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智库创新人才先锋人物奖” 

主送：教育部社政司
抄送：

中国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号      邮编  200062              Tel:0086-21-62233816  Fax: 0086-21-6223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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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基地建设综览 

——2019 年第一季度基地建设综览 

 

 基地建设亮点 

——《俄罗斯研究》继续入选 CSSCI 来源期刊 

——吴虹滨大使主讲“大使讲坛”第一讲 

 

 重要学术活动 

——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做客文汇讲坛 

——中挪俄“国际治理与商务”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获留学基金委立项 

——白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基地重大项目进展 

——“十三五”立项的基地重大项目陆续发表高质量的阶段性成果： 

《转折中的库兹巴斯——阿曼·图列耶夫的离任与迈克罗沃州的发展前景》和

《中俄与“自由国际秩序”之兴衰》 

 

 最新成果推介 

——冯绍雷：“‘百年孤独’与‘长效国家’：俄罗斯政治理论大家的嬉笑怒骂” 

——刘军：“Russia can’t be sidelined on Peninsula affairs”，Global Times 

——王海燕：“‘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关系的互动与重塑——以环阿尔

泰山次区域合作模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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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第 1 期 
（总第73期） 

 2019年4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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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工作简报  2019 年第一季度 

1 Center for Russian Studies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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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第一季度） 

【基地建设综览】 

本季度，俄罗斯研究中心继续全方位推进基地建设，并在相关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2019 年是中俄建交 70 周年。俄罗斯研究中心从 3 月起举办“大使讲坛”——庆祝中俄

建交 70 周年系列讲座，邀请多位大使围绕中俄关系做主题演讲。3 月 27 日，吴虹滨大使在

俄罗斯研究中心作首次演讲。 

2019 年 3 月 25 日，在最新发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目录（2019-2020）》

中，俄罗斯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俄罗斯研究》继续入选 CSSCI 来源期刊。 

本季度，俄罗斯研究中心成员针对时事热点问题（如哈萨克斯坦总统职位变迁），相继

在东方卫视、俄罗斯生意人报、文汇网、东方网等媒体发表系列评论。发挥智库资政启民、

服务社会的功用。 

本季度，中心成员在《世界民族》、《国外社会科学》、《俄罗斯研究》等 CSSCI 来

源期刊上陆续发表文章。“十三五”立项的基地重大项目，也陆续发表高质量的阶段性成果。 

 

积极推进学术研究的成果产出 

在基地重大项目研究方面，本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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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心研究员于滨教授承担

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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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俄罗斯研究》2019 年第 1 期上发表阶

段性成果。论文题目分别是《转折中的库兹巴斯——阿曼·图列耶夫的离任与迈克罗沃州的

发展前景》和《中俄与“自由国际秩序”之兴衰》。 

在学术论文方面，2019 年 2 月 17 日，冯绍雷教授在澎湃新闻发表《“百年孤独”与“长

效国家”：俄罗斯政治理论大家的嬉笑怒骂》；2019 年 2 月 21 日，刘军教授在 Global Times

上发表英文文章“Russia can’t be sidelined on Peninsula affairs”；王海燕副研究员在《世界民族》

2019 年第 1 期上发表《“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关系的互动与重塑——以

环阿尔泰山次区域合作模式为例》；阎德学副研究员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 年第 1

期上发表《帝国理论视域下日本的斯拉夫-欧亚研究》；万青松副研究员在《国外社会科学》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工作简报  2019 年第一季度 

2 Center for Russian Studies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19 年第 1 期上发表《冷战后美国的俄罗斯学：转型与多样化发展》，在《冷战国际史研

究》2018 年第 2 期上发表《冷战期间美国苏联学的发展历程考察》；俄中心博士生苟利武

在《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5 期上发表《乌克兰的族群分离与治理——以克里米亚问题为

例》。 

 

举办“大使讲坛”——庆祝中俄建交 70 周年系列讲座 

2019 年是中俄建交 70 周年。俄罗斯研究中心从 3 月起举办“大使讲坛”——庆祝中俄

建交 70 周年系列讲座，邀请多位大使围绕中俄关系做主题演讲。2019 年 3 月 27 日，吴虹

滨大使主讲“大使讲坛”第一讲，解读中苏关系最后十年。 

 

参与高水平学术活动 

2019 年 3 月 22 日，冯绍雷主任应邀出席由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国际问题研

究院、上海图书馆、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和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外交

70 年”系列研讨会，就“中俄（苏）关系的历史回顾”做主题发言；2019 年 3 月 11 日，应

邀出席由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和光明日报社联合举办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高层论坛

2019”并作题为“中俄关系与世界新秩序”的发言；2019 年 2 月 22 日，应邀前往上海市外

办出席会议，会议主题为上海东正教教堂使用的咨询。 

2019 年 1 月 4 日，中心副主任刘军接待了来访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卡尔·温弗雷德·艾

肯伯里（Karl W. Eikenberry，中文名艾江山），双方就加强科研及研究生英文项目合作事宜

进行了商谈；2019 年 1 月，由刘军教授牵头申报的中挪俄“国际治理与商务”创新型人才

国际合作培养项目获留学基金委立项。 

2019 年 1 月 30 日，中心副主任贝文力参加主题为“深化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乌兹别克斯坦驻沪总领事离任座谈会，并作大会发言。本次会议由上海社科院

智库建设中心举办；2019 年 1 月 16 日，参加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代表大会；2019

年 1 月 10 日，参加在大连理工大学举行的“白俄罗斯教育年”开幕式，获白俄罗斯教育部

颁授的“中白教育关系杰出贡献奖”。 

 

资政启民，服务社会 

2019 年 2 月 21 日，冯绍雷教授做客东方卫视新闻 24 小时，就普京国情咨文发表观点。 

2019 年 1 月 21 日，张昕副研究员接受俄罗斯生意人报 kommersant 采访，评论中美贸

易谈判。 

当地时间 2019 年 3 月 19 日，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总

统职位。对于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郑润宇老师、崔珩博士、何金科博士生，相继在国关国

政外交学人、东方网等媒体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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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度，俄中心研究生张严峻、崔雯怡、张慧敏分别在文汇网和东方网上撰文，围绕俄

罗斯垃圾分类、普京 2019 国情咨文、俄民众举行“保岛”示威游行等主题发表评论。 

 

【基地建设亮点】 

《俄罗斯研究》继续入选 CSSCI 来源期刊 

2019 年 3 月 25 日，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正式发布中文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2019-2020)和来源期刊扩展版目录。俄罗斯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

《俄罗斯研究》继续入选 CSSCI 来源期刊(2019-2020)。 

《俄罗斯研究》（双月刊）创刊于 1982 年，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华东师

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编辑出版的学术刊物。先后被

确认为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收录期刊。 

 

 

吴虹滨大使主讲“大使讲坛”第一讲 

2019 年 3 月 27 日下午，应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大使讲坛”邀请，中国前驻

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大使，中国中亚友好协会副会长吴虹滨做“庆祝中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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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70 周年系列讲座”《中苏关系的最后十年》主题演讲。讲座由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

院党总支书记、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贝文力主持。来自我校各院系和兄弟院校的师生代表

共同聆听了演讲。 

 

 

我院举办“大使讲坛”庆祝中俄建交 70 周年系列讲座第一讲 

演讲开始前，我校原副校长、上海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范军教授向吴虹滨大使颁发

了“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聘书。 

演讲中，吴虹滨大使首先回顾了他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 8 年的经历：体验了两个转

折点，即苏联由高峰到衰落，由兴盛到消亡；亲历过两次抗议者对使馆的“围城”；任期内

送走了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四位总书记。随后，吴大使详细叙述了中苏关系自 1965 年

开始对立、1969 年珍宝岛事件跌至冰点、1982 年逐渐缓和，1991 年“八一九事件”苏联迅

速衰落并解体的过程，并做了深入的解读分析。其间，大使不时穿插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众

多细节，现场气氛活跃。总结时，吴大使强调了三点：一是要搞好双边关系还是要靠自己的

实力。二是与俄罗斯的合作是我们的长期战略，不能含糊，不能轻视短视。三是做研究视野

要开阔。要把历史和现实相结合。运用材料档案，要多方位佐证。要学习当事国的语言，多

看当事国的材料，包括文学作品。以此使研究工作做得扎实。 

提问交流环节中，在场师生讨论热烈，吴大使回答了大家提出的有关体育外交、中俄在

中亚地区的互动、乌克兰大选、俄罗斯民族精神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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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虹滨大使做《中苏关系的最后十年》主题演讲 

2019 年是中俄建交 70 周年。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从 3 月起举办“大使讲坛”

——庆祝中俄建交 70 周年系列讲座，邀请多位大使围绕中俄关系做主题演讲。 

 

 

【重要学术活动】 

俄中心主任冯绍雷做客文汇讲堂 

2019 年 1 月 6 日，俄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做客文汇讲堂“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演讲第

三讲，主讲《中俄关系：中美胶着下的新走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边疆研究

所所长邢广程担任对话嘉宾，俄中心研究员张昕点评，俄中心工作人员及部分学生到场聆听

讲座。本次讲座后形成的文字报道在互联网上获得较大范围传播，反响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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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挪俄“国际治理与商务”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获

留学基金委立项 

2019 年 1 月，国家留学基金委公布了 2019 年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获资助名单，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申报的中挪俄“国际治理与商务”硕士项目获批。2018 年 12

月 12、1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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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赴东北师范大学进行了现场答辩，并顺利通过专家评审，获得留学基金委资助。 

中挪俄“国际治理与商务”硕士项目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

斯研究中心与挪威诺德大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三方共同建设的，项目依托中挪俄三方各

自学科优势，在国际能源合作领域、大型石油天然气跨国企业、大型跨国公司国际合作领域

培养复合型高层次的专门人才。 

 

中挪俄“国际治理与商务”硕士项目三方负责人 

 

白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12 月 26 日，中心与白俄罗斯驻沪总领事馆联合举办了“中国与白俄罗斯：‘一

带一路’倡议实施背景下的战略伙伴关系”学术研讨会。来自中白两国的专家学者、青年学

生 40 余人参加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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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开始前，副校长周傲英会见了白俄罗斯驻沪总领事瓦·马采利。研讨会上，马采

利做了主旨发言，回顾了一年来中白两国在各领域交流合作中取得的成果。北京第二外国语

大学白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张惠芹，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上合组织经济合

作与人文交流促进中心秘书长潘大渭，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李新、

副主任强晓云，华东师大俄语系主任刘玉琴、南京理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江晓红分别就中国

智库开展对白研究、中白在国际舞台和上合等国际和区域组织中的协作、中白经济交流、人

文合作、人才培养、科技合作等议题发言。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俄语系主任王保士、上

海工商外国语学校副校长金南辉介绍了各自单位与白俄罗斯院校在职业教育、基础教育领域

通过联合办学、举办暑期学校等方式进行合作的探索实践。华东师大外语学院硕士生李金敏

宣读了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历史系硕士生尤·弗拉修克与她合作撰写的关于白俄罗斯国立历史

博物馆与中国合作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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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气氛热烈，交流踊跃。发言者梳理成就，分析问题，提供建议，表示中白两国宣

布建立“相互信任、合作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发展已经进入定位高、基础

牢、机制顺的新阶段，双方对接各自发展战略，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着力打造发展目标高度契合、彼此利益深度融合的命运共同体。在此背景下，对中白

各自的发展和双边合作形势的准确判断、分析和把握显得尤为重要。要加强研究，积极发挥

智库的作用，开展务实交流合作，增进互信和友谊，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基础，以此扎实推

进两国友好关系健康、稳定和深入的发展。研讨会结束后，中国学生展示了书法撰写和民族

器乐演奏。 

 

哈萨克斯坦学者 P·塔伊洛夫教授访问俄中心并做俄文讲座 

2019 年 2 月 27 日，哈萨克斯坦军事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P·塔伊洛夫教授应邀访问俄中

心，并用俄语做了两个讲座。中心研究员王海燕老师主持，谢尔盖·比留科夫、郑润宇老师

等出席。 

塔伊洛夫教授在题为“哈萨克斯坦对接‘一带一路’中区域发展的新可能”讲座中，重

点谈到中哈近年来产能合作的重大项目和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分布的地区和重点领域，以

及存在的问题和思考。 

在名为“‘一带一路’理念顺利实施的因素——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在安全领域的合

作”的讲座中，塔伊洛夫教授选择了“一带一路”研究中较少涉及的军事合作领域，用翔实

的数据和资料，分析了哈国与中国在技术、反恐、人才培养和训练方面的合作现状和前景。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工作简报  2019 年第一季度 

10 Center for Russian Studies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教授指出，“一带一路”虽然存在一些诸如产业链结构不完善的问题，但是仍拥有广泛的合

作领域和多样的合作方式；而在军事领域，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

的必要性使得各方合作的需求更为迫切；中哈两国的军事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将不断

稳步发展，为两国的友好合作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随后的提问环节，塔伊洛夫教授耐心解答了老师和同学们提出的有关上海合作组织、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一带一路”等问题。讲座气氛轻松，互动热烈，大家都收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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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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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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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批准号：16JJDGJW005）的阶段性成果《转折中的库兹巴斯——阿曼·图列耶夫的离任与

迈克罗沃州的发展前景》，发表在《俄罗斯研究》2019 年第 1 期上。 

【内容提要】阿曼·图列耶夫在克麦罗沃州州长的位置上坐了 21 个年头。2018 年 3 月

末发生在该州的一场火灾，成了其下台的导火索。图列耶夫当政期间，在库兹巴斯创建了特

殊的政治秩序与经济关系。当前，该州处于转折时期，不仅是政治人物发生了更替，经济领

域也需要转型。无疑，煤炭行业过去是、今后也仍将是库兹巴斯的经济支柱。 

本文作者 C·比留科夫（С. Бирюков）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

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专任研究员、俄罗斯克

麦罗沃州国立大学教授。 

 

“21 世纪的国际格局与中俄关系：传统、现代与未来”项目 

发表阶段性成果 

中心研究员于滨教授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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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俄与“自由国际秩序”之兴衰》，发表在《俄罗斯研究》2019 年第 1 期上。 

【内容提要】西方近年来关于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是否已

“终结”的辩论，无论在理论和政策层面都存在着相当的盲点和误区。将中俄两国定义为该

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不仅是匪夷所思，而且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这一秩序的

早期阶段与冷战的两极体系是一个共生（symbiotic）建构，它不仅在国际层面制约了美国力

量的滥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改进或克服了美国国内制度的弊端（种族隔离等）。在冷战后

期，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对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也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冷战以后，

中俄对“自由国际秩序”在不同的政策领域采取了不同的对接方式，也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中国的长期稳定崛起，以及俄罗斯与西方日益走向对抗。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所谓

“自由国际秩序”损害最大的，恰恰是处于巅峰状态、对外扩张无度的西方本身。对中俄来

说，“自由国际秩序”的困境，需要国际社会集体努力来修复。在没有全球性危机的情况下，

如果把“婴儿”(自由国际秩序)和“洗澡水”一起倒掉，那么无人会从中获益。而这恰恰是

我行我素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走向。 

本文作者于滨教授是美国威登堡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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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基地重大项目承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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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成果推介】 

 

冯绍雷：“‘百年孤独’与‘长效国家’：俄罗斯政治理论

大家的嬉笑怒骂”，澎湃新闻，2019 年 2 月 17 日 

2019 年 2 月 11 日，俄罗斯理论专家苏尔科夫在《独立报》发表名为《普京的长久帝国》

的文章，引起了各种争议和反响。文章中，苏尔科夫提出“普京式的长效国家”这一概念，

认为俄罗斯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建构模式；同时，也不过分强调各种复杂历史条件下的差异对

立，而是关注不同国家建构范式之间的融合与和谐。“普京主义”政治模式将是俄罗斯民族

未来 100 年生存和发展的有效手段。普京本人对这一文章的态度相当谨慎，但其想法与苏尔

科夫的文章并非完全无关。苏尔科夫还提醒，所有未来对于普京政治体系的阐述，要避免“不

合适的宣传方式”。俄罗斯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指出，但问题的症结恐怕不止于此。除了通

过批评西方以稳固自身，还必须通过合情合理的对话，一步一步地找到与西方重回对话的路

径。 

 

刘军：“Russia can’t be sidelined on Peninsula affairs”，

Global Times，2019 年 2 月 21 日 

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指出，朝鲜半岛问题尽管不涉及俄罗斯的核心利益，但俄罗斯希望

能够扮演维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战略性角色而不是被排除在东北亚安全架构之外。一直以

来，俄罗斯与北朝鲜都保持着密切的双边高层交流，在联合国安全框架下与中国在半岛问题

上积极合作并支持中方的“双暂停”政策，俄罗斯与韩国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双方在俄罗斯

远东开发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即将到来的第二次“金-特”会即使可能缓和美朝双边关

系，也不会影响到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以及俄罗斯在朝核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因为东亚缺

乏地区安全合作机制，要想彻底解决半岛问题为时尚早；另外，朝鲜需要俄罗斯帮助以终止

联合国对自己的制裁，且朝鲜在俄罗斯远东的务工人员是朝鲜主要的外汇储备来源。未来，

普京和金正恩很可能会见面，朝核问题将不仅只有依赖特朗普的“好心”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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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燕：“‘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关系的

互动与重塑——以环阿尔泰山次区域合作模式为例”，世界

民族，2019 年第 1 期 

本文梳理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的互动关系，并将其放在“一带一路”

背景下来进行解读。已有研究发现，“一带一路”通过赋予全球化新的内涵和价值理念，将

会从全球化、民族国家和地区三个层面重塑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本文

以环阿尔泰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为例，分析了环阿尔泰次区域在地理位置、跨界民族等方面

具备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良性互动的条件，研究发现环阿尔泰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构建促进

了区域经济合作，中俄哈蒙四国地方合作带给区域经济发展的成效显著。本研究认为，中国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既是一种新型的区域主义，也是全球化新模式的创新，在“一带一

路”的推动下，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的互动模式将可能呈良性发展。 

 

阎德学：“帝国理论视域下日本的斯拉夫-欧亚研究”，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 年第 1 期 

帝国理论是考察斯拉夫-欧亚地区过去、现在和未来政治生态变迁的一个有效视角，对

于考察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迁也较为有效，尤其对于 21 世纪新兴大国崛起之后的全球和地

区治理方式的考察，也是一种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工具。中心副研究员阎德学指出，日本斯拉

夫学界盛行使用帝国理论来考察沙俄帝国和原苏联的历史，帝国理论构成日本斯拉夫-欧亚

地区研究的核心理论支柱，“多法域性”成为帝国理论的核心概念。通过历史上的帝国比较

研究，把清王朝、不列颠帝国和沙俄帝国看成是一种多元结构，要比看作圆锥状的帝国机构

更有说服力。 

 

万青松：“冷战后美国的俄罗斯学：转型与多样化发展”， 

国外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 期 

俄罗斯学作为一门综合研究俄罗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学科，在多数国家都受到重视。冷

战后美国的俄罗斯学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转型与多样化发展阶段。随着研究对象和范畴、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工作简报  2019 年第一季度 

14 Center for Russian Studies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研究资源的获取途径与研究队伍的变化，当代美国俄罗斯学在转型过程中开始逐渐摆脱传统

研究范式的影响，在体裁、理论、方法论、研究主题等方面呈现出新特征，继续推动着当代

美国俄罗斯学的发展。 

 

万青松：“冷战期间美国苏联学的发展历程考察”，冷战国

际史研究，2018 年第 2 期 

二战后,随着美苏冷战拉开序幕和出于反共产主义国家的需要，在美国政府和私人组织

的庞大资金和制度支持下，美国的地区和国别研究迅速发展。在此背景下，苏联学开始形成

并快速发展起来。美国苏联学的发展不仅有其自身的内涵、学科范畴、方法论基础,也有强

大的制度和人才基础，在其发展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主导美国苏联研究的两大理论范式——极

权主义和修正主义。虽然冷战期间的美国苏联研究实力堪称世界一流，但却被高度政治化和

意识形态化，这决定了苏联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具有诸多的缺陷和弊端，最后因未能预测到

苏联的解体而饱受诟病。  

 

林精华：“俄罗斯认同始于何时何处：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俄

罗斯化的文学表现”，俄罗斯学刊，2019 年第 1 期 

19 世纪初被俄国文学史家确立为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特指普希金及前后的著名诗

人创作了诸多重要作品，从主题到诗学皆奠定后来俄国文学发展方向。如此定位是有违历史

事实的：在 19 世纪初，俄国突然出现了格列奇、扎果斯金、马尔林斯基、森科夫斯基、布

尔加林等一大批历史小说家，他们创作的作品畅销程度远超过普希金，甚至普希金也深受这

一历史小说潮流之感染，不仅写出了充满个性的《普加乔夫暴动始末》，而且其以普加乔夫

事件为背景的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是成就其文学声望和文学史地位的杰作。而这种历史

小说乃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在俄国本土化的成果：不再是直接模仿欧洲题材和叙述方式，而是

多取材于古罗斯或莫斯科公国时代或沙俄时代或 18 世纪帝俄历史，或以不同时代历史为背

景，极富想象力地塑造那些强烈认同俄罗斯的主人公形象，多番呈现出 1812 年卫国战争胜

利后帝俄身份意识增强之大势，深得当时读者青睐。正是这些作品成就了一大批著名的流行

小说家，更是引领了此后文学朝着俄罗斯认同方向发展，并且小说日渐成为主要文类。但这

种满足读者审美需求的通俗文学发展事实，却与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追求文学高雅的贵族趣味相

矛盾，从而不被当时和后来的文学史家所尊重，却是当时和后来一代代市民读者热衷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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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珩、冯绍雷：“纳扎尔巴耶夫的辞职和中亚国家权力交接”，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2019 年 3 月 21 日 

自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执政近三十年的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于 3 月 19 日发表电视讲话请

辞总统一职，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诸多讨论。俄罗斯研究中心崔珩博士指出，实际

上纳扎尔巴耶夫这一突然的决定背后有着长期周密的对政权交接的考虑与部署。在哈萨克斯

坦一系列制度保障和纳扎尔巴耶夫的政治智慧与崇高威望下，与新任总统托卡耶夫的权力交

接有望实现和平过渡。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的发展历程以及政治权力交接，也反映出了一些

值得我们思考的趋势。 

 

郑润宇：“扎尔巴耶夫突然辞职：俄语世界专家学者怎么

看？”东方网，2019 年 3 月 20 日 

俄罗斯研究中心郑润宇老师认为，哈萨克斯坦的重要战略位置和纳扎尔巴耶夫在国内的

重要地位和影响，使得纳扎尔巴耶夫的辞职刺激了所有关注中亚问题学者的神经。俄语世界

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哈萨克斯坦所取得的成就与纳扎尔巴耶夫个人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后

纳扎尔巴耶夫时代的权力人选——托卡耶夫忠实于纳扎尔巴耶夫，将会继续推动哈萨克斯坦

的稳定发展。 

 

苟利武：“乌克兰的族群分离与治理——以克里米亚问题为

例”，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5 期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独立以来，族群分离一直是困扰着乌克兰社会转型的棘手问题。在

乌克兰，各个族群因为历史原因与周边国家有着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不同族群之间也因宗

教信仰、语言文化、经济差距、政府治理等因素影响而存在敏感性。俄罗斯研究中心苟利武

博士生就乌克兰的族群问题做了专题研究。他认为经济衰退、治理失效、社会腐败等诸多因

素为地区分离主义运动积蓄了强大的动力，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秩序的溃散则为分离运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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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乌克兰历届政府不同程度地推行乌克兰化政策，一定程度

上降低甚至阻滞了少数族群对政府的认同，成为克里米亚分离运动的重要诱因。 

 

何金科：“纳扎尔巴耶夫的‘辞’与‘不辞’”，东方网，

2019 年 3 月 21 日 

针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突然辞职，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生何金科在东方网上撰文加以分

析。他认为纳扎尔巴耶夫毫无征兆的辞职虽在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主要原因有：1.

自 2015 年，纳扎尔巴耶夫就不断让渡权力，为辞职做准备；2.目前，纳扎尔巴耶夫仍然充

分地掌握了国家权力，因此总统职务交接不会引起巨大社会动荡；3.79 岁高龄的纳扎尔巴耶

夫其身体素质和总统的高强度工作已无法成正比；4.纳扎尔巴耶夫用了 28 年的时间将一个

积贫积弱的哈萨克斯坦带入了世界发达国家 50 强之列，此时此刻的功成身退或许是最佳的

选择；5.哈经济发展已出现疲软状态，纳扎尔巴耶夫借此时机选择合适的“接班人”刺激国

内经济转型，同时回击“家族化威权体制”也在合理的范围之内；6.扎尔巴耶夫这次“辞职”

或许也是在时机成熟之时效仿为其所欣赏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同时，基于纳扎尔巴耶夫

仍然掌握国家核心权力、“培养”托卡耶夫多年、托卡耶夫忠于纳扎尔巴耶夫和中哈、哈俄

之间的关系有着固定基调，不易波动等原因，纳扎尔巴耶夫的“辞职”对中哈、哈俄关系也

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对中亚地区格局也不会起到实质性的影响。 

 

张严峻：“垃圾分类妙招·俄罗斯|拟开发 AI 垃圾分类系统，

速度将是人工的数十倍”，文汇网，2019 年 2 月 28 日 

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生张严峻对俄罗斯的垃圾分类问题，在文汇网上做了专门的介绍和

分析。俄罗斯从 2019 年 1 月起正式启动新的垃圾分类处理计划：一是建立统一的垃圾管理

体系，二是调整管理费用征收制度。同时，俄罗斯将垃圾回收点信息导入手机地图软件，助

力正确扔垃圾。但不论是向企业传达市场机会，还是向居民宣传分类知识，俄罗斯都面临着

观念和技术上的难题。长远来看，未来俄罗斯不仅需要新的垃圾处理厂和环保费调配机构，

更需要制定一套废弃物循环经济计划，这需要新观念和新技术的支持。在这一问题上，俄罗

斯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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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敏：“俄民众举行‘保岛’示威游行，向安倍喊话：把普

京拿走，南千岛群岛必须留下”，文汇网，2019 年 3 月 1 日 

2019 年 1 月 20 日，从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直至最西边的加里宁格勒，俄罗斯多个城市

先后举行集会，反对把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交给日本。距离俄罗斯首都莫斯

科红场 3.5 公里外的苏沃洛夫广场聚集了近千人，民众来自各个年龄层，他们中大多数手持

左翼阵线制作的宣传标语“南千岛群岛是我们的”、“交出岛屿就是对俄罗斯的背叛”、“俄

罗斯，醒来吧！”，强调南千岛群岛是俄罗斯领土的一部分，难以接受以任何形式“出售领

土”的行为。民众担心这只是一个开始，将来还会有其他的让步。 

 

崔雯怡：“普京 2019 国情咨文：聚焦内部发展经济，警告外

部展示力量”，东方网，2019 年 2 月 10 日 

普京 2019 年度国情咨文重点放在国内，首要目标是促进发展，具体包括：改善民生、

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单独强调了克里米亚与远东

地区的战略地位。外交部分强调了本国的多边外交战略，单独提及了白俄罗斯、中国、印度、

东南亚国家、欧盟、日本与美国。作者认为，普京今年国情咨文的重点与去年并无太大区别，

经济疲软以及与大国抗衡仍是俄罗斯继续关注内部发展以增强经济实力的重要原因，但大国

文化心理残留与历史的辉煌已经对其发展内部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干扰，俄会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内将热情更多地投入在国防科技建设，而不是国内经济的发展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