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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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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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学术研究、国际合作以及扩大

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2019 年是中俄建交 70 周年，为此，俄罗斯研究中心与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

院、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联合在莫斯科举办了“新国际形势下的中俄合作”。来自

中俄两国的重点科研机构和高端智库的 4名资深专家学者围绕主题作了重点发言，并与中俄

学界、媒体界代表展开了积极对话与坦诚交流。中方代表来自中联部、外交部、中国外文局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新华社、中国社科院、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俄方代表来

自俄国际事务理事会、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俄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远

东研究所、俄全球化问题研究所、莫斯科国立大学、外交部下属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高等

经济研究大学、“统一俄罗斯”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等。与会两国专家学者重点围绕“中国和

俄罗斯面对全球乱象的挑战——实现战略稳定的途径、中国、俄罗斯和欧洲之间互动和沟通

的空间与前景”两大议题分展开研讨。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负责的中俄挪三方联合培养

硕士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由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与挪威诺德大学、莫斯科国际关系

学院合办的中挪俄“国际治理与商务”全英文三方联合培养硕士项目，将结合三国三个高校

的优势学科——中方的俄罗斯与欧亚研究、挪威的国际商务与管理、莫斯科的国际能源与地

区治理，培养具有较强研究能力、广泛国际视野，适合在涉外部门、智库、大型跨国公司的

国际交往及政策分析部门工作的专门人才，以及未来的知华亲华友华的国际领袖人才。 

本季度，俄罗斯研究中心成员针对时事热点问题（如东方经济论坛、中俄关系 70周年、

俄法关系等主题），相继在东方卫视、文汇报、CG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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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研究》、《当代世界》等期刊和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

乐部陆续发表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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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冯绍雷教授承担的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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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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正式通过教育部立项；俄中心研究员林精华教授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重大项目“20 世纪早期俄国思想史”（项目批准号：11JJDGJW007）的阶段性成果“大

众文学在俄国的起源和发展考”，发表在《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 4期上。 

在学术论文方面，2019 年 8 月，俄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在《当代世界》2019年第 8期

发表论文“中俄关系 70 年的当代意义”；2019年 8月，林精华教授在《俄罗斯研究》2019

年第 4期发表“大众文学在俄国的起源和发展考”；2019年 8月，俄中心副主任张昕在《文

化纵横》2019 年 8 月号发表“反霸权还是超越霸权：世界贸易谈判中的新兴经济”；2019

年 8 月，俄中心主任冯绍雷、博士后崔珩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发表主题研究报告

“Developing the Far East and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New Perceptions and New Practices”；

2019年 8月 20日，张红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法俄‘特殊伙伴关系’强势回归了吗”。 

 

举办 2019年“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生暑期学校”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5 日，由上海市教委主办、我校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

斯研究中心和国际教育中心承办的“2019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大学生暑期学

校”在成功举办。经过十年的发展，“上合组织暑期学校”已经成为俄罗斯研究中心，乃至

华东师范大学的重要品牌。 

 

举办第六届中俄国际关系暑期学校 

2019 年 7 月 4 日-11 日，俄罗斯研究中心与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事

务系联合举办的第九届中俄国际关系暑期学校在莫斯科举行。俄中心此次组织 20 名中外学

生赴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与来自俄罗斯的 20名学员一起参与了此次暑期学校的活动。

本期暑期学校以“遏制保护主义、推动变化政治格局中的多样性”（Deterring Protectionism 

and Promoting Diversity in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为主题，围绕当下国际关系本质发

生的变化以及各大行为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展开深入研究和探讨。 

 

参与高水平学术活动 

2019 年 6 月 29-7 月 1 日，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带领 7 名教师、10 名博士

生和硕士生赴东京大学参加第十届东亚斯拉夫欧亚研究会议。俄中心师生均在东亚斯拉夫欧

亚研究会议上宣读了各自的论文，其中，由阎德学副研究员组织、冯绍雷教授主持、松里公

孝教授点评的“比较视野下的国家斯拉夫研究”专题圆桌讨论受到国际学术界极大关注。 

俄中心副主任贝文力、俄中心副研究员万青松 2019 年 9 月 4 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参加

俄罗斯历史协会主办的作为东方经济论坛分论坛的“从历史与现实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七十年以来的俄中相互关系”国际研讨会。贝文力在分组会“中俄关系现状：政治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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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做“丰富和优化新时代中俄人文交流合作的路径”发言。 

2019 年 7 月 3 日至 8 日，俄中心副研究员王海燕赴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参加主题为

“Modern Research and Assessment Methods for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of Central Asia”的国际研讨会，

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德国、日本等国的

70 多名学者参会，会议之后赴咸海考察。 

2019 年 8 月 26 日，俄中心副研究员万青松、博士后崔珩应邀参加由上海大学和俄罗

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中国—俄罗斯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 3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面向未来的中俄友好与合作”主题进行

了深入探讨；2019 年 7 月 20 日，万青松应邀参加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

的“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地区与重点国家：建设领域与成果经验”学术研讨会并做发言。 

2019 年 7 月 13 日-8 月 14 日，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应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的邀请，前往

卡尔顿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及座谈；2019 年 8 月 17 日，冯绍雷教授应邀为局级干部讲习班

授课，题目分别为“国际秩序重构下的中美俄关系”和“社会转型和人文知识体系的重构”；

2019 年 9 月 21 日，冯绍雷教授为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及青年干部做报告，主题为“中美俄

三边关系与国际秩序的重构”。 

2019 年 6 月 24 至 26 日，中心副主任张昕应邀赴德国马歇尔中心（George C. Marshall 

European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参加对方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讲习班 Senior 

Executive Seminar，就“中国在欧洲的经济影响”进行授课并参加专题讨论；2019 年 7 月 11

日，张昕应邀参加上海外国语大学“欧亚文明研究”学术研讨会并做主题发言。会议主题为

“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定位、新方向、新议程”，发言主题为“趋同还是

模仿？中俄内政与外交关系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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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建设亮点】 

俄中心在莫斯科举办“瓦尔代”专家对话会 

 

2019年 9月 17日上午，由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

研究院与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联合举办的专家对话会在莫斯科成功举行，本次

对话会的主题是“新国际形势下的中俄合作”。来自中俄两国的重点科研机构和高端智库的

4名资深专家学者围绕主题作了重点发言，并与中俄学界、媒体界代表展开了积极对话与坦

诚交流。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在会上重点就中俄关系 70年的当代意

义、中俄务实合作、中俄关系的内生动力等问题发言，引得了与会专家的广泛共鸣。会后，

冯绍雷还接受了俄方记者的采访。 

17日下午，由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与俄罗斯

高等经济研究大学联合主办的、以“中俄关系与世界秩序——纪念中俄建交 70周年”为主

题的高端研讨会在莫斯科举行，来自中俄两国 3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与会。中方代表来自中

联部、外交部、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新华社、中国社科院、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俄方代表来自俄国际事务理事会、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俄科学院世界

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远东研究所、俄全球化问题研究所、莫斯科国立大学、外交部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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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高等经济研究大学、“统一俄罗斯”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等。与会两国

专家学者重点围绕“中国和俄罗斯面对全球乱象的挑战——实现战略稳定的途径、中国、俄

罗斯和欧洲之间互动和沟通的空间与前景”两大议题分展开研讨。会议分两个阶段举行。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冯绍雷教授在第一阶段会议上重点就当前国际和地区形

势、中俄战略合作等问题作了主题发言，并全程主持了第二段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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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前后，中方代表团还走访了我国驻俄大使馆、3家俄罗斯知名智库和高校（俄国

际事务理事会、俄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重点围绕当

前国际与地区形势、大国关系、中俄建交 70周年、新时代中俄合作等话题，与各方展开友

好交流与深入对话。此外，还与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员、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前主席阿

列克谢·普什科夫进行了会见和交流。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贝文力副教授万青松、副研究员参加了上述有关活

动。访问期间，俄罗斯研究中心在各场活动上展示并向俄相关机构和专家赠送了由中心组织

编译的论文集（俄文、英文）。文集收录了中心成员近年发表的研究成果。文集的内容和介

绍传播的方式受到了俄罗斯专家和记者们的关注和好评。 

 

中俄挪三方联合培养硕士项目启动 

 

2019 年 9 月 6 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治理与商务”中挪俄三方联合培养硕士项

目启动仪式在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16 室举行。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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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诺德大学商学院

高北中心主任 Frode Mellemvik，挪威驻上海总领事馆代办 Hedda Himle Skandsen，挪威驻上

海总领事馆项目与传媒官员黎楚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中心主任黄美旭、国际交流处副

处长王素斌、研究生院招办主任华春燕，以及相关老师和首届中国学生参加。国关院院长助

理、俄中心副主任张昕主持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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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开始，三方高校进行了多轮合作谈判。通过实地互访，配合运用互联网通信等

多种方式，克服种种困难，就三方联合培养的模式、课程、培养方式等环节进行了全方位的

协商和评估。本项目的跨学科、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新模式，突破国内传统的双边联

合培养模式，具有较大的开拓性和前瞻性。 

 

华东师范大学与挪威诺德大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合办的中挪俄“国际治理与商务”

全英文三方联合培养硕士项目，将结合三国三个高校的优势学科——中方的俄罗斯与欧亚研

究、挪威的国际商务与管理、莫斯科的国际能源与地区治理，培养具有较强研究能力、广泛

国际视野，适合在涉外部门、智库、大型跨国公司的国际交往及政策分析部门工作的专门人

才，以及未来的知华亲华友华的国际领袖人才。项目采用“1+1+1”的培养模式，三方学校

每年各自招收 10 名学生，学生第一学期在各自母国就读，第二学期在挪威诺德大学学习，

第三学期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就读，第四学期开始到华东师范大学学习。项目将依托已经

完备的学分互换制度为学生完成学业提供服务。同时，三方经过多轮研讨对各自的课程进行

对接，设计了一套专门针对本项目的国际化课程体系，由中外导师联合授课、联合指导。完

成三方规定的学分后，学生可以获得三方院校联合颁发的培养证书。 

 

俄中心举办第六届中俄国际关系暑期学校 

 

2019 年 7 月 4 日-11 日，俄罗斯研究中心与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事

务系联合举办的第九届中俄国际关系暑期学校在莫斯科举行。俄中心此次组织 20 名中外学

生赴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与来自俄罗斯的 20 名学员一起参与了此次暑期学校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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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暑期学校以“遏制保护主义、推动变化政治格局中的多样性”（Deterring Protectionism 

and Promoting Diversity in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为主题，围绕当下国际关系本质发

生的变化以及各大行为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展开深入研究和探讨。 

7 月 5 日，第九届中俄国际关系暑期学校开幕式在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隆重举行，

俄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中国驻莫斯科使馆参赞胡昊、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副校长普罗斯塔

科夫、亚洲研究中心马斯洛夫教授、世界经济与国际事务系博尔达切夫教授出席开幕式。 

 

冯绍雷教授作了题为“多角度看中俄建交 70周年”的开幕演讲，他从轴心国与新世界

无序、历史上的封闭联盟、多极均势与文明交流、现代中俄合作的不可或缺性、地缘契合等

角度，通过对历史现象的解读与现状的分析，肯定了中俄在当今世界体系中应当承担的责任，

探究中俄合作中的内外动力，同时也指出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中俄历史传统和基本国情的差

异。 

本次中俄国际关系暑期学校活动，中俄双方学员们除了共享学术饕餮盛宴外，还是一场

青年学者思想火花的交流与碰撞。中俄全体学员被随机分配入八个讨论小组，每组均由中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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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学员共同组成，议题随机分配，包括全球经济政治重心的东移、中美贸易战及其对国际

关系的影响、现代经济关系中的科技因素、中欧贸易投资的趋势和规则、作为大国外交政策

的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国际制度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新地区主义的未来、构建可持续发展

的绿色经济八个议题。 

 

俄中心举办 2019 年“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生暑期学校” 
 

7 月 1 日至 25 日，由上海市教委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

罗斯研究中心和国际教育中心承办的“2019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大学生暑期学

校”在成功举办。 

在 7 月 2 日举行的开幕式上，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向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上合组织观察员国白俄罗斯

的学员表示热烈的欢迎。童世骏指出，今年六月，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

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发表讲话时强调，“欲粟者务时,欲治者

因势”，要顺应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时代潮流，牢牢把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大

势，从“上海精神”中发掘智慧，从团结合作中获取力量，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

织命运共同体，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为团结互信、安危共担、互利共赢、包容互鉴的典范；

要不断深化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提升民众参与感和获得感。上合暑期学校的举办

是落实习主席讲话精神，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青年友谊和深化彼此间了解的重要

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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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暑期学校是第十届。开幕式上，安排了纪念庆祝环节。特意来沪参加庆典的第一

届学员图雷（白俄罗斯）和刚在华东师大获得硕士学位的第五届学员娜莎（俄罗斯）先后发

言，在塔吉克斯坦外交部工作的第七届学员志龙寄来视频，三人都深情回顾了参加上合暑期

学校的经历，讲述了活动使他们的生活和事业与中国结缘的动人故事。经过十年的发展，“上

合组织暑期学校”已经成为俄罗斯研究中心，乃至华东师范大学的重要品牌。 

 

【重要学术活动】 

俄中心师生参加第十届东亚斯拉夫欧亚研究会议 

 

为贯彻学校关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扩大科研产出，尤其是高端科研成果产出的精神，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鼓励师生积极参加顶级国际学术

会议。2019年 6月 29-7月 1日，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带领 7名教师、10名博士

生和硕士生赴东京大学参加第十届东亚斯拉夫欧亚研究会议。俄中心师生均在东亚斯拉夫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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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研究会议上宣读了各自的论文，其中，由阎德学副研究员组织、冯绍雷教授主持、松里公

孝教授点评的“比较视野下的国家斯拉夫研究”专题圆桌讨论受到国际学术界极大关注。参

加此次东亚斯拉夫欧亚研究会议的中国学者和学生共 37人，其中俄中心师生占中国学者和

学生总数的一半。俄中心组织师生参加顶级国际学术会议，一方面有利于中心师生了解国际

学术发展动态，加强与国际一流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扩大俄中心的国际

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 

 

贝文力、万青松出席东方经济论坛 

 

俄中心副主任贝文力、俄中心副研究员万青松 2019年 9月 4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参加

俄罗斯历史协会主办的作为东方经济论坛分论坛的“从历史与现实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七十年以来的俄中相互关系”国际研讨会。贝文力在分组会“中俄关系现状：政治视

角”上做“丰富和优化新时代中俄人文交流合作的路径”发言。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工作简报  2019 年第三季度 

12 Center for Russian Studies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访问俄中心 

 

2019年 9月，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访问俄中心。李成博士首先就

中美关系问题做了一次精彩的学术报告，随后，华东师范大学委书记童世骏教授、俄中心

主任冯绍雷、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贝文力、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

长刘军、外语学院副院长候敏跃等与李成博士进行了会谈。李成讲座题目为“中美关系现

状与展望”。李成博士指出，当前的中美贸易战是当前影响中美关系的重大事件，他认为

主要有四个团队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分别是贸易谈判团队、国家安全团队、政

治团队和总统家族团队。这四个团队的相互制约和影响，决定了中美贸易战今后的走向。

李成博士还认为，美国应该适应中国在各方面的崛起，对于中国维护正常国家利益诉求的

行为不要过于敏感。同时，要积极和中国进行建设性的合作，避免将美国国内对于中国的

焦虑转变成针对中国的实际对抗而造成的零和博弈局面。 

 

王海燕赴哈萨克斯坦参加国际研讨会 

 

2019年 7月 3日至 8日，俄中心副研究员王海燕赴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参加主题为

“Modern Research and Assessment Methods for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Land and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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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Management in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of Central Asia”的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德国、日本等国的 70多名学者

参会，会议之后赴咸海考察。 

 

万青松、崔珩参加“中国—俄罗斯与世界”国际研讨会 

 

2019年 8月 26日，俄中心副研究员万青松、博士后崔珩应邀参加由上海大学和俄罗

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中国—俄罗斯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

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面向未来的中俄友好与合作”主

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刘军主持的上海市哲社规划“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
列课题结项 

 

2019年 7月，俄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主持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新中国成立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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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系列课题成功结项。刘军主持的课题名称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成果完成的

质量被评定为良好。 

 

【基地重大项目进展】 

“‘一带一路’与‘欧亚伙伴关系’对接中的中国定位与战

略选择”项目通过教育部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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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通过教

育部立项，项目编号为 19JJD810001。 

 

“20 世纪早期俄国思想史”项目发表阶段性成果 

 

俄中心研究员林精华教授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 世纪

早期俄国思想史”（项目批准号：11JJDGJW007）的阶段性成果“大众文学在俄国的起源和

发展考”，发表在《俄罗斯研究》2019 年第 4 期上。 

【内容提要】大众文学是城市化的产物。城市化进程在世界各国各不相同，大众文学也

就不是只有欧洲及其延伸——美国的模式。彼得大帝开启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引进欧洲流

行的世俗文学，也就在翻译和模仿其基础上，开始了大众文学在俄国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

程。三百多年来，无论经历帝俄还是苏联抑或俄联邦的历史变迁，由于实行书刊审查制度，

使得大众文学在俄国始终以不同于欧洲-美国的模式展开：它是作为现代俄罗斯文学整体所

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其中的特殊文类，并且相伴而生的文学批评，有不少是正视大众文学之

存在和价值的；大众文学和俄罗斯经典文学构成互动关系，即文学批评观念变化和文学教育，

是从各时代的畅销作品中筛选出经典的，造成许多得到官方倡导的文学，其影响力时常不及

所谓低级的大众文学。 

本文作者林精华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首都师范

大学燕京学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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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成果推介】 

冯绍雷：“中俄关系 70 年的当代意义”，《当代世界》，
2019 年第 8 期 

中俄建交 70 周年具有深刻的当代意义。当代中俄关系之所以成为现行国际政治的典范，

不只由于中俄关系强劲的内生动力和广泛的国际影响，还在于两国在近百年世界历史进程的

宏大背景中有着共同或相近的历史经历。正因为如此，中俄关系为深化对世界历史统一性和

多样性的认识提供了启示，深化了对东西方关系百年巨变范式的进一步理解。同时，由于中

俄都是海陆地缘政治大国，两国的长期合作揭示了地缘政治之于国际关系的内在关联性。中

俄关系以及两国在所参与的“现代性”争议进程中均体现出对当今世界普遍而深刻的影响力。 

 

林精华：“大众文学在俄国的起源和发展考”，《当代
世界》，2019 年第 4 期 

 

大众文学是城市化的产物。城市化进程在世界各国各不相同，大众文学也就不是只有欧

洲及其延伸——美国的模式。彼得大帝开启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引进欧洲流行的世俗文学，

也就在翻译和模仿其基础上，开始了大众文学在俄国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三百多年来，

无论经历帝俄还是苏联抑或俄联邦的历史变迁，由于实行书刊审查制度，使得大众文学在俄

国始终以不同于欧洲-美国的模式展开：它是作为现代俄罗斯文学整体所发展起来的，而不

是其中的特殊文类，并且相伴而生的文学批评，有不少是正视大众文学之存在和价值的；大

众文学和俄罗斯经典文学构成互动关系，即文学批评观念变化和文学教育，是从各时代的畅

销作品中筛选出经典的，造成许多得到官方倡导的文学，其影响力时常不及所谓低级的大众

文学。 

 

张昕：“反霸权还是超越霸权：世界贸易谈判中的新兴
经济”，《文化纵横》，2019 年 8 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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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的斗争经验显示：普遍原则本身不可能在时空

维度上真正全面达成，一般性原则与例外之间、普遍与特权之间的冲突无可调和。

类似世贸组织代表的贸易领域内的自由主义原则，只能保持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和

议题内，一旦扩张到接近总体、需要全面打破贸易领域的国内与国际区隔时，普

遍原则就不能自我维持。那么，新兴经济体将倡导普遍原则作为斗争手段获得阶

段胜利之后，这一手段可能陷入普遍原则本身的时空局限性。 而新兴经济在获

得世界贸易体系内前所未有的地位的同时，仍然没有回答：到底怎样的全球贸易

机制才是真正进步、远优于现有霸权主导下权力高度不对称的多边机制？新兴经

济体联合挑战世贸组织内霸权所导致的全球贸易机制僵局还没有开启真正超越

霸权的时代。 

 

Feng Shaolei, Cui Heng, Developing the Far East and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New Perceptions and New 
Practices, Valdai discussion club, August 2019. 

 

Developing the Russian Far East and Siberia has been an important step in 

statebuilding for Russia.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debates about appropriate ideas 

and policies in the strategy, developing the vast frontier region and promoting 

relations with Asian countries has set a steadfast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for Russia. 

Chinese–Russian cooperation in the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imperial 

Russia’s policies in the Far East holds enlightening signifi cance for today’s bilateral 

cooperation.The practic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Northeast Chin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during 2009–2018 demonstrate the big potential in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he 

region. Meanwhile, suchpractices also hol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collabor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onjunc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the two countries 

are exploring a more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pattern of particip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overcome issues such aslow mutual trust in the business 

community, insuffi cient market openness, etc. 

It is a century-long dream for Russia to develop the immense virgin land in the Far 

East and Siberia. After exploring the Far East, a Russian thinker of the Enlightenment 

Age, Mikhail Lomonosov, reached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strength of the R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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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rest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Lomonosov’s ideas were 

accepted by Russian decision-makers of different eras and gradually became the 

consensus of Russian peopl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President Putin’s third 

presidential term in 2012,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s of consolidating territories, 

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integrating into the Asia-Pacific fast-growing region, the Russian government 

established specialized agencies, passed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actively promote a 

new round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Far East. 

After a few years’ experiment, this round has achieved preliminary goals and has 

embarked on a stable path of development. The prospects of such a development 

strategy will not only have long-lasting impact on domestic political economy of 

Russia but als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nd 

reconfi guration of the regional order. This paper aims to look closely at the other 

aspect of this key historical process by introducing the opinions and debates in China 

regarding developing the Far East. 

 

张红：“法俄‘特殊伙伴关系’强势回归了吗”，《文
汇报》，2019 年 8 月 20 日，第 6 版。 

 

法俄双边关系而言，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关系还是舆论环境，都在经历

全面转暖。继马克龙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后，法俄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马普

两人三年六晤，两国部长级对话频繁，在乌克兰、叙利亚问题上密切合作，双方

在“特里亚农”市民论坛框架下建立数据平台以促进两国的民间交流。与此相呼

应，普京也盛赞法俄“特殊伙伴关系”在欧洲乃至全球事务中具有重要意义。此

次“马普会”更是受到两国民众的热议，逾 10 万位读者参与了《费加罗报》的

网络调查，截至 8 月 20 日的数据显示，“马普会”获得高达 86%的支持率。就

区域格局而言，欧洲正饱受民粹主义和难民危机的困扰，法国似乎当仁不让地要

担当起欧盟的领导重任。在此背景之下，马克龙上台以来，法国的外交定位为构

建以法国为领导的“欧洲人的欧洲”，在此定位指导之下，法国对俄政策体现出

独立性和开放性两大特点，一方面努力维护法国的独立主权，反对美国在西方联

盟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则对俄罗斯采取有原则的对话和合作姿态。就元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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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而言，无论是马克龙还是普京，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当前，基于乌克兰问题、

叙利亚冲突和伊朗问题的解决关键均在俄罗斯，马克龙审时度势，与普京会晤，

体现出敏锐的观察力和迅速的行动力。 

 

卢贾宁：《俄罗斯与中国：共建新世界》，万青松、崔
珩译，人民出版社，2019 年。 

2019 年 8 月，俄中心副研究员万青松、博士后崔珩翻译的《俄罗斯与中国：

共建新世界》出版，原著作者为俄罗斯著名学者谢尔盖·根纳季耶维奇·卢贾宁。

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委托翻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