东战略地位与

中伊关系”的精彩报告，中心主任冯绍

雷教授出席并致辞，刘军教授、王海燕

副研究员、王铁军副教授、孙溯源副研

究员、阎德学老师、郑润宇老师共同出

席。讲座由张昕老师主持。 

讲座分为四个部分：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地区动乱的深层次原因；伊核问题现状和前景

及中伊关系未来走向。 

李国富，1980 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曾任驻洛杉矶总领馆一秘；现任中国国际问

题研究所中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与阿拉伯友好协会理事，中国中东协会常务理事；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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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5 年度项目申报沙龙举行 

201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申报在即，为帮助青年教师提高申报质量，   

1 月 19 日，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项目申报沙龙在理科大楼 A404 会议室顺利举行。潘

兴明教授、刘军教授、王铁军副教授、王海燕副教授以及部分青年教师参加了此次活动。

 

此次沙龙由国关院副院长刘军教授主持。准备进行申报的青年教师依次介绍了待申报项

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并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选题思路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释。在座的与

会专家们就各位青年教师的选题汇报进行了认真讨论，客观分析了优势与不足，并从项目名

称的确定、同类选题的考证、研究现状与研究重点的突出、参考文献的呈列等方面提出了许

多建设性意见。 

参加此次活动的青年教师们表示受益匪浅，会认真吸取专家们的意见，继续修订、优化

申报方案，努力提高科研项目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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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重大项目】 
俄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冷战后俄

罗斯政治精英的思想谱系”（项目批准号：11JJDGJW003）的阶段性成果，以及作者主持

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国通史》（六卷本）”（项目批准号：11&ZD134）的阶段

性成果“2014 年之后的俄罗斯”发表在《俄罗斯研究》2014 年第 6 期。 

【摘要】2014 年，俄罗斯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乌克兰危机以及西方的制裁，

成了俄罗斯外部环境的主要背景；能源价格下降、卢布危机则对俄罗斯的内部环境带来了相

当影响。乌克兰危机是关键。这场危机所引发的，不仅仅是一场国家间、地区间的冲突，而

且，也事关当今世界事务中一系列关键性问题的重新认识。其中所涉及的观念性问题，包括

如何来重新看待诸如文明冲突、地缘政治、国内与国外事务中的合法性、区域进程与大国关

系、和平时期的军事联盟、大国间的缓冲地区，乃至国际权力转移进程的长期态势等等问题。

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足以搅动今后相当长时间的国际变局和各个层面的纷争。从危机过

程的视角来看，乌克兰危机在国际关系史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在于，从 2008 年开始的国际

金融危机一直到 2014 年乌克兰危机所发生的这一时段，事实上，意味着全球国际关系已经

开始进入冷战后时期的“第二个阶段”。乌克兰事件，乃是伴随着整个国际权力转移的关键

时段，在关键的国际角色之间发生的一场关键性的危机。 

 

俄罗斯研究中心刘军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未来十年俄欧关

系的发展与中国的欧亚地区战略研究 ”（项目编号：

11JJDGJW008）的最终研究成果《俄欧关系与中国欧亚战略》成

书。本书主要是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亚研究中心毕洪业副教授共

同完成，由时事出版社 2015 年 1 月出版。 

【摘要】刘军、毕洪业合著的《俄欧关系与中国欧亚战略》

讲述了乌克兰危机以来，俄欧关系再度陷入低谷，这必然要求中国从战略角度出发思考中国

未来在欧亚大陆的战略地位与角色。未来俄欧关系发展的不同状态会迫使中国欧亚战略做出

相应的调整，俄欧关系的合作与竞争、对抗、准联盟及完全一体化等不同的状态会使中国欧

亚战略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国的欧亚战略要在处理好与俄罗斯、欧盟关系的基础上，对外争

取发展空间，坚持和平崛起，对内进一步深化改革，立足欧亚大陆，避免战略碰撞，借助“一

带一路”大战略实现在建党百年完成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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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副教授所承接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受国际学术界肯

定。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上海合

作组织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GJW011）的阶段性成果“The Shanghai 

Spirit and SCO Mechanisms: Beyond Geopolitics”近期收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肯定。该论文

是应瑞典中亚研究项目特约撰写的，被 Michael Fredholm 主编的集体专著《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Eurasian Geopolitics: New Directions, Perspectives, and 

Challenges》收录（由挪威亚洲研究所出版社于 2013 年出版）的论文。 

美国奥多明尼昂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大学 Jersild Austin 博士为中亚研究国

际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期刊 Central Asian Survey 撰写的书评（Dec 2014, Vol. 33 Issue 4, 

pp.569-570.）中特意提及被收录入书的本文，称“中国对‘上海精神’这一被杨成表述成作

为‘超越地缘政治’的新的合作观（a new form of cooperative sentiment ‘beyond geopolitics’）

和‘超越传统国际关系模式的替代性构想’（‘alternative concept beyond traditional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热情，流露出中国对其新权力的渴望”。这也是这部共 17篇论

文 22名作者中被直接引用点评的 9名作者之一，两个核心观点获得评价的 2篇论文 3名作

者之一。 

保加利亚学者 Zornitza Grekova-Stefanova 博士为亚洲新著网撰写的书评中同样对本文

给予了高度关注，是第二部分 8篇论文中被点评的 2 篇之一，称本文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变成

了一个“日益成熟的多边、多功能的地区性国际组织”，这一事实已经引起了国际，首先是

西方决策者的注意（the Western policy-makers’ attention）。评论者注意到本文将上海合作组

织研究文献分为四类范式的贡献，称本文通过对非物质因素如国际体系转型和范式转移等揭

示了“上海精神”对上海合作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Zornitza 强调本文的重要性还在于

重点介绍了上合组织及其成员国之间、中亚国家地区身份之间、体制安全和威胁以及小国与

大国行为逻辑等方面的差异。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Australian Catholic University）教授 Emilian Kavalski 认为包含本

文在内的专著以系统、动态和语境化的分析，尤其是对北京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坚持及对地区

安全的承诺等精神因素对当前西方主流的对上合组织的解释——“亚洲北约”、“包含核大

国的欧佩克”、“独裁者联盟”等构成了挑战。因评论者通篇没有点明具体章节，且这些观

点都是杨成论文的核心观点，因而这种整体评价事实上也涵盖了对本文的某种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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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成果推介】 

 
“普京与反对派——不是你想的那样” 

冯绍雷，观察者网，2015 年 3 月 6 日 
 

【内容摘要】在 2014 年这一年中，当乌克兰冲突面临着“漩涡—激流式”的地缘政治情状

之时，俄罗斯国内政治却相反呈现出罕见的团结一致。但是，2 月 28 日俄罗斯反对派领袖

涅姆佐夫的突然遇刺身亡，似乎是俄罗斯国内政治生活中一颗定时炸弹的骤然爆炸，激起了

各方的强烈反响。人们普遍担心，俄罗斯是否重新将回到国内政治的动荡年代。涅姆佐夫事

件的突发也为观察俄罗斯反对派的走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察机会。 

 

 

“‘黑天鹅效应’与乌克兰危机演化的可能情境” 

杨成，《世界知识》，2015 年 3 月 1 日 
 

【内容摘要】本文抓住乌克兰危机转换节奏快速、连锁负面反应强大、走向扑朔迷离、难以

对其后续演化进行准确的预测的特点，将其视为一场“黑天鹅事件”，进而借助“黑天鹅效

应”对乌克兰局势演变作了深入剖析和情境模拟。 

本文最主要的理论和学术价值在于提供了乌克兰危机演化的三个基本情境，即统一国家

框架内的重新分权、从现在的相对可控的军事对抗陷入局部乃至全面内战、以分离为手段的

乌克兰解体。文章注意到乌克兰波罗申科当局对联邦化方案的不认同立场，提出了“波黑化”

的建议，即参照 1995 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国际社会干预下签署《代顿协议》最终避

免了更大暴力纷争的和平路线图，既保障了基辅政权的主权关切，又配置了乌克兰东部地区

高度自治的特殊权力。文章认为新的明斯克协议有很强的脆弱性，可能催生新一轮动荡；而

一旦乌克兰真的解体则可能有四种不同的形式。该文认为，“波黑化”的乌克兰或许会成为

有关各方最终不得不靠近的一个选择，但不能排除新的“黑天鹅事件”出现使乌克兰危机进

入更复杂局面的可能性。 

 

 

 “中乌共建‘一带一路’让‘丝路明珠’更夺目” 

王海燕，《解放日报》，2015 年 3 月 30 日 
 

【内容摘要】29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选举投票开始，包括现任总统卡里莫夫在内的4名候

选人将角逐下届总统职位。相信这一重要的政治活动能促进乌兹别克斯坦繁荣稳定，也对中

乌关系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的关系有良好的基础，中国倡建“一带一

路”后，中乌会向更深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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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 

定位与作用研究” 

王海燕，《科学发展》，2015 年 3 月 
 

【内容摘要】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并非只是为了解决西部大开发的权宜之计，而是继

续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

展，抓紧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举全国之力，全面对外开放的长期战略。因此，上海亟

须主动将本地区的未来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战略有效衔接，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建设找到上海的发展机会。 

 

 

“列宁新经济思想的历史价值及其局限” 

周尚文，《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1 期 
 

【内容摘要】新经济政策是列宁留下的重要政治遗产，它体现了列宁在理论上突破陈规、勇

于创新的精神和探索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由于复杂历史原因，包括列

宁本人在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新经济政策所蕴含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没有得到深化和拓展,

而后来形成的“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对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严重影响。认真研究列宁新

经济政策思想的历史价值，对于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启示。 

 

 

“后苏联俄罗斯文学研究纲论” 

林精华，《俄罗斯学刊》，2015 年 2 月 10 日 
 

【内容摘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生产力得到空前释放。正是在市场经济的中介性作用

下,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产量和丰富程度,均远胜于苏联时代。如何评估这样的文学现象及其发

展历程,实际上涉及我们作为观察者的文学观念更新和方法论变革之类的重大问题。若是固

守苏联时代的文学认知,一定会认为俄联邦进程是以牺牲文学为代价的。 

 

 

“Wirtschaftskrise in Russland” 

Alexander Libman，SWP Aktuell，Februry 2015 
 

【内容摘要】Die Wirtschaftskrise in Russland dürfte massive Auswirkungen auch auf jene Länder 

Eurasiens haben, die wirtschaftlich in hohem Grade von Russland abhängig sind. Beso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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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wierig könnte die Lage für einige Staaten Zentralasiens werden, aber auch für Armenien, 

Moldau und Belarus. Wegen der Rubel-Abwertung droht diesen Ländern ein Verlust der für sie 

wichtigen Märkte in Russland. Es gibt darüber hinaus weitere Risiken: Migrantinnen und Migranten 

kehren zurück, womit deren Rücküberweisungen wegfallen, die Investitionen aus Russland und 

dessen Finanzhilfen sind rückläufig. Für Turkmenistan und Aserbaidschan, die wirtschaftlich von 

Russland nicht so stark abhängig sind, scheinen die Auswirkungen geringer zu sein. Die russische 

Wirtschaftskrise kann nicht zuletzt die prekäre Wirtschaftslage in der Ukraine deutlich verschärfen. 

 

 

“俄罗斯农用土地私有化以及流转问题研究” 

肖辉忠，《俄罗斯研究》，2015 第 1 期 
 

【内容摘要】农用土地的私有化和流通（市场化）是俄罗斯农业转型的中心内容，至今已经

走过了二十余年的时间，已经与改革之前大相径庭，但是仍然受到多方的诟病。一方面，作

为农用土地私有化标志的“土地份额”很难转化为实际私有的农用土地，这使得大多数的俄

罗斯农民仅为“名义”上的私有土地所有者。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饱受争议的是，在俄罗斯，

农用土地远未形成自由流通的市场，农用土地的使用效率低。改革以来，处于国家所有权的

农用土地仍然占主导份额。需要的是客观地描述过程、把握事实，总结出俄罗斯农业改革的

路径和特点：可以认为，俄罗斯的农用土地改革不仅仅是简单地对西方经验的照搬，是有着

俄罗斯自身特色的改革。但是这场改革尚未完成，未来的方向也不明了。 

 

 

“Аналитик: прогноз Stratfor об ослаблении сил  

России в АТР поспешен” 

张昕，РИА Новости，2015 年 2 月 26 日 

 

【内容摘要】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Stratfor опубликовал прогноз развития 

регионов и ведущих стран мира до 2025 года. Авторы доклада также полагают, что Россию 

ждет раздробленность и потеря влияния центральных органов власти. 

 

 

“Чего хочет Азия? Потребление, наращивание 

взаимосвязей, капитал и талант” 

张昕，РИА Новости，2015 年第 1 期 

【内容摘要】Проекты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яса Ше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нацелены на наращивание взаимосвязей. С интенсивным развитием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Евразии 

связан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сего азиат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включая азиатскую часть Росси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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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再政治化： 

从‘苏尔科夫模式’到‘普京原则’” 

张昕，《文化纵横》，2015 年 2 月 
 

【内容摘要】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国内“两个俄罗斯”的分割形态在世界局势也得以映射，冷

战的结束和此后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推行，并没有均质化不同国家和国民经济；相反国家间和

国家内部经济差距的扩大，却在迅速挤压部分国家和部分社会群体的生存空间、并增加国家

内部的社会分割和冲突。普京和俄罗斯政治精英应对国内两个世界的内在差别和分歧时的难

题也同样映射在他们处理对外关系和国际秩序上：曾经尝试过的苏尔科夫式的后现代政治操

作手法在 2012 年周期的开始似乎走到尽头，在俄罗斯经济资本化和社会分化加剧面前，资

源控制能力不断下降的俄罗斯统治精英，不能简单地把资源分配的艰难选择完全推向所谓中

立自由的市场，自己仅仅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身份。而以克里米亚事件为标志，俄罗斯正在成

为打破美国主导的冷战后秩序的大国群体中的主导者，由俄罗斯倡导或者参与的诸多建立平

行体系的努力也已经初见成效。如此形势下，“新冷战”出现的可能性虽然被夸大：因为俄

罗斯本身的实力不复苏联，无力单独全面对峙西方这个“反题”，但世界政治的走向却很有

可能重回冷战时期某种意识形态基础上不同阵营之间的对立，只是我们还不清楚这种可能对

立的意识形态本质究竟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