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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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报 

（2018 年第四季度） 

【基地建设综览】 

俄罗斯研究中心在“十三五”期间的目标定位明确，就是建设一流的大学智库。围绕着

这一定位，俄中心积极提交的各类咨询报告，不仅得到了相关主管部门的认可和批示，也得

到了各类评级体系的认可。本季度，中心主任获得中国社科院、经济日报的“中国智库创新

人才先锋人物奖”，中心提交的咨询报告获得南京大学、光明日报的 2018 年度优秀成果。 

同时，作为高校系统的智库，科研研究是另一个重点方向。科研主要依托于基地重大项

目。“十三五”立项的基地重大项目，纷纷发表高质量的阶段性成果，有望在下一阶段的基

地评估中，作为基地的代表性和标志性的成果。本季度，欧亚发展银行 E·维诺库罗夫研究

员发表的文章（作为基地重大项目成果），对于国内外学术界理解和认识欧亚经济联盟，是

一本“教科书”式的经典作品。 

本季度也举办了两场重要的学术会议。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工作思路是，充分利用中心举

办的各类高水平学术会议，实现多重功能：青年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与引进、《俄罗斯研究》

杂志的选稿等。中俄联合研究院第五届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全国俄罗斯欧亚研究青年学

者工作坊，都是按照这个思路举办的国际会议。其特点是，规模有限、国际水平、务实高效。 

 

积极推进学术研究的成果产出 

在基地重大项目研究方面，2018 年 10 月 27 日，俄罗斯研究中心召开基地重大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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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5）书稿讨论会。2018 年 12 月 26 日，中心研究员利布

曼（Alexander Libman）教授承担的基地重大项目“大欧亚伙伴关系与地区化进程”（项目

批准号：16JJDGJW004）的阶段性成果《欧亚经济联盟：发展现状与初步成果》发表在《俄

罗斯研究》2018 年第 6 期上。 

在学术论文方面，本季度，万青松副研究员在《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5 期发表《俄

罗斯的外语战略简析》，在《当代世界》2018 年第 11 期发表《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博弈与中

俄关系的发展逻辑》。阎德学副研究员与东京大学松里公孝教授在《俄罗斯学刊》2018 年

第 5 期联合发表《对东正教两大常识的误读》。2018 年 10 月 16 日，阎德学副研究员在《文

汇报》国际版头条发表《重拾战略互惠助推民心相通》。2018 年 10 月 22 日，王海燕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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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员在《文汇报》发表《为促进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上合组织可在哪些方面增加行动力？》。 

在获奖方面，2018 年 10 月 19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主办、经济日报社中国

经济趋势研究院协办的第一届中国智库建设与评价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俄罗斯研究中心主

任冯绍雷教授荣获“中国智库创新人才先锋人物奖”。 

2018 年 12 月 22 日，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和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

心共同举办“2018 中国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播高峰论坛”，阎德学副研究员的成果《“日

俄战略接近对我影响及其对策”系列研究》入选中国智库索引（CTTI）2018 年度优秀成果。 

 

举办重要的国际学术讲习班、研讨会 

2018 年 11 月 4 日到 11 月 9 日，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中俄联合研究院第五届青年学

术精英讲习班”。本届精英班的研讨主题是：国家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与全球秩序。这是得

到国务院刘延东总理批示的一个中俄间重要的文化交流机制。 

2018 年 11 月 3 日，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第二届全国俄罗斯欧亚研究青年学者工作坊，

本次工作坊的主题为“俄罗斯欧亚研究的学科理论与知识体系构建”。 

 

参与高水平学术活动 

2018 年 11 月 15 日，冯绍雷教授应邀前往中联部，交流今年俄罗斯与大国关系及年度

形势；12月 3-4日，应邀出席由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RIAC）和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DGAP)

联合主办的主题为“Connecting Eurasia: EU-Russia-China-Central Asia Strategic dialogue on 

connectivity（联通欧亚：欧盟-俄罗斯-中国-中亚四方战略对话）”的工作坊，并对话俄罗斯

国际事务理事会的 Ivan Timofeev 先生。 

2018 年 10 月 9-12 日，贝文力副教授随学校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俄师范大学

联盟年会，访问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就师范大学建设、人文合作、联合研究等议题，

与俄方深入交流；11 月 3 日，出席第四届“白俄罗斯形势和中白关系国际研讨会”并做大

会发言。发言题目为《当代白俄罗斯造型艺术扫描》。 

2018 年 10 月 24-25 日，张昕副研究员应美国国防部下属 George C. Marshall European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邀请，赴德国参加该中心主办的 Central Asia Enhanc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Workshop，并做主题为“China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 on China’s Agenda”的

演讲。12 月 3-5 日，应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邀请，赴日本东京参加高峰论坛“欧亚大

陆的新时代：中亚的变革和俄罗斯与中国的发展”，做主旨发言并接受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专

访。 

2018 年 11 月 7 日，王海燕副研究员应邀参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世界文明对话研究

所共同主办的“欧亚经济伙伴关系：问题与前景”研讨会并做发言。11 月 11 日，应邀参加

华东师范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论坛”并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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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政启民，服务社会 

2018 年 10 月 30 日，张昕副研究员接受 CGTN（俄语频道）采访，就进口博览会、中

国-中亚经贸关系等议题发表评论。 

2018 年 11 月 26 日，郑润宇博士参加凤凰卫视“凤凰全球连线”直播访谈节目，就俄

乌海上冲突发表观点。 

2018 年 10 月 11 日，万青松副研究员接受商务部主办的《国际商报》记者采访，就李

克强总理出席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别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和中俄经贸合作等问题，发表评论。 

 

【基地建设亮点】 

冯绍雷教授荣获“中国智库创新人才先锋人物奖” 

2018 年 10 月 19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主办、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

院协办的第一届中国智库建设与评价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委所属

专业性智库等百余名智库专家和学者出席论坛。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出席此次论

坛。论坛发布了《2018 年中国智库成果与人才评价报告》。俄罗斯研究中心、周边合作与

发展协同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获得“中国智库创新人才先锋人物奖”。 

据悉，本次评选工作以此前对中国智库的综合评价成果为基础，进一步从“咨政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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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果”、“创新人才”三个角度对中国主要智库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研究，并通过评

审遴选出有代表性的智库人才与成果，一方面，希望能够产生示范效应，进而为引导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另一方面，旨在科学评价我国智库的发展现状，推出具有

权威性、公信力、指导性、建设性的评价结果，推动中国高端智库建设，推进中国哲学社会

科学走向世界。本次共有 24 项咨政成果获得“中国智库咨政建言奖”（其中 16 项为国策奖，

8 项为地方贡献奖）；23 项成果获得“中国智库学术成果奖”，24 人获得智库创新人才奖

（其中领军人物 4 人，青年标兵和先锋人物各 10 人）；此外，23 项咨政成果入围“中国智

库咨政建言奖”，34 项成果入围“中国智库学术成果奖”，29 人入围“中国智库创新人才

奖”。 

 

 

阎德学副研究员的成果入选 

“中国智库索引（CTTI）2018 年度优秀成果” 

“2018 中国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播高峰论坛”于 2018 年 12 月 22 日在南京市钟山宾

馆顺利举办，由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和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联合发布

的“2018CTTI 年度优秀成果”同时发布。经过初步筛选、业内专家投票和最终审核，俄罗

斯研究中心提交的成果《“日俄战略接近对我影响及其对策”系列研究》，成功入选中国智

库索引（CTTI）2018 年度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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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略接近对我影响及其对策”系列研究》是阎德学副研究员根据华东师大俄

罗斯研究中心的学术发展方向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智库定位，近年来潜心研究的结晶。

譬如，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冷战后日本的俄苏研究》，在权威期刊《国际问题研究》

上发表《日俄接近新态势评估》，向中国社科院《日本蓝皮书（2018）》提交的报告《日

俄“战略接近”：进展与局限》微博点击量同类排名第二，《环球》杂志发表的论文“日

俄争端‘妥协’方案初判”，在新华社客户端已有 55 余万的点击量，其关注度随着日俄两

国关于“北方领土”问题的谈判进程仍在增加。此外，有 5 篇调研报告被中办、新华社等

相关部门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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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教育部第一副部长、外交副部长 

访问华东师范大学 

2018 年 11 月 5 日，白俄罗斯国民会议共和国院（上院）议员、共和国院科教文社发委

员会主席、白俄罗斯教育部第一副部长伊琳娜·斯塔拉沃伊托娃和白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安

德烈·达普丘纳斯访问华东师范大学。 

校长钱旭红院士会见了白俄罗斯贵宾。钱旭红向客人介绍了学校建设发展的规划、措施

以及在国际化建设方面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在谈到与白俄罗斯院校交流合作的前景

时，呼吁把合作从现在的人文学科为主扩大到科技、工程等各领域，建议以“融媒体”合作

模式，利用双方的信息技术、新媒体等媒介，依据创新理念，整合资源，实现资源通融、内

容兼容、利益共融，以达到高效、兼容、创新的合作效果。斯塔拉沃伊托娃和达普丘纳斯对

华东师大的发展成就和在对白研究、与白交流合作方面开展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宾主还就

2019 中白教育年框架下细化丰富华东师大与白高校交流合作形式和内容、理论研究与对接

社会需求、人才培养模式、文化的多样性与跨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会谈结束后，钱旭红与斯塔拉沃伊托娃续签了《华东师范大学与白俄罗斯高等教育机构

建设华东师范大学白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合作纲要》。 

白俄罗斯贵宾还参观了华东师大白俄罗斯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白俄罗斯

研究中心主任贝文力参与接待来宾活动。斯塔拉沃伊托娃代表白俄罗斯教育部向中心赠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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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图册、报刊和影像资料。斯塔拉沃伊托娃、达普丘纳斯和白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亚·苏

卡洛还与华东师大国关院、俄语系的学生和白俄罗斯留学生代表进行了交流。 

 

 
 

 

 

【重要学术活动】 

 
俄中心举办中俄联合研究院第五届青年学术精英班  

2018 年 11 月 4 日，由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的“中俄联合研究院第五届青年学术精英讲

习班”在理科大楼 A416 室正式开幕。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主持开幕式。莫斯科国立国际关

系学院 Sergey Vasiliev 教授、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的 Timofei Bordachev 教授以及来自美国文

博大学的于滨教授、加拿大卡尔顿大学 Piotr Dutkiewicz 教授等应邀出席。参加讲习班的 30

名学员，是来自俄罗斯、美国、挪威及中国等 8 个国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本届精英班的研

讨主题是：国家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与全球秩序。 

开幕式上，刘军副主任回顾了俄中心的发展历史、中俄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的发展历程，

并代表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表达了对第五届中俄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参会学子

的欢迎。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们与同学们纷纷做了精彩的自我介绍，并表达了对此次讲习班

活动的向往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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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副主任致开幕辞 

为期一周的讲习班共邀请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爱尔兰及挪威的 9 位教授，

他们与讲习班学员围绕讲习班主题展开了多层次、多学科的讨论交流。 

 

沈丁立、于滨、郦菁做讲座 

 

Bordachev、Vasiliev、Cottey 做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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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otr Dutkiewicz、张昕、Mellemvik 做讲座 

 

在 11 月 9 日下午举行的闭幕式中，Piotr Dutkiewicz 与 Andrew Cottey 教授分别发表闭

幕致辞。他们感谢这次讲习班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青年学生汇聚一堂，交流看法，表达

对世界新形势的看法，同时也对青年学者寄予厚望。他们认为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青年一

代应该更加努力，发挥创造力，共同致力于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致辞结束后，学员们纷纷

展示各自的才艺，讲习班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落下了帷幕。 

 

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第二届全国俄罗斯欧亚研究 

青年学者工作坊 

2018 年 11 月 3 日，俄罗斯研究中心成功主办了第二届全国俄罗斯欧亚研究青年学者工

作坊。本次工作坊的主题为“俄罗斯欧亚研究的学科理论与知识体系构建”。来自海内外的

四十余名资深专家和青年学者，以俄罗斯与欧亚地区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共同研讨新

形势下我国如何重构与时俱进的知识理论体系。华东师大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吴瑞君院长

致辞，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作开幕式发言，中心研究员刘军、张昕、

张红、万青松等参加会议并发言。 

冯绍雷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在国际竞争，特别是在大国竞争中，学术、理论与观念从来

没有躲在后面，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这种竞争与合作。在日趋激烈的大国竞争中，学术、

理论、知识体系构建如何才能更加理性、有效和直接地参与到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如何才能

弘扬正义、协和万邦？这需要我们做一个好好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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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致开幕辞 

 

在本次工作坊中，与会专家从政治学、哲学、文学理论、历史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对重

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剖析、思考与批评，希望能够以此来共同推动中国的俄罗斯欧亚

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 

 

美国文博大学政治学系于滨教授与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卢金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哲学系徐凤林教授与首都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系林精华教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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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旨在为俄罗斯欧亚研究领域的中国青年才俊搭建一个优越的学术交流平台，将通

过名家前沿讲座、专题研讨、论文宣讲、论文评点与发表、基地重大研究课题参与等多种形

式展开，以期帮助俄罗斯欧亚研究领域的青年学人拓展研究视野、启发问题意识、强化研究

方法以及提高论文质量等，为中国的俄罗斯欧亚研究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李兴教授访问俄罗斯研究中心并做讲座 

2018 年 12 月 26 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李兴教授到访俄罗斯

研究中心，并在理科大楼 A404 会议室做主题为“中美俄三角关系”的讲座。 

 

 

李兴教授首先讲述了中俄美三角关系“变化”的历史脉络与“不变”的本质，将中美、

中俄、美俄三对关系分别定位为竞争关系、“准同盟”关系和基督教大家庭中的“亲缘关系”。 

接着，就中俄关系，李兴教授联系时代特征分析了习近平时期中俄心照不宣的“准同盟”

关系是基于地缘战略、国际格局、共同反霸和互利共赢等四点考量；创造性地提出了中俄“战

略协制”伙伴关系，即中俄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但以合作为主。就中美关系而言，中美既

是假朋友，也是真对手。一方面，中美有太多的依据发展友好关系，双方有求于彼此的越来

越多；另一方面，中美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战略竞争也越来越突出，中美逐渐互视为最

大竞争对手。提及中美贸易战，李兴教授认为，经贸战只是个开始，是最低层次的“战争”，

中美竞争将是一场大国争雄的百年竞争。就美俄关系而言，战略稳定、安全合作是主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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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经济联系薄弱是双方对待彼此态度都较为强硬的原因之一。 

最后，就中俄美三角关系的未来演变，李兴教授认为在特朗普执政下，美俄关系迟早要

改善；虽然这是对中俄关系的严峻考验，但俄国不会放弃靠谱的中俄关系去投靠不靠谱的美

国。未来问题最突出的还属中美关系。 

在讲座过程中，同学们一边认真地做笔记，一边积极踊跃地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李兴

教授都一一做了详尽的回答和扩展，加深了同学们对中俄关系的理解，同学们表示受益良多。 

 

 

俄罗斯研究中心师生参加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 

第九届青年论坛并获奖 

2018 年 11 月 15 日，以“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与十字路口的世界”为主题的上海市俄

罗斯东欧中亚学会 2018 年度青年学术论坛暨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年会在上海市社会

科学院举行，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共 30 多人，聚焦俄罗斯东欧中亚相关问题，进行了

探讨交流。 

本次论坛共收到投稿论文 30 余篇，评出教师组优秀论文 2 篇，学生组优秀论文一等奖

1 篇，二等奖 2 篇，三等奖 3 篇，学术奖 6 篇。俄中心青年教师万青松副研究员的论文《冷

战后的国际格局博弈与中俄关系发展逻辑》荣获教师组二等奖（一等奖空缺）。俄中心四名

硕、博士研究生分别获得学生组一、二、三等奖以及学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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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重大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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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举办研究成果讨论会 

2018 年 10 月 27 日，俄罗斯研究中心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理科楼 A404 召开基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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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5）书稿讨论会。该项目承担人是刘军教授，

来自湖南师范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及我院部分教师参加了此次讨论会。 

 

 

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颜志科老师以湖南师范大学对俄合作为例，详细介绍了中俄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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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加河流域人文合作的现状与发展，总结了湖南师范大学与俄罗斯高校人文交流合作的现

状、成绩与不足，为两地人文合作交流提供咨询与建议。华东师范大学肖辉忠老师通过对俄

罗斯伏尔加联邦区农业问题的深入研究，指出该地区农业基础较好，但在粮食生产、地理区

位、肉类加工等领域面临困境。四川外国语大学蒲公英老师以重庆中欧班列为例研究了中俄

“两河流域”地区铁路货运合作的现状及前景。万青松老师和崔珩博士基于“两河流域”和

友城间合作的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上海和对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

老师毕洪业通过对新世纪以来中俄经济发展的演变的分析，指出中俄两国战略合作取得巨大

成就的同时，经济合作有所波动但前景值得期待。华东师范大学外籍教授比留科夫通过对“两

河流域”俄罗斯伏尔加联邦区的研究指出，这一地区，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像个共和

国以及下诺夫哥罗德州，历史积累和发展态势较好，并且在吸引外资尤其是德国的投资方面

有着丰富的经验，值得借鉴。华东师范大学刘军老师指出，在中俄两国政治的推动下，中国

长江中上游地区与俄罗斯伏尔加河联邦区在经贸与人文领域的合作不断向前推进，取得了初

步的成效，但是这一地区合作的新模式也面临诸多挑战，突出的表现在经贸合作落后与人文

合作，以及投资合作落后于经贸合作，尤其是双方大型企业的投资几乎空白，表现出极大的

投资困境。而解决这一困境成为中俄两国“两河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大欧亚伙伴关系与地区化进程”项目 

发表阶段性成果 

本季度，中心研究员利布曼（Alexander Libman）教授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大欧亚伙伴关系与地区化进程（The Partnership in the Greater Eurasia and 

the Regional Process）”（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4）的阶段性成果《欧亚经济联盟：发

展现状与初步成果》发表在《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6 期上。 

这篇文章的作者 E·维诺库罗夫（Евгений Винокуров，Evgeny Vinokurov）是俄罗斯经

济学家、俄罗斯科学院教授、欧亚发展银行一体化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俄文发表于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杂志 2016 年第 12 期、德文版发表于 Osteuropa 杂志 2016 年第 5 期、英文发表于

Russ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杂志 2017 年第 3 期。在已发表文献的基础上，作者作了大幅修

改和更新后（截止 2018 年 7 月 1 日）供稿于《俄罗斯研究》杂志，发表其中文版。该杂志

编辑部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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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成果推介】 

 

E·维诺库罗夫，“欧亚经济联盟：发展现状与初步成果”，

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6 期 

当前欧亚经济联盟（EAEU）的建设成果需要加以评估。一方面，欧亚经济联盟并不是

一个完美无瑕的“成功故事”。在最初的快速发展之后，欧亚经济联盟目前的成长速度已经

放缓。但另一方面，它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于欧亚经济联盟最佳的观察视角，并不是要

将其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一般规则中的例外，而是要将其看作一个正常运转的关税同盟。这

个关税同盟在向其他发达经济体所建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取

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面临着很多发展障碍。本文回顾了欧亚经济联盟机制的现状，商品和

服务的单一市场的建设情况，成员国之间的相互贸易和投资流动状况，正在推进的消除非关

税壁垒的工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协调问题，建立欧亚自由贸易区网络的进展情况，共同

劳动力市场的建设状况，以及五个成员国对欧亚一体化的舆论动态。 

 

 

万青松，万秋波：“俄罗斯外语战略简析”， 

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5 期 

从大国成长经验来看，构建本国特色的外语战略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历来受到世界大

国的重视。迄今俄罗斯已经构建起一整套外语战略体系。俄罗斯外语战略的演变历程，包括

粗放型发展期、初步形成期、基本成型期和现代化升级期等四个发展时期，其累积的经验对

我国从战略层面整体规划中国特色外语战略，提升国家外语能力具有借鉴意义。 

 

 

万青松，王树春：“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博弈与中俄关系的发

展逻辑”，当代世界，2018 年 11 月 

中俄两国对冷战后国际格局的认知总体上是灵活务实的，既认定国际格局多极化是不可

逆转的大趋势，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进程具有复杂性、曲折性和长期性的特征。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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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国际格局的转变深刻影响着中俄关系的变化与发展。随着多极化趋势的不断强化，中俄对

两国之间的关系发展也越来越充满信心。新时期，构建一个稳定成熟、互信互利，有充分协

调、应变能力以及扩展潜力的中俄关系，既有助于两国各自的复兴和崛起，也是维护多极国

际格局的基石。 

 

阎德学、松里公孝：“对东正教两大常识的误读”， 

俄罗斯学刊，2018 年第 5 期 

东正教是国王兼教宗的宗教，“俄罗斯正教会和世俗政府想把莫斯科变成第三罗马”这

两种说法似乎成为人们的常识，但二者均没有教义上的根据，“莫斯科=第三罗马”更是违

反了大公会议决议。俄罗斯正教会并不承认上述两种说法，它并不是利用世俗权力的帮扶而

获得权威性和正统性。正教会的分立与管辖区域的划分，与世俗国家的国界未必一致，这是

国王兼教宗制度难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王海燕：“为促进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上合组织可在哪些

方面增加行动力？”，文汇报，2018 年 10 月 22 日  

经过 17 年发展，上合组织积极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已取得重要成果，在贸易和投

资领域、互联互通及多领域取得积极进展，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形成全方位发展

的格局。为进一步发展，上合组织可在五大方面增加行动力：一是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

系，为贸易投资创造有利条件；二是充分发挥上合组织的平台作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三是构建贸易合作体系，促进贸易便利化；四是加强金融合作，促进投融资便利化；五是促

进能源合作，构建稳定的能源供求体系；六是提高互联互通水平。展望未来，上合组织前景

看好。 

 

阎德学：“重拾战略互惠助推民心相通”， 

文汇报，2018 年 10 月 16 日 

安倍此次访华，将有助于提升中日政治互信，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在充实战略互惠

关系各大合作领域内容的基础上，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创造两国民心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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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环境，助推中日关系再上一个新高度。 

文汇报 APP 以“日本首相时隔七年后正式访华，这对中日关系意味着什么？”为题进

行了转发。此外，上海高校智库、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研究院等几家智库，以及《中国剪报》

（以“日本首相时隔七年正式访华，两国关系有望重回正轨”为题）都进行了全文转载。 

 

 

林精华：“俄罗斯文学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认识大众文学在

俄国之方法论问题”，俄罗斯文艺，2018 年第 4 期 

彼得一世改革之后所催生的现代俄罗斯文学，是通过图书市场而生产出来的，这就注定

了此后每个时代成功的文学产品多是畅销书。相应的，每个时代批评家热心讨论的，大多也

是当时的畅销作品，后代的文学史家则结合时代所需，并仰赖过去的文学批评遗产，从中筛

选出所谓典范(canon)之作；有的典范之作若能充分满足文学教育所需，则会成为经典

(classics)。这也就意味着，每个时代会有大量畅销书由于某种原因不被主流批评家所正面讨

论，自然也就不被后世文学史家所认可，更不会被纳入文学教育序列，进而也就失去了被经

典化的可能性：这样的文学过程才是俄罗斯文学生产之主体。如何认识这样的俄罗斯文学真

相，显然不是通过分析文学文本就能成就的，这是一个需要深入到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机

制中方可认识的难题。 

 

 

林精华：“文学理论的国际政治学：作为学说和作为学科的

西方文论”，文艺理论研究，2018 年第 6 期 

韦勒克《文学理论》(1949)刊行，标志着欧洲的文学批评经由美国迅速转换为文学理论，

即英国注重字词句细读的新批评转化为注重语义结构分析的美国新批评，此后发现并再度激

活俄苏-东欧形式主义遗产，继而出现了符号学、结构主义、阐释学、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

义等，它们在表述上很少涉及战后西方意识形态；与此同时，法兰克福学派转化而成的西方

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英国和美国方兴未艾，伴随女权主义运动是生机勃勃的女性主义、性别

研究，以及持续充满活力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批评和文化研究等，它们以深刻批评资本主

义社会若干问题著称。这些直观上或科学中立，或以深刻指出西方社会问题的理论，彰显了

西方的学术自由、理论探索多元化、方法论创新性等，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其实，

这些理论兴盛于冷战岁月，当时苏联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瞩目成就、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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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了一系列共产主义理论，美国主导下的“西方”为在各领域应对苏联威胁，迅速促成原本

只是个人经验性的“文学批评”，转化为学科和课程体系的“文学理论”。这样一来，得益

于冷战格局的文学理论学科，就和作为超越冷战意识形态的一个个具体文学理论，常处于冲

突之中，伴随文学批评方法探索兴盛的则是论战不断。但冷战以苏联及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理论体系失败而结束，西方文学理论也就意外地和“历史终结论”一样获得充分的合法性；

在后冷战时代，如何使这种饱受争议的理论合理扩展，成为近 40 年来西方文论界最为关心

的话题。由此，被掩饰的西方文论国际政治学问题也就被凸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