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  200062            Tel:0086-21-62233816  Fax:0086-21-62232113 

No.3663 Zhongshan Bei Road,Shanghai,China  Postcode:200062   Email: lhzhang@saias.ecnu.edu.cn 

 

 

成果简报 
 成果简报 

2018 年 

第 2 期 
（总第 35 期） 

2019年 1月 4日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主编：刘军   主审：冯绍雷  责任编辑：张华丽 傅玲 

 

 

 
目    录 

 

 基地成果一览表 

——著作一览表 

——论文一览表 

 

 基地重大项目成果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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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俄调研并发表阶段性成果 

—— E·维诺库罗夫：“欧亚经济联盟：发展现状与初步成果” 

 

 重要成果推介 

——冯绍雷教授的论文和报告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决策咨询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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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成员撰写的著作和主编的丛书相继出版 

 

 研究报告/学术研讨会成果推介 

——中心主办第五届中俄青年学术精英班 

——中心主办第八届中俄关系暑期学校 

——中心承办第九届“上合组织成员国及观察员国大学生暑期学校” 

 

主送：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 

抄送：上海市教委科技处、华东师范大学党办、校办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成果简报 2018 年第二期 

1 Center for Russian Studies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基地成果一览表】 

——著作一览表  

作者姓名 合作者 
成果

形式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日期 

周尚文  专著 列宁政治遗产十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7 月 

阎德学  专著 冷战后日本的俄苏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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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The Evolution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A Perspective 

from the Meeting between Xi 

Jinping and Vladimir Putin 

Valdai Club 
2018 年 8 月 

1 日 

冯绍雷  评论 
Benefits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Valdai Club 

2018 年 9 月 

24 日 

刘军  评论 
俄美关系的未来与中俄美三

边关系的互动 
东方网 

2018 年 8 月 

4 日 

贝文力  评论 作家的真正信条是反映善良 
《解放日

报》 

2018 年 8 月 

11 日 

E维诺库

罗夫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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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彼留科夫  章节 

To the New Regional Strategy: 

Do We Need 

Decentralization of 

Contemporary Russia? 

Russia is on 

the Way to 

Russia 

2018 年 4 月 

7 日 

周尚文  论文 理性对待列宁政治遗产 
《探索与争

鸣》 
2018 年第 7 期 

林精华  论文 
西方理论与俄罗斯大众文学

事实之矛盾 

《国外社会

科学》 
2018 年第 4 期 

林精华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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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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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精华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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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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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昕  随笔 这也是白夜的圣彼得堡 《文汇报》 
2018 年 7 月 

12 日 

张红  评论 “普特会”弦外之音 《环球》 
2018 年 8 月 

6 日 

张红  章节 
欧洲：分裂还是多速？ 

俄罗斯：创造性建构国际秩序 

《全球思想

版图

（2017）》 

2018 年 7 月 

1 日 

阎德学 松里公孝 论文 对东正教两大常识的误读 
《俄罗斯学

刊》 
2018 年第 5 期 

阎德学  评论 重拾战略互惠助推民心相通 《文汇报》 
2018 年 10 月 

16 日 

万青松 万秋波 论文 俄罗斯的外语战略简析 
《俄罗斯研

究》 
2018 年第 5 期 

万青松 王树春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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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 11 期 

万青松  评论 

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今

聚杜尚别——推动各领域合

作走深走实 

国际商报 
2018 年 10 月 

11 日 

崔珩  论文 
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国际政

治经济学 

《俄罗斯研

究》 
2018 年第 4 期 

张严峻  论文 
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历

史流变与现实境遇 

《俄罗斯研

究》 
201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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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重大项目成果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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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俄调研并发表阶段性成果 

 
2018 年 8 月 15 日-21 日，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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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一行四人赴俄罗斯的莫斯科、喀山等地调

研“中国长江中上游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区域合作情况。 

代表团分别走访了俄罗斯司法科学院喀山分院、俄罗斯喀山联邦大学（该校副校长接待）、

中国驻喀山总领事馆（总领事接待调研）和鞑靼斯坦工商联合会（副会长接待调研）。经过深入

交流，与喀山相关机构建立联合项目写作和研究的工作关系。下一步，将逐步落实相关的后续

工作。 

 

第三季度，该项目发表的阶段性成果如下：由谢尔盖彼留科夫撰写的《新型区域战略：俄

罗斯现在是否需要分散管理？》被《在接近俄罗斯的道路上的俄罗斯》一书收录；由博士生崔

珩撰写的《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发表在《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4 期上。 

2018 年 10 月 27 日，该项目召开书稿讨论会。来自湖南师范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上海

外国语大学及俄中心部分教师参加了此次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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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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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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俄文版发表于 Вопрос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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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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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俄中心基地重大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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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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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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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珩：“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4 期 

这是俄中心博士生崔珩撰写的文章，发表在《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4期上，也是基地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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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指出，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是俄罗斯国内外政治经济要素互动的结果。从历史

脉络来看，沙皇俄国和苏联对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受到了当时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开发的

结果又对俄国和苏联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带来了改变。新世纪初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调整中央

与地方关系、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国家对外政策优先次序变化等，均对远东西伯利亚开发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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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2012 年）以来，将远东开发作为国家战略的优先方向，并将远东

开发的区域经济政策与转向亚洲的国家战略结合起来，强调国家经济发展与国家对外政策的互

动。在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框架下，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抛弃“殖民思维”，远东西伯利亚

也在俄罗斯的认知中由“边疆”转变为核心利益。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已经是俄罗斯社会的共识，

但远东开发的目标是什么、远东开发的利益如何分配、远东开发成果如何才能最大化惠及俄罗

斯民众等问题，仍然存在争议。远东开发虽然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战略选择，但其整个过程却受

制于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俄罗斯与大国的关系，特别是与亚太国家的

经济关系。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进一步思考。 

 

【重要成果推介】 

 

冯绍雷教授撰写的论文和报告 

荣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决策咨询奖 

2018 年 8 月，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的文章《北约东扩、“特朗普新政”与俄欧安全新格局》

（刊于《俄罗斯研究》2017 年第 1 期），荣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论文类）；冯绍雷教授决策咨询报告“关于十月革命百年纪念活动的有关情况和建议”，荣获

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决策咨询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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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院阎德学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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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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成员撰写的著作和主编的丛书相继出版 

 

2018 年 8 月，冯绍雷主编的“国外俄苏研究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丛书包括《冷

战后日本的俄苏研究》（阎德学著）、《冷战后英国的俄苏研究》（封帅著）、《冷战后斯堪的纳维

亚地区的俄苏研究》（韩冬涛著）。 

 
 

2018 年 7 月，周尚文教授的专著《列宁政治

遗产十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内容摘

要如下：列宁离开这个世界已近一百年了。他所

创建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和第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苏联）由盛及衰，最后走向了崩溃

和解体。在世界近代史、俄国史以及社会主义发

展史上，列宁都是绕不开的历史人物，对他的功

过是非的争论从未停息过。本书认为，在十月革

命后十分险恶和困难的内外环境下，列宁带领全

党开展社会改造和建设的艰苦探索，取得不少成

就和经验，也有失误和教训，所有这些，都是列

宁留下的宝贵政治遗产，后人理应采取理性的态

度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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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The Evolution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A 

Perspective from the Meeting between Xi Jinping and 

Vladimir Putin”， 

瓦尔代俱乐部官方网站，2018 年 8 月 1 日 

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指出：当前，中俄关系具有以下特征：一、王岐山副主席今年 5 月 24

日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时提到，习近平主席期待与普京再次会晤，共同规划中俄关系和上

海合作组织下一步发展。这表明，“规划”中俄关系是当下两国共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二、

中俄两国的合作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关系。两国是近邻，经济结构互补，发展阶段相似。

三、中俄关系是一个过程，需要“强大的政府”、用人市场和多元的社会力量更有效地推动。

四、中俄双边关系需要一个稳定的区域合作结构来支撑。 

在此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所弘扬的上海精神——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

明、谋求共同发展，作为一个新的尝试，担负着对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倡导的大欧

亚伙伴关系的重任。在这种国际背景下，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发展将构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

的尝试的重要方面。新的世界秩序正从这些不同方面的建构过程开始构建。 

 

 

刘军：“俄美关系的未来与中美俄三边关系的互动”， 

东方网，2018 年 8 月 4 日 

2018 年 7 月 16 日，就在整个世界对未来的俄美关系持普遍悲观之际，俄美首脑在赫尔辛

基会晤，本次俄美首脑会晤是否能改写俄美关系的历史引发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 

    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指出，本轮俄美首脑赫尔辛基会晤仍然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

是无论如何，它开启了俄罗斯与西方自乌克兰危机以来全面制裁与反制裁背景下的直接对话，

无疑，对俄美双边关系及国际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 

俄美关系当属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最引人关注同时又带动与影响其他国家关系的一对重

要的双边关系。如何从总体上看待及把握俄美关系的未来及其影响，促使中俄美三边关系的良

性互动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外交来说，继续深入推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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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中美关系的大局与压舱石作用，维持中俄美三边关系的良性互动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重要

的课题。 

 

 

贝文力：“作家的真正信条是反映善良”， 

解放日报，2018 年 8 月 11 日 

今年，在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诞辰 90 周年暨逝世 10 周年之际，其代表性著作《一

日长于百年》被重新推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阿达诺夫·拉何曼表示，

艾特玛托夫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文化象征，他的文学作品让全世界的读者领略到了吉尔吉斯斯坦

的风土人情和精神传统，是衔接吉尔吉斯斯坦与世界各国的文学桥梁。贝文力副教授作为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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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撰文探讨艾特玛托夫的文学贡

献以及在“一带一路”视域下研究民族文学的新方法和新思路。 

 

周尚文：“理性对待列宁政治遗产”， 

《探索与争鸣》，2018 年第 7 期 

怎样对待领袖人物的政治遗产，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问题。近年来，如何对待列宁的政治

遗产，在国内外颇有争议。我们既不能像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那样不加辨析地神化列宁和列宁主

义，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寻章摘句，用它作为解决所有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但也不应对列宁

和列宁主义全盘否定，肆意污垢，斥之为一种“原罪”。应放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分析列宁

的言和行。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是时代的产物，是已经逝去的那个世纪留下的政治遗产，今

人理应从历史的、学术的层面加以梳理和评析。 

 

林精华：“西方理论与俄罗斯大众文学事实之矛盾”， 

《国外社会科学》，2018 年第 4 期 

为强调民主及其在审美实践中的合法性,冷战时代西方建构了大众文化理论。自此,用这种

理论旨在说明城市化和(后)工业化时代文学艺术生产和消费,成为潮流,至今不绝。在这种理论

观照下,俄国是没有大众文学的,即便有,其价值也无足挂齿。实际上,自 18 世纪伊始,俄国开始

推动欧洲城市化,使以彰显正教信仰和斯拉夫民间美学的古罗斯文学,向面向市民的现代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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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转化。但它是知识分子在书刊审查制度下创造出来的,文学生产者和消费者充满着俄罗斯认

同感,被审查官放行并深得大众的普遍青睐。如何认识那些未被纳入经典序列、消失于文学史叙

述中的俄罗斯大众文学现象是个难题。正统俄罗斯文学史观屏蔽其价值,而西方的城市学把城市

化程度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文明水平挂钩,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把大众文学与国家的民主化程度挂

钩,显然不适宜用来解释俄罗斯大众文学。把俄罗斯文学之生产、流通和消费机制问题,置于俄

国城市化进程中考察,是正确认识大众文学实质之可能的方法。 

 

张红：“‘普特会’弦外之音”， 

《环球》，2018 年 7 月 23 日，第 15 期 

张红老师在文章中指出了 2018 年 7 月 16 日的“普特会”在不被广泛看好的情况下还能如

期举行的三个关键因素：领导人个人因素、国家间关系因素及国际格局因素。同时，“普特会”

传递出三个信号值得关注：改善美俄关系符合“美国利益”；欧洲安全格局或因跨大西洋关系裂

痕而转型；在美俄双方各有所图的前提下，“尽管美俄关系要得到实质性改善仍面临重重障碍，

但双方领导人改善关系的意愿和动作仍将给国际关系格局带来微妙的变化，值得密切关注。” 

 
张严峻：“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流变与现实境遇”， 

《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4 期 

民族文化认同意味着个体或集体对民族起源、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的认可、接纳和

支持,并由此产生的依附感、归属感和忠诚感。白俄罗斯地处东、西方文明交汇处,复杂的地缘

政治环境与多变的历史命运,始终影响着白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认知。苏联解体后,民族文化认同

的重新构建,成为白俄罗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民族语言的萧条、文化符号的多元、历史叙事

的冗杂,以及他者文化的渗透,都使得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在短时期内仍将面临诸多不确定

性。如何就语言政策进行调整,如何构建新的历史叙事和文化符号体系,如何应对“俄罗斯世

界”的文化冲击——将从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影响白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身份定位与下一步发展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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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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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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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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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研讨会成果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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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俄罗斯和中国面临的新现实 

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第八届中俄暑期学校 

2018 年 7 月 5 日-7 月 13 日，俄罗斯中心与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事务

学院联合举办的第八届中俄国际关系暑期学校在莫斯科举行。本届暑期学校的主题是“超越传

统议程：俄罗斯和中国所面临的新现实”，聚焦于当下中俄关系以及未来发展前景。俄罗斯研究

中心组织 21 名中方学员赴莫斯科，与来自俄罗斯、德国、韩国、瑞士等国家的 20 名学员一起，

参加了暑期学校。为期九天的培训，包括学术讲座、模拟外交谈判、小组讨论、文化之夜、文

化体验等活动。 

开幕式中，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卡拉加诺夫教授、我校

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一等秘书王冰等分别发言，对中俄暑期

学校在两国大学生学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都充分肯定。卡拉加诺夫教授在开幕讲座中认为，中

俄在未来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他同时强调多极化和新多边主义。随后，冯绍雷教授

作了“文明进程发展中的中俄关系”的主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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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几天，Likhacheva A.B.、Novikov D.P、Lukyanov F.A.、Chernenko E.V.、张昕、贾敏、

Mitrova T.A.、Bordachev T.V.、Petrovsky V.E.等专家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就国际关系论文写

作、亚洲经济框架的新趋势、特朗普时期的挑战和机遇、国际信息安全的俄罗斯倡议、俄罗斯

和中国在自由国际秩序中的新修正主义、媒体空间和社交网络在国际研究中的作用、能源转型

与中俄新能源合作的可能性、面临新挑战的国际组织、大众传媒在塑造世界新闻议程和新国际

秩序中的作用等问题，与学员们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学员们积极提出问题，在与优秀学者的

探讨、交流中，进一步提升对热点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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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九天的游学活动，同学们不仅对当下中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也切实体会到不同

文化间的交融与碰撞。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不仅提高了同学们的文化自信、专业自信，在暑期

学校学到的知识、方法和态度，也在悄悄改变着大家，督促着大家以更宽广的视野，深入学习，

拥抱世界。 

 

 

承办第九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和观察员国大学生暑期学校” 

2018 年 7 月 2 日—7 月 27 日，“2018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大学生暑期学校”成

功举办。活动由上海市教委主办、白俄罗斯研究中心和俄罗斯研究中心承办。今年六月，习近

平主席在青岛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峰会时，指出要继续在“上海精神”指引下，同舟

共济，精诚合作，齐心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并再次强调，要拉紧人文交流合作的共

同纽带，只有不断扩大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才能增进政治互信，为经济和安全合作打下坚

实的基础。在此背景下，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以“加强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为主题的“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大学生暑期学校”活动，对促进各国青年对中国的了解，加强彼

此的人文交流和友谊有着重要的意义。来自上合成员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

塔吉克斯坦和上合观察员国白俄罗斯的 35 名大学生参加了本次暑期学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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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中联部原副部长周

力大使，校国际教育中心主任黄美旭、国关院院长刘军、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促

进中心秘书长潘大渭，以及白俄罗斯驻沪总领事马采利、俄罗斯驻沪副总领事葛金诺等出席。 

本次暑期学校的研修内容丰富。学员们根据中文水平被分为三个班学习汉语，这样既满足

了一部分高起点学员的学习需求，又激发了中文零起点学员的学习热情。4 个星期的汉语学习

结束之后，学员们中文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高。俄语专题讲座的主题则包括了中国外交、上合

组织、中亚地区发展、上海与上海文化、跨文化交流与合作、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在中国等。此

外，参观博物馆、瞻仰纪念碑、游览古镇、写中国书法、捏面人、做糖画、做一天上海人、与

市民一起晨练、在上海音乐厅欣赏中国音乐、与上海俄语爱好者俱乐部成员联欢等体验活动，

使学员们多方位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多彩文化以及海纳百川的海派风尚。同时，还组织了以“我

心中的上合”为题的演讲比赛和上合主题的 T恤设计大赛，学员们踊跃参与，大展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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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日展示活动是暑期学校的一大特色。活动不仅为各国学员提供了展示本国文化的机会，

也为大家搭建了一个交流互动、心灵沟通的平台。在各自的国家日上，哈萨克斯坦学员演示了

民族传统习俗，俄罗斯学员们拉起所有人的手带领大家一起体验民族特色鲜明的圆圈舞，塔吉

克斯坦学员用塔语深情朗诵诗歌，白俄罗斯学员邀请大家品尝自己烹制的土豆饼和水煮苹果

羹……今年的吉尔吉斯斯坦日尤为特别。恰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校俄罗斯研究中心和吉尔

吉斯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在我校联合举办“艾特玛托夫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传播——‘一带一路’

视域下的民族文学暨《一日长于百年》新书研讨会”，吉尔吉斯斯坦日也作为此次活动的组成部

分。学员们精心准备，结合视频展示、诗歌朗诵、歌曲演唱等多种形式，多角度地展现了吉尔

吉斯斯坦的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令在场观众流连忘返。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上合成员国青年相聚在华东师大，增进了解，深化友谊，构成了华东

师大国际交流合作的一道亮丽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