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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成果一览表】 
 

——论文一览表 

作者姓名 合作者 
成果

形式 
成果名称 期刊名称 发表日期 

冯绍雷  论文 
“对俄制裁案”和俄罗斯

与西方关系的未来 
《欧洲研究》 

2018 年第 1

期 

冯绍雷  评论 
普京胜选无悬念，俄罗斯

将如何发展？ 
新民晚报 

2018年 3月

15 日 

冯绍雷  评论 

十二年来与普京交流互动

点滴：“秘密”上海情结和

战略远见 

澎湃新闻 
2018年 3月

19 日 

冯绍雷  评论 普京胜选的启示 观察者网 
2018年 3月

22 日 

冯绍雷  论文 
俄欧关系的两重性及其当

代路径 
《当代世界》 

2018 年第 6

期 

冯绍雷  评论 
Why do the Chinese 

Admire Putin? 
瓦尔代俱乐部官

方网站 

2017年 7月

15 日 

冯绍雷  论文 
普京再登基与俄罗斯的革

新困局 
《凤凰周刊》 

2018 年第

15 期 

冯绍雷  评论 
美国打击叙利亚的导弹已

落下，普京该怎么办？ 
观察者网 

2018年 4月

14 日 

冯绍雷  论文 

美英法以“化武”之名轰

炸叙利亚 专家：这是“后

真相”世界的真正悲哀 

东方网 
2018年 4月

14 日 

冯绍雷  评论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展望：

以下看点值得关注期待 
祖国网 

2018年 6月

1 日 

刘军  论文 
新时代有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的内涵与目标 

《国外社会科

学》 

2018 年第 1

期 

刘军  评论 
总统大选与普京的未来六

年 
东方网 

2018年 3月

26 日 

刘军  评论 
“毒剂”事件与西方的另

类团结 
东方网 

2018年 3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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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  评论 
为上合行稳致远提供智力

支持 
光明日报 

2018年 5月

26 日 

贝文力  章节 
在上海打开一扇朝向白俄

罗斯的窗户 

《中国与白俄罗

斯的故事》 
2018年 5月 

于滨   

十月革命百年之后——世

界秩序与西方认同的解体

与重构 

《俄罗斯研究》 
2018 年第 1

期 

于滨   
Absorbing Shock and Awe: 

Trump Style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2018年 5月 

周尚文  论文 
列宁知识分子政策的得与

失 

《中国浦东干部

学院学报》 

2018 年第 2

期 

林精华  论文 

解构主义的政治和伦理危

机：保罗德曼修辞学阅读

理论与其亲纳粹言行 

《外国文学评

论》 

2018 年第 2

期 

林精华  论文 

作为冷战产物的西方“文

学理论”学科：后冷战时

代的批评之声 

《社会科学战

线》 

2018 年第 6

期 

C·比留科

夫 
 论文 

Rente et clientele dans la 

Russie du temps present 
Naqd 

2018 年第

32 期 

C·比留科

夫 
 论文 

Бирюков С.В.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накануне нового этап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Этносоциум 
2018 年第 4

期 

A·利布曼 
Evgeny 

Vinokurov 
论文 

Autocracie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asian 

case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2018 年 

王海燕  评论 
上合组织推动区域合作创

新发展 
文汇报 

2018年 6月

11 日 

王海燕  论文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

作及上合框架内的开拓方

向 

《世界知识》 
2018年 6月

7 日 

阎德学  论文 
日俄争端“妥协”方案初

判 
《环球》 

2018 第 12

期 

张昕  评论 
The Kremlin Report – 

More than a sloppy list 
CGTN 网站 

2018年 2月

1 日 

张昕  论文 
金融化与全球资本主义的

秩序之争 
《文化纵横》 

2018年 6月

号 

张昕  评论 
The undying importance of 

the 'Shanghai Spirit' 
CGTN 网站 

2018年 6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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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昕  评论 

China, Russia set to show 

support for Iran nuclear 

deal at security bloc 

summit, observers say 

南华早报 
2018年 5月

28 日 

张红  论文 
法国对俄“摇摆”政策的

国内外因素探析 
《俄罗斯研究》 

2018 年第 1

期 

毕洪业  论文 
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的演

变及影响 
《俄罗斯研究》 

2018 年第 2

期 

万青松  评论 
白俄罗斯加速抢滩中国市

场 
《国际商报》 

2018年 2月

24 日 

万青松  评论 
中俄经贸合作拉紧“地方”

纽带 
《国际商报》 

2018年 2月

26 日 

万青松  评论 
世界杯能否催热俄罗斯经

济？ 
《国际商报》 

2018年 6月

28 日 

郑润宇  评论 

俄罗斯是否会走向战争？

——从欧美大规模驱逐俄

罗斯外交官事件引起的忧

思 

东方网 
2018年 3月

28 日 

郑润宇  评论 
克麦罗沃大火——普京连

任后的又一次考验 
东方网 

2018年 3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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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重大项目成果推介】 
 

 

“21 世纪的国际格局与中俄关系”项目发表阶段性成果 
 

本季度，中心研究员、基地重大项目承担人于滨教授在 CSSCI 来源期刊《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1 期上发表《十月革命百年之后——世界秩序与西方认同的解体与重构》一文。 

此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21

世纪的国际格局与中俄关系：传统、现代与未来”（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2）的阶段性成果。 

于滨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在十月革命过去百年之后，西方国家所主导的殖民体系早已瓦解，

对于非西方世界的物质与科技优势也逐渐难以维持，此时回顾十月革命，对其历史意义的认知

会变得更为清晰。列宁和布什尔维主义提出的关于民族自决与帝国主义的论述，将世界战争的

根源直接指向西方所主导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殖民主义发展到

达顶峰的时刻，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意识形态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有力地推动了国际体

系的变革。在西方观念的建构过程中，种族主义构成了其意识形态的重要内核，那些在西方国

家内部倡导多元化的人并不愿看到真正多元化的世界。西方世界实际上在以唯我论的视角观察

世界，不愿接受非基督教和非白人国家的崛起，如何维持文明的共存将成为新时代国际体系所

面临的重大挑战。 

 
“Rente et clientele dans la Russie du temps present”, 

Naqd, No.32 

 
这是俄罗斯中心研究员谢尔盖·比留科夫发表的法文文章，发表在法国学术期刊 Naqd 2018

年第 32 期，也是俄中心基地重大项目《中俄经贸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基于对两国毗

邻、非毗邻和支点城市的企业合作调研》（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5）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指出，虽然在 2000 年代，俄罗斯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但是俄罗斯经济仍然没有从

寻租型经济转向投资型经济的发展模式。俄罗斯人仍然面临着“原料型”经济模式带来的困扰。

比留科夫教授指出，为了改善俄罗斯的经济环境，俄罗斯需要转变政府与私人领域的关系；中

央政府应该合理放权，允许地方政府使用当地资源，相对独立地发展地方经济。 

 

“大欧亚伙伴关系与地区化进程”项目在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上发表阶段性成果 

 

中心研究员、基地重大项目承担人利布曼教授（Alexander Libman）在 SSCI 来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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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Communist Economies（2018, Vol.30, No.3）上发表论文“Autocracie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asian case”。此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

重大项目“大欧亚伙伴关系与地区化进程”（项目编号：16JJDGJW004）的阶段性成果。 

中文摘要：2010 组建的俄白哈关税联盟，以及发展到 2015 年的欧亚经济联盟，是对后苏

联空间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中断。本论文旨在探讨在哪些情况下，中央集权制国家会实施经济

区域一体化协定的条件。作者认为，它受成员国之间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紧密度的影响。对

于民主国家而言，只要有经济上的密切联系，就很可能实施区域一体化协定。而对于中央集权

制国家来说，当出现中等程度的经济依赖时，则更可能实施区域一体化协定。 

英文摘要：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ustoms Union of Russia, Belarus and Kazakhstan in 2010, 

succeeded by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in 2015, constituted an important discontinu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st-Soviet regionalism: while the preceding organisations remained cases of 

‘ink-on-paper’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case of the Customs Union the members actually 

implemented their commitments. This creat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challenge: the literature (which 

the previous experience of Eurasian regionalism was very much in line with) conjectures that 

authoritarian states are unable to successfully implement an economic regional integration agreement 

(RIA). The aim of the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mplementation of economic 

RIAs by autocracies happens. We argue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is influenced by the extent of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ties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suggest that, unlike democratic states, 

which are more likely to implement a RIA where there are strong economic ties, non-democracies are 

more likely to do so in the case of intermediate economic dependence. 

 
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十三五”基地重大项目推进沙龙 

 
2018 年 4 月 28 日，根据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关于基地重大项目推进沙龙的相关文件，俄

罗斯研究中心举办了“十三五”基地重大项目推进沙龙。 

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基地重大项目负责人冯绍雷教授，基地重大项目负责人、美国文博

大学于滨教授，基地重大项目参与者、俄罗斯研究中心张昕副研究员，以及来自英国肯特大学

的 R·萨科瓦（Richard Sakwa）教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 A·罗曼诺夫（Alexander Lomanov）

教授、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A·卡申（Vasilii Kashin）、莫斯科卡耐基中心A·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以及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J·曼科夫（Jeffrey Mankoff）等出席了基地重大项目沙

龙推进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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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项目沙龙推进会议，主要是对于滨教授承担的基地重大项目“21 世纪的国际格局与中

俄关系：传统、现代与未来”进行讨论。本项目已经发表一篇阶段性成果“十月革命百年之后

——世界秩序与西方认同的解体与重构”（作者：于滨，发表于《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一期）。

在本次项目沙龙上，项目组成员提交了 7 篇英文论文。对这些论文，与会专家逐一进行了细致

的阅读和讨论。会议决定，在 2018 年 9 月中旬提交论文主体内容的修改版、前言、结语。2018

年年底前，完成英文表达方面的润色和修改。在此过程中，将陆续翻译、发表阶段性的研究成

果。提交项目结项之后，择优在国外知名出版机构出版项目研究成果。 

由刘军教授承担的基地重大项目：中俄经贸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基于对两国毗

邻、非毗邻地区和支点城市的企业合作调研，继 2017 年在长江中上游各省调研之后，即将于

2018 年暑假赴俄罗斯伏尔加河联邦区调研。该项目也陆续发表了几篇阶段性研究成果。 

由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卡拉加诺夫教授承担的基地重大项目：“欧亚合作与中俄关系的战略

定位”，发表了一篇阶段性成果（“克服欧洲危机的欧亚方案——扩大解决问题的空间”，作者：

卡拉加诺夫，《俄罗斯研究》2017 年第 6 期）。2018 年 4 月 25-26 日，以卡拉加诺夫为主要成员

的俄罗斯瓦尔代辩论俱乐部与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中俄关系研讨会”，相关

的研究成果，拟作为项目的研究成果发表和应用。 

由德国慕尼黑大学利布曼教授主持的基地重大项目：大欧亚伙伴关系与地区化进程，发表

了两篇阶段性成果，分别是“历史遗产及欧亚区域一体化”（作者：利布曼、奥贝坚科娃，《俄

罗斯研究》2017 年第 6 期）和 Autocracie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asian case（作者：

Alexander Libman、Evgeny Vinokurov, Post-Communist Economies（2018, Vol.30, No.3）。利布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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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是欧亚地区一体化问题的专家，其项目组准备在国际刊物、中文刊物上陆续发表相关的研

究成果。 

 

【最新成果推介】 

 
冯绍雷：“‘对俄制裁案’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未来”， 

《欧洲研究》，2018 年第 1 期 

 

因“黑客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而触发的2017年“对俄制裁案”，是当前国际格局转型和

大国关系迅速而微妙变化背景下发生的一场重要国际争端。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认为，这场争

端不仅体现了当下国际国内事务进程的高度交织，反映出国际转型期的诸种特征，而且将深刻

影响今后较长时期内美欧与俄罗斯的相互关系。冯绍雷主任从长时段进程与当前危机的相互结

合、国际政治中被忽视的“情感因素”、危机处理的“合宜性”等角度进行分析，以期全面把

握和客观深入解读这场危机。 

 

刘军：“新时代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与目标”， 

《国外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 期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定位、新使命，中国的新外交

航程满载着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美好愿景，中国不断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系统分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渊源、核心原则、路径选择和两

大目标并从学术史上分析了“新型国际关系”这一概念的演变与其在当今国际环境下的意义。 

 

贝文力：“在上海打开一扇朝向白俄罗斯的窗户”， 

《中国与白俄罗斯的故事》，五洲传播出版社，2018 年 5 月 

 

贝文力副教授是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同时也是我校白俄罗斯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在这

篇文章中回顾了中国第一家白俄罗斯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白俄罗斯研究中心创设的经

过，论证了对白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梳理了中心成立以来在研究、发表、国情推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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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介绍了中心未来的工作规划。《中国和白俄罗斯的故事》

是外交笔会“我们与你们”系列丛书的一种。“我们与你们”按照一国一品的概念，通过讲述

中国与相关国家友好交往的故事，密切人民间的人文联系，推动新形势下中国公共外交的进程，

配合“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 

 

周尚文：“列宁知识分子政策的得与失”，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8 年第 2 期 

 

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与知识分子基本上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他们都揭露和批判沙皇

统治的黑暗与反动。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成为执政党,党的领导人（他们也是知识分子）

从原先旧社会颠覆者变为新制度的维护者、建构者，这种社会角色的转变要求执政者重新审视

和确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面对严峻的内外形势，执政党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加上革命胜利

初期大多数知识分子普遍对苏维埃政权采取冷淡疏离、消极怠工甚至公开对抗的态度，列宁对

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政策常常处于一种摇摆的、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他知道建设新社会离不开

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认为知识分子都浸透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对新政权的偏见，因此对他们

又充满疑虑和不信任。苏维埃俄国建国初期对不同类别知识分子采取不同的政策，有值得肯定

和借鉴的地方，也有起消极和不良作用的地方，对当时和后来的社会进程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谢尔盖比留科夫：“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накануне нового этап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Этносоциум，2018 年第 4 期 

 

中心研究员谢尔盖彼留科夫教授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为了更深入和更好地实现社会、经济

和政治的现代化，当前中亚国家正处于政治和社会转型新阶段。然而，中亚各国采取的深化转

型的战略不同，发展的情况也不同。乌兹别斯坦共和国独立后所采取的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其首任总统卡里莫卡。2016 年 9 月，卡里莫卡总统去世，这个国家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

这些变化与苏丹式政权的转型直接相关。 

Today,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re on the threshold of a new stage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need for deeper and better modernization of society, economy and 

politics. However, different conditions in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dictate the difference of 

strategies they have adopted for further transformation. A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since its independence has been defined to a large extent by its first President Islam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成果简报 2018 年第一期 

9 Center for Russian Studies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Karimov whose death in September 2016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profound changes for the country. 

These change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ultanistic regime. 

 

王海燕：“经贸合作企稳回升；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关系”，《中

亚国家发展报告（2018）》，2018 年 3 月 

 

中心副研究员王海燕老师在文章中指出，2018 年中亚国家经济继续向好，国家间合作日趋

紧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会更加紧密，并面临一些有利条件：中亚国家与中国支持经

济全球化的立场一致；中国在中亚国家的经贸伙伴排序上不断上升；中亚国家积极主动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并与中国实施战略对接，共同制定合作发展规划；中亚国家间的关系明显改善，

有利于中国与中亚开展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油气能源等领域大型的多边经济合作项目；中亚

国家竞相发展连接中国与欧洲、中国与西亚和南亚的经济走廊建设，通道经济效益初显；中亚

国家逐步放宽对中国的签证和移民制度，有利于双方投资与旅游合作。 
 

林精华：“作为冷战产物的西方‘文学理论’学科：后冷战时

代的批评之声”，《社会科学战线》，2018 年第 6 期 

 

近年来西方文论不断被我国学界一些同仁所诟病。但各种指责，无妨于它继续成为我们文

学批评的主要方法、基本概念，仍然是我们认识文学的最重要工具。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改进

认识已经成为自足体的西方文论的思维方式：从欧洲文学批评实践即实用性批评(practice 

critique)，经美国转化为“文学理论”：改造了英国的新批评、发现并激活了俄苏形式主义，创

立了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文化研

究等等批评方法，无论其本身多么荒谬或富有创建性，皆因战后包括反映论在内的苏联各种理

论在东方阵营的巨大召唤力、对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诱惑力，欧美尤其是主导冷战进程的美国，

积极遏制苏联共产主义，便调整学术制度和大学发展方向，使得文学批评方法探索如同经济学、

法学、政治学等一样，日新月异，并进入大学的文学教育，通过教材、课程、专门教学团队等

方式，发挥着远超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实践的作用而成为重要学科。在冷战时代膨胀成自足体

的文学理论，因强调专业化和科学性，在事实上伤及文学及文学教育，引发文学研究界的指责

声不绝于耳。但政治正确在西方不直接干预理论创新，关于文学理论的危机之声更多是在学术

界内部的行为，并自然成为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一部分，导致问题甚多的文学理论反而充满着

活力，拥有苏联文学理论所难以相媲美的自愈能力，发挥着其所不及的作用。这种矛盾，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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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冷战结束而终结，相反，因西方价值体系在全球化过程中遭遇诸多冲击，在后冷战时代，

关于文学理论的危机之论，持续存在并不断加剧。但这种批评性声音，其意义非同小可。 

 

毕洪业：“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的演变及影响”，《俄罗斯研究》

2018 年第 2 期 

 

本文系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跨欧亚伙伴关系背景的中俄两河流

域合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系俄罗斯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文章认为，地理空间对俄罗斯民族和国家而言，一直有着特殊的决定意义。自立国以来，

不断进行领土扩张就成为俄罗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纵观历史，俄罗斯地缘政治态势变动的频

度和幅度，在世界大国中可以说是最为激烈的。正是横跨欧亚的独特地理位置和不断变化的地

缘政治现实，促进了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并对俄罗斯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发展走

向形成影响。冷战结束后，从普里马科夫的多极化构想到普京的欧亚战略，伴随着对国家利益

的讨论和认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还是回归到了欧亚大陆本身。普京的“大欧亚伙伴关

系”计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很多契合点，拓展了两国合作空间，但全面欧亚伙伴关

系的设想，还需要深入研究和系统评估。 

 

阎德学：“日俄争端‘妥协’方案初判” 

《环球》，2018 年 6 月 13 日 

 

中心副研究员阎德学老师在文章中指出，安倍有可能参考“川奈会谈”的思路，选择一种

妥协方案：只要俄方承认北方四岛为日本领土，日本也承认俄罗斯对北方四岛的当前施政权。

随着日俄合作的加深，双方有可能在普京任期内缔结和平条约，如果普京积极推动，或许能够

彻底解决领土问题，为俄罗斯在国际形象上加分，否则，就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了。 

 

张昕：“金融化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秩序之争”， 

《文化纵横》，2018 年第 6 期 

 

金融化作为 70 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体系内重要的经济变化，改变了核心国内

部的政治经济特征，并且开始以独特的方式向全球扩展，其结果是 2008 年发生在核心国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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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和此后美国金融霸权的衰落。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大国也开始呈现一定的金融化特征，

同时开始以各种不同方式挑战美国金融霸权，出现了不同类型的金融资本主义竞争全球资本主

义主导权的秩序之争。 

 

张红：“法国对俄‘摇摆’政策的国内外因素探析”， 

《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1 期 

 

法俄都是有着独特外交思想和实践的世界大国。中心研究人员张红老师指出，新世纪以来，

法国对俄政策摇摆于大西洋主义和戴高乐主义之间，游走在价值观和利益之两端。她认为，2000

年以来法国三任总统治下的对俄政策变迁，基本上沿袭的是传统的平衡战略，但逐渐由利益导

向转变为价值观导向。法国的对俄政策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欧美俄大三角关

系、欧盟北约双东扩、法国战略考量以及国内精英对俄罗斯、对法俄关系的认知等。当前，马

克龙治下的法国以欧盟建设为核心依托,以多边主义为战略手段，在美俄中三国间奉行均衡原

则，以实现其“法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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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讨会成果推介】 

 

举办 2018 年度“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中俄论坛 

 

2018 年 4 月 25-26 日，2018 年度“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中俄论坛在上海东湖宾馆举行。

会议主题为：中国与俄罗斯：当前发展面临的挑战。本次会议由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与华东

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联合举办。 

 

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前上

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启正，外交部前副部长、前中国驻俄罗斯特命全权大使、上海合作组织

首任秘书长张德广，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顾金山，以及来自外交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兰

州大学、辽宁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科院、江苏省委党校、中国

国际战略学会、香港中文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的 60 余位中方专家学者和

特邀嘉宾，俄罗斯通信与大众传媒部副部长沃林、“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支持与发展基金会

主席贝斯特里茨基、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名誉主席卡拉加诺夫、俄罗斯驻沪总领事叶

夫西科夫，以及来自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经济研究所，圣彼得堡

大学等机构的近 20 位俄方专家学者共同参加会议。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

冯绍雷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院士致开幕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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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主持开幕式 

“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中俄论坛在两国（上海、莫斯科）轮流举办。自 2010 年起，华

东师范大学已连续五次与“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合作，成功举办作为高端国际研讨会的分

会（包括一次专题研讨会），另有数次合作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活动的目的是通过中俄双方关

键主管部门、主要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士之间的定期对话，根据双边关系和全球、地区局势的不

断变化，为国家决策贡献智慧。“瓦尔代”国际俱乐部中俄论坛的合作，采用双边国际交流为核

心的多层次、多面向、多功能的国际交流机制。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院士致开幕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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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支持与发展基金会主席安德烈贝斯特里茨基致辞 

 

白俄罗斯驻华大使基里尔鲁德到访俄中心并做演讲 

 

2018 年 4 月 19 日，白俄罗斯驻华大使基里尔鲁德到访俄罗斯研究中心，做了“白俄罗斯

与中国：命运与共，一路同行”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鲁德从个人经历与国家关系双重视角

出发，围绕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解析中白关系的历史与现状。他指出，白中两国虽

然远隔万里，在自然地理、文化流变、发展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两国又有许多相同和相

似之处，为建设相互信任、合作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丰富的条件和坚实的基础。 

 

鲁德大使做“白俄罗斯与中国：命运与共，一路同行”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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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层面来看，两国都有艰难曲折的历史经历，都曾饱受战乱之苦，因而相互同情、相

互支持。鲁德表示，他不久前参观过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以及矗立在武汉的苏联飞行员纪念

碑，都展示和彰显两国人民在残酷的战争面前表现出的崇高民族气节、对和平的强烈向往和相

互间支持帮助。从政治层面来看，白中两国具有高度的政治互信，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一致，

在涉及双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支持。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起的深厚友谊，是白中友好关系

大厦的重要基石。作为资深的经济学家，鲁德从经济学角度对两国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对比分

析，并以一系列数据说明两国经济发展的共同点和互补性。当前，白俄罗斯正积极推进中白“巨

石”工业园建设，白中两国经贸往来频繁，而“一带一路”建设也为白俄罗斯的对外经济发展

提供了更多机遇。从文化层面来看，近年来两国在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交流日益频

繁。白俄罗斯已开设四所孔子学院和七个孔子课堂，两千多名中国学生在白留学。中国已开设

三家白俄罗斯研究中心，有三所高校开设了白俄罗斯语课程。讲座后，鲁德就中白工业园建设、

两国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问题回答了在场师生的提问。 

鲁德还参观了华东师范大学白俄罗斯研究中心，饶有兴致地欣赏了介绍中心建设发展的精

美图册，对中心成立六年来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向中心赠

送了记录明斯克历史文化底蕴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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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德大使赠送记录明斯克历史文化底蕴的老照片 

 

 

 
新时代、新征程：“一带一路”与上海合作组织 

暨第十九届全国中亚年会 

 

时值新时代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和中国主场外交之一——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

中国举办之际，2018 年 4 月 13-14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

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等国内九家学术机构联合主办了第十九届全国中亚问题研讨会。 

来自外交部欧亚司、商务部欧亚司等相关部门领导，会议主办单位和北京、上海、西安、

兰州、乌鲁木齐、广州、云南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中亚研究学者，以及来自霍尔果斯、汉

欧班列、西安爱菊粮油等部分有关企业领导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次会议主题是“新时代、新征程：‘一带一路’与上海合作组织”。华东师范大学国际

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结合自身研究

经历提出对国内中亚研究的思考，并祝愿全国中亚问题研究，无论是问题研究以及相关问题研

究的同行继续跋山涉水不忘初心，努力前行，不断取得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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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致开幕辞 

 

与会专家们聚焦“新形势、新特点、新趋势：当前的紧迫问题及对中国的影响与应对”讨

论中亚形势、中国与中亚、务实合作：“一带一路”与上海合作组织等议题阐述各自研究成果

并展开深入分析与讨论，在新时代进一步扩大了全国中亚学界交流，促进中亚问题研究与实践

相结合，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