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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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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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绍雷  评论 
上合合作，不学西方画地

为牢 
观察者网 

2019年 6月

17 日 

冯绍雷  评论 中俄关系提质升级 新民晚报 
2019年 6月

7 日 

刘军  评论 
Russia can’t be sidelined 

on Peninsula affairs 
Global Affairs 

2019年 2月

21 日 

刘军  论文 

中俄‘长江—伏尔加河’

地区合作中的投资困境研

究 

俄罗斯东欧中亚

研究 

2019 年第 2

期 

于滨  论文 
中俄与―自由国际秩序‖之

兴衰 
俄罗斯研究 

2019 年第 1

期 

比留科夫  论文 

转折中的库兹巴斯——阿

曼·图列耶夫的离任与科

迈罗沃州的发展前景 

俄罗斯研究 
2019 年第 1

期 

王海燕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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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德学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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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德学  论文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特

色国际关系理论构建 
东北亚论坛 

2019 年第 1

期 

万青松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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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精华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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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珩 冯绍雷 评论 
纳扎尔巴耶夫的辞职和中

亚国家权力交接 
解放日报 

2019年 3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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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宇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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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金科  评论 
“纳扎尔巴耶夫的‘辞’

与‘不辞’” 
东方网 

2019年 3月

21 日 

张严峻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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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慧敏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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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雯怡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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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超  论文 

中国俄苏国际问题研究的

学术演进和智识革新

(1978～2018) 

俄罗斯东欧中亚

研究 

2019 年第 2

期 

孙超  论文 
国家建构、民主化回应与

中亚政治稳定的形成 
国际关系研究 

2019 年第 3

期 

利布曼  论文 

Learning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Eurasian 
Regionalism and the Global 

Script 

Kontury 

Global'nykh 

Transformatsiy 

2019 年第 2

期 

林精华  论文 

现代俄罗斯文学起源于何

处何时：18世纪后期俄语

书信体和旅行记书写 

澳门理工学报 
2019 年第 2

期 

阎德学  评论 
对于刚刚过去的“普金

会”，韩国怎么看？ 
文汇报 

2019年 4月

29日 

崔珩  评论 
Xi’s visit to Russia will 

further promote bilateral 

relations 

Global Affairs 
2019年 6月

5 日 

何金科  评论 

哈萨克斯坦大选结束，后

纳扎尔巴耶夫时代是否已

来临 

东方网 
2019年 6月

10 日 

何金科  评论 
哈萨克斯坦大选临近，群

雄逐鹿还是一枝独秀？ 
东方网 

2019年 5月

1 日 

万青松  评论 
中欧进一步拉紧经贸合作

纽带 
国际商报 

2019年 4月

10 日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成果简报 2019 年第一期 

3 Center for Russian Studies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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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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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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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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与‘欧亚伙伴关系’对接中的中国定位与战略

选择‛项目立项 

由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一带一路’与‘欧亚伙伴关系’对接中的中国定位与战略选择”于 2019 年 6 月正式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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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批准

号：16JJDGJW005）的阶段性成果“中俄‘长江-伏尔加河’地区合作中的投资困境研究”，发

表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 年第 2 期上。 

【内容提要】中俄“长江—伏尔加河”地区经贸与人文合作是中俄非毗邻地区合作的新模

式。在中俄两国政府的推动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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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中俄非毗邻地区合作的新模式也面临

诸多挑战，突出表现在经贸合作落后于人文合作，投资合作落后于贸易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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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方来看，伏尔加河联邦区面临着投资饥渴，

但投资环境不佳；从中方来看，长江中上游地区大型企业有投资需求，但表现出较大的投资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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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如何走出投资困境，实现投资恐惧与投资饥渴的对接是中俄“两河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

所在。 

本文作者刘军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副

主任、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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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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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核问题将不仅只有依赖特朗普的“好心”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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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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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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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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绍雷：‚上合合作，不学西方画地为牢‛，观察者网，2019 年

6 月 17 日 

上合组织成立已将近二十年，对于这一组织的评价不能离开时代发展的脉络与趋势。在一

个曾经被布热津斯基称为是冷战后地缘政治的“黑洞”的区域，在中国和其他成员国的共同努

力下，实现了初步的、但也是非常难得的稳定、合作、发展和进步。上合组织所提倡的“上海

精神”为当代国际秩序的完善和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协同大小国家、弥合分歧差距、坚

持开放进步；反对任何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倒退；反对文明冲突、力主多样文明的互相尊重

和合作共赢。这些原则立场可大大丰富人们在未来改革国际秩序进程中的想象力。 

上合组织还是一个年轻的区域组织，生逢变世、又遭逢巨大挑战，的确值得好好思考未来

发展的战略选择。上合组织有着自己的道义原则与利益基础，有着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自身

发展的逻辑，不必按照任何霸权意志行事，更不必为任何来自外部的干扰所左右。也即，坚定

不移地奉行一系列既定方针，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多边合作、坚持平等互利、坚持将人类文明

创造与本土实践的相互结合；不对抗、不针对第三者。在现有发展基础上，踏踏实实地总结经

验，改革创新，为人民谋利，上合组织就有自己发展的巨大空间。 

 

林精华：‚现代俄罗斯文学起源于何处何时：18 世纪后期俄语

书信体和旅行记书写‛，澳门理工学报，2019 年第 3 期 

现代俄罗斯文学之发生并非一撮而就，其生成过程极为复杂：彼得一世开启向欧洲开放之

潮流，1742 年之后，帝俄开始加速扩大译介欧洲流行作品的规模。当局虽辅以报刊审查制度，

以确保翻译文学不危机帝国进程，但看以低俗、实则倡导人性解放的历险记这类欧洲流行文学，

却随之进入俄国，并因其城市化进程加速、市民读者阶层急剧扩大之势，在俄国畅销起来。尤

其是，1770 年代之后，出现译介法、德、英等启蒙主义和感伤主义文学热潮，以及模仿这些译

作并盛行书信体、旅行记这类不同于古罗斯宗教化隐喻的现代俄语文学之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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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中俄‘长江—伏尔加河’地区合作中的投资困境研究‛，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 年第 2 期 

中俄“长江—伏尔加河”地区经贸与人文合作是中俄非毗邻地区合作的新模式。在中俄两

国政府的推动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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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中俄非毗邻地区合作的新模式也面临诸多挑战，突

出表现在经贸合作落后于人文合作，投资合作落后于贸易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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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方来看，伏尔加河联邦区面临着投资饥渴，但投资环境

不佳；从中方来看，长江中上游地区大型企业有投资需求，但表现出较大的投资恐惧。如何走

出投资困境，实现投资恐惧与投资饥渴的对接是中俄“两河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孙超：‚中国俄苏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演进和智识革新

(1978～2018)‛，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 年第 2 期 

与改革开放四十年相同步，中国俄苏国际问题研究在研究传统重建的基础上，不断适应崛

起中国对学科专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需求，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以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

国家建设需求导向到学习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模仿和借鉴西方理论到建设有

中国风格和特色的欧亚地区国际关系研究，从服从国家外交的对策分析导向到相对独立的研究

欧亚地区各行为体“在地知识”、联动内政外交分析其内外战略，从关注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到

丰富细化的问题领域和规范科学的方法论意识，中国的俄苏国际问题研究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尽管当前中国俄苏国际问题研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在争夺国际话语权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但是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今天，欧亚地区国际关系研究必然会随着中国的“智识革新”而不断进

步。 

 

孙超：‚国家建构、民主化回应与中亚政治稳定的形成‛，
国际关系研究，201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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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关于中亚国家构建文献多着眼于中亚民族-国家建设，忽视了与之密切相关的国家权力

集中与制度合法性建设的有机联系，更回避分析中亚各国应对外部环境的制度适应性。中亚政

治稳定的形成得益于稳定秩序三角，即权力集中、合法性策略以及对国际民主化浪潮的灵活回

应。具体说来，中亚政治精英迅速适应了国际社会中的民主扩散进程，在此基础之上培育了独

特的选举文化完善总统制权力框架积累制度合法性，并通过政治共同体建设培育了新的政治民

族。这些因素有力地促成了中亚政治秩序的稳定。这种稳定局面也将在较长时间延续。 

 

A. Libman: Learning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Eurasian Regionalism and the “Global Script”, Kontury 

Global'nykh Transformatsiy, 2019, 12(2) 

Even from the cursory observation,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ppears to be a good example 

of what is frequently referred to in the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research as diffusion of the EU model 

– many specific institutional solutions and, more generally, the fundamental agenda and the design of 

the EAEU are inspired by the EU experience. This article asks two questions: first, how can we 

explain the diffusion of the EU model in case of Eurasia, and second, which consequences does the 

diffusion have for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AEU and the EU, as well as the EAEU and the Asian 

integration projects (lik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ur conclusions are paradoxical: we show that 

the standard arguments of the diffusion literature show limited empirical validity in the Eurasian case; 

and that the institutional similarity between the EU and the EAEU makes the interaction of these two 

organizations more, and not less diffic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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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讨会成果推介】 

 

俄中心举办“庆祝中俄建交 70 周年系列讲座”活动 

2019 年适逢中俄建交 70 年周年，正是总结梳理中俄关系的过去、展望两国关系未来的重

要时刻，为此，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于 2019 年 3

月-6 月先后邀请吴虹滨、姚培生、高玉生、于振起、周力、张德广、鲁桂成、齐若愚等八位中

国驻外大使到访中心并做主题演讲。八位大使根据亲身参与中俄关系关键时刻的经历，结合自

身长期从事外交一线工作时的思考，对百年变局下的中俄关系、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升

级、中俄维护世界战略稳定、中苏关系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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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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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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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中心举办“主要大国、区域国家与世界秩序”研讨会 

 

2019年 4月 25日至 26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德国柏林“文明对话研究所”

（DOC）、加拿大渥太华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三个机构联合举办的“主要大国、

区域国家与世界秩序”国际研讨会在我校学术交流中心举行。出席此次会议的 19位嘉宾来自加

拿大、俄罗斯、美国、德国、比利时、澳大利亚、中国等，近 30名中外学生到场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