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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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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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俄

中心在学术研究、提交专报、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众多成果。 

2019 年是“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开局之年，2020 年初俄罗斯政府更

替、修改宪法标志俄罗斯进入了着眼于 2024 年普京总统任期后安排的权力快速调整时期。

在此特殊时刻，2020 年 1 月 19 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

罗斯研究中心召开了“梅德韦杰夫辞职后的俄罗斯形势研讨会”。来自外交部欧亚司、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华东师范大学的 3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围绕 2020 年最

新俄罗斯国情咨文、俄罗斯政府集体辞职、宪法修改等俄罗斯当前最新的国家政治生态发展

走向，从各个角度评估分析俄罗斯的国家发展问题，以及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影响。 

本季度，俄罗斯研究中心成员向上级部门提交了 28 篇专报，所涉及问题包括疫情防控、

俄罗斯修改宪法、俄罗斯总理更替、“五常会议”、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等问题。 

本季度，俄罗斯研究中心成员针对新冠疫情下的国家形象塑造与国际合作、俄罗斯政府

更替与修改宪法、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会议”等当前最重要的问题，相继在光明日报、东方

网、新民晚报、文汇网、观察者网、东方网、“Russia Today”通讯社、Global times 等

媒体发表系列评论，在国家最需要学者贡献智慧时发挥智库资政启民、服务社会的功用。 

本季度，中心成员在《俄罗斯研究》、《国际问题研究》、《国外理论动态》、《外国

文学研究》、《世界地理研究》、《求是学刊》等期刊和俄罗斯思想各类学术期刊《Свобоная 

мысль》上陆续发表文章。“十三五”立项的基地重大项目不断推进，陆续产出高质量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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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重大项目“欧亚合作与中俄关系的战略定位”（项目批准号：19JJD810001）的阶段性

成果“‘自由国际秩序’、多极化与俄罗斯的‘2024议程’”，发表在《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1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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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论文方面，阎德学在《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2 期发表论文“新时代中国外

交理论的创新性发展”；王海燕在《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2 期发表论文“中国与中亚

国家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基础、挑战与路径”；王海燕在《世界地理研究》2020 年第 1 期

发表论文“‘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合作比较研究”；于滨在《中国国

际战略评论 2019（下）》发表论文“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文明’问题”；冯绍雷在《俄罗

斯研究》2020 年第 1 期发表论文“自由国际秩序”、多极化与俄罗斯的“2024 议程”；苟

利武在《历史教学问题》2020 年第 1 期发表论文“乌克兰族群历史变迁与族群冲突原因分

析”；林精华在《求是学刊》2020 年第 1 期发表论文“现代俄罗斯文学的奇特起源：18 世

纪中叶对欧洲流行文学之模仿”；何金科在《国外理论动态》2020 年第 1 期发表论文“中

亚安全共同体与中亚一体化趋势研究”；万青松在俄罗斯思想类学术期刊《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发表论文“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после заверше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и 

логика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冯绍雷教授入选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2019 版）》名单 

 

2020 年 3 月 31 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

学书报资料中心联合研制的“2019 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和《复印报刊资料重

要转载来源作者（2019 版）》两项成果面向社会正式发布。《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

作者（2019 年版）》是继 2016 版后的第二次发布。此次研制根据各学科特征分别厘定了入

选标准，并大幅增加了入选作者的总数量，依据复印报刊资料 2016 年—2018 年间的转载数

据和同行专家评议结果，最终遴选出 883 名人文社科学者入选，较上版（525 名）增长了

68.19%，从转载的角度反映了这 3 年期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较为突出、较为活跃的学

者群体。冯绍雷教授入选政治学类重要作者名单 

 

参与高水平学术活动 

 

2020 年 3 月 24 日，冯绍雷教授应上海市社联的邀请，作为政治学组专家出席“改革开

放以来上海学者重要哲社成果推荐会”；  

2020 年 1 月 8 日，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艾江山到访交流活动，刘军教授主持讲座； 

2020 年 1 月 9 日，刘军教授应邀参加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百年

大变局下的中国外交：挑战与应对”研讨会并作会议发言； 

2020 年 1 月 10 日，刘军教授应邀参加上海市外办举办的《上海市志·外事·港澳台侨

事务分志·外事·港澳事务分卷（1978-2010）》评议会； 

2020 年 1 月 17 日，刘军教授拜访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国驻上海领馆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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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馆工作人员亲切交流； 

2020 年 1 月 21 日，贝文力副教授应邀参加在白俄罗斯驻华使馆举行的“中白相互信任、

合作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阶段性成果”智库圆桌会议并以“中白教育合作：现状、潜力

与前景”为题发言。 

2019 年 12 月 18-20 日，张昕副研究员赴莫斯科参加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研究

所主办的第四届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Uncertainty 2020”会议，在两个讨论组就中印俄在

大欧亚的作用和美国内政对中俄两国影响发言，会议期间接受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国际

研究所中俄关系项目组专访，评论中俄关系和预测中俄两国未来发展前景。 

 

资政启民，服务社会 

2020 年 1 月 16 日，冯绍雷教授连线东方卫视夜新闻节目，就“普京签署总统令：任命

米舒斯京为俄罗斯总理”发表观点 

2020 年 3 月 16 日，冯绍雷教授连线深圳卫视决胜制高点，就“俄罗斯硬杠沙特 能否

杀伤美页岩油企”发表观点。 

2019 年 12 月 26 日，张昕副研究员参加东方卫视 “今晚 60 分”节目，评论中俄伊联

合军演、土耳其对利比亚军事行动和俄罗斯的反应。 

2019 年 12 月 20 日，张昕副研究员接受“今日俄罗斯”通讯社采访，评论普京总统年

度记者会，音频见“《面对面》专家：普京年度记者招待会与 2019 年俄中合作成果总结”。 

2019 年 12 月 13 日，张昕副研究员接受俄罗斯“星”电视台采访，评论中国北极政策

和中俄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前景。 

2020 年 2 月 20 日，张昕副研究员接受《文汇报》采访，评论关于俄罗斯政治人物苏尔

科夫离职和俄罗斯对乌克兰政策的可能变化。 

2020 年 1 月 15 日，张昕副研究员接受南华早报采访，评论中国的北极政策。 

2020 年 1 月 15 日，张昕副研究员接受东方卫视“今夜 60 分”采访，评论普京宪政改

革倡议和俄罗斯政府辞职。 

2020 年 2 月 5 日，万青松接受俄罗斯知名智库瓦尔代辩论俱乐部的采访，就新冠病毒

疫情的世界经地缘政治影响和风险等问题发表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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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建设亮点】 

俄中心召开“梅德韦杰夫辞职后的俄罗斯形势研讨会” 

 

2020年 1月 19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

罗斯研究中心召开“梅德韦杰夫辞职后的俄罗斯形势研讨会”。来自外交部欧亚

司、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华东师范大学的 30余位专家学者参

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围绕 2020年最新俄罗斯国情咨文、俄罗斯政府集体辞职、宪法修改等

俄罗斯当前最新的国家政治生态发展走向，从各个角度评估分析俄罗斯的国家发

展问题，以及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影响。 

会代表认为，普京的内政外交政策基本上得到俄罗斯各个政治力量支持，尤

其是强国富民的目标在社会上有共识，这次政府改组，俄罗斯反应总体平静，新

总理人选没有遇到阻力，普京执政团队呈现出日益年轻化、专业化趋势。 

普京当局的政策取向是求稳定、谋长远，普京第四任期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

建设，让民众有更多获得感，以及培养俄罗斯在比较长远的一段时期内经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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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虽说不是一帆风顺，但总体上来说还是向前推进，改革措施均付诸实施。 

 

关于中俄关系，会议认为，俄罗斯对中国发展认可度逐渐提高，积极开展对

华合作。无论是从中俄关系内生角度，还是从双方面临的国际环境来看，双方都

有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的需要和可能性，双方的共同利益逐渐增多，这是两

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特点。 

会议还认为俄罗斯政府改组之后，比较大的可能性还是政策保持延续性。会

议由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昕副教授做总结发言。 

 

俄中心积极组织撰写抗击疫情系列专报 
 

针对新冠疫情对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际环境造成的严重影响，华东

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动员骨干力量撰写抗击疫情的系列报告。从 2月初以

来，俄中心先后向上级部门提交了 23篇抗议疫情相关主题的专报，涉及疫情的

海外舆论影响、应对疫情影响上海经济发展的对策、防控疫情的国际合作、疫情

时期维护社会稳定等内容，充分发挥了高校智库服务决策的功能，为抗击疫情贡

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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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学术活动】 

冯绍雷教授入选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
（2019 版）》名单 

2020年 3月 3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

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联合研制的“2019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

名”和《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2019版）》两项成果面向社会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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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2019年版）》是继 2016版后的第

二次发布。此次研制根据各学科特征分别厘定了入选标准，并大幅增加了入选

作者的总数量，依据复印报刊资料 2016年—2018年间的转载数据和同行专家

评议结果，最终遴选出 883名人文社科学者入选，较上版（525名）增长了 68.19%，

从转载的角度反映了这 3年期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较为突出、较为活跃的

学者群体。冯绍雷教授入选政治学类重要作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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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发表阶段性成果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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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合作与中俄关系

的战略定位”（项目批准号：19JJD810001）的阶段性成果“‘自由国际秩序’、多极化与

俄罗斯的‘2024 议程’”，发表在《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1 期上。 

【内容提要】在国际秩序构建问题上，伊肯伯里的“自由国际秩序”理论、普里马科夫的

多极世界思想、基辛格的国际秩序演变观，是三种来自不同思 想谱系、取向与功能各异、

对国际秩序延续和转型有着各自思考的理论。虽然三种立场之间有时看似对立，存在着相互

冲突与逆转的可能，但是不排除彼此接近、展开对话，乃至探寻共识的空间。从物理学意义

上的外在结构，或简单引用历史先例，来寻找未来世界秩序演进的轨迹，显然已经不够。关

注上述不同立场间的争议与各自在互动中的调整，研究各大国间很不相同的国内进程与“全

球转型”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2020 年初俄罗斯开启了“2024 议程”。

俄罗斯政府改组和普京提出宪法修正案 等一系列重要部署与相关的广泛讨论，不仅旨在解

决社会经济的紧迫挑战，同时也指向 2024 年现总统任期届满之后的中长期政治经济安排。

像俄罗斯这样将当下困难问题的处理与长远发展战略部署加以联系，将本国内部事务的转型

与未来世界发展的潮流相互衔接的做法，值得学界关注。 

本文作者冯绍雷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 

 

【最新成果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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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德学：“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国

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2 期。 

在中华民族进入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阶段，从新时期中国外交实践中形成和确立的习近

平外交思想，着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把握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世界发展大势，

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做好对外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等富有学理性和标识性的新理念，

打造出易为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界所理解和接受的新范畴，对中国和平发展、世界繁荣进步具

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王海燕：“‘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地缘经
济合作比较研究”，《世界地理研究》，2020 年第 29 卷第
1 期。 

中亚五国是我国西出的首站，是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国家，中国与中亚的贸

易投资合作直接关系到我国地缘经济空间的拓展，对“一带一路”建设意义重大。本文从地

缘经济和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运用统计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比较了中亚五国经济

总量的发展变化，中亚五国的贸易环境及其与中国贸易的成效，以及中亚五国的营商环境和

中国对中亚各国投资的成效。主要结论如下：中亚国家的贸易投资环境总体处于较低水平，

仍需得到进一步改善；中国对中亚不同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呈同向发展的趋势；中国与中亚国

家正在形成能源资源进口与民用品出口的格局；中国对中亚国家的贸易投资不平衡，呈现出

国别差异较大、个别行业分布过于集中的特点，可能会加大中国对中亚国家贸易投资的风险。

为进一步提升双方合作，提出以下建议：提高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因国施策，进一步

发挥各方潜力，扩大贸易投资规模；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可持续发展；鼓励双向投资，提高

贸易投资的广度和深度，与中亚共同构建更加合理的区域贸易投资体系。 

 

王海燕：“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基础、
挑战与路径”，《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2 期。 

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对“一带一路”建设和提升中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

意义重大。中亚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各国纷纷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电子商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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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兴未艾，电子政务能力不断提升，但各国数字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

数字丝绸之路有着良好的基础，双方已建立起较为稳定持久的互信关系，都提出了数字经济

发展战略，已有多层次合作机制，中亚国家对双方合作的内在动力较强。但双方合作也面临

不少挑战，中亚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数字人才紧缺，网络安全和地缘政治风险

亦不断增加。中国和中亚国家可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治理、电子商务、数字人才培养

等路径入手展开合作，因国施策，共建数字丝绸之路。、 

 

于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文明’问题”，刊载于《中
国国际战略评论 2019（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 年
12 月，第 56-74 页。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治的泛种族化愈演愈烈。美国国务院前高官斯金纳在文明/种

族层面界定美国对华政策，为双边关系注入新的不稳定因素。本文以 20世纪初美国国际关

系研究为切入点，考察百余年来文明/种族问题在美国内外政策中的特定含义，梳理二者之

间的共生（symbiotic）现象，进而探究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地区研究和对华政策中更为深

层的观念。种族问题在美国内政外交中表现出的韧性和力度，既源于历史沉积，也有强烈的

人工塑造的痕迹。在美国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日益种族化的话语体系和决策观念中，改善中美

关系的难度极大。对此，中方应未雨绸缪，对未来双边关系继续恶化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

同时冷静应对双边关系已经开启的长期震荡和低谷期，继续推进文明对话，以期减少文明/

种族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为未来改善双边关系创造条件。 

 

冯绍雷：“自由国际秩序”、多极化与俄罗斯的“2024
议程”，《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1 期。 

在国际秩序构建问题上，伊肯伯里的“自由国际秩序”理论、普里马科夫的多极世界思

想、基辛格的国际秩序演变观，是三种来自不同思 想谱系、取向与功能各异、对国际秩序

延续和转型有着各自思考的理论。虽然三种立场之间有时看似对立，存在着相互冲突与逆转

的可能，但是不排除彼此接近、展开对话，乃至探寻共识的空间。从物理学意义上的外在结

构，或简单引用历史先例，来寻找未来世界秩序演进的轨迹，显然已经不够。关注上述不同

立场间的争议与各自在互动中的调整，研究各大国间很不相同的国内进程与“全球转型”之

间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2020 年初俄罗斯开启了“2024议程”。俄罗

斯政府改组和普京提出宪法修正案 等一系列重要部署与相关的广泛讨论，不仅旨在解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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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的紧迫挑战，同时也指向 2024年现总统任期届满之后的中长期政治经济安排。像俄

罗斯这样将当下困难问题的处理与长远发展战略部署加以联系，将本国内部事务的转型与未

来世界发展的潮流相互衔接的做法，值得学界关注。 

 

苟利武：“乌克兰族群历史变迁与族群冲突原因分析”，
《历史教学问题》，2020 年第 1 期。 

乌克兰独立以来，族群冲突与分离长期存在。通过对乌克兰族群结构最为复杂的敖德萨

地区族群历史变迁和当前族群结构分析发现，敖德萨地区族群冲突的原因既有历史因素，又

有现实因素。俄帝国和苏联因领土和文化的扩张对敖德萨产生的影响至今存在；而乌克兰长

时间的经济衰退和治理失效等因素使少数族群对乌克兰政府产生不满情绪，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当地族群对乌克兰政府的认同，在此背景下，任何动荡都有可能成为族群冲突的诱因。 

 

王海燕：“中亚国家经济新形势、新举措及前景展望”，
《欧亚经济》，2020 年第 2 期。 

2019年，受中美贸易冲突升级，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以及亚洲贸易和投资走弱，地区经

济发展面临的风险不断上升等影响，中亚各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但仍然超过世界和独联体

地区平均增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从全球范围比较，中亚国家经济社会环境仍

需改善。中亚各国纷纷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政策；中亚各国产业结构多元化趋势明显，各有

特色；中亚各国贸易投资发展差异较大。展望未来，中亚国家经济发展将越来越与世界经济

同步，进入低增长时代；随着世界局势不确定性的增加，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也会

增加。 

 

何金科：“中亚安全共同体与中亚一体化趋势研究”，
《国外理论动态》，2020 年第 1 期。 

中亚地区整合主要萌生于苏联解体初期，起初是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为应对苏联解体冲

击而谋求在经济领域实现合作。1994年五国成立中亚经济联盟，自此正式开启地区一体化。

2004年，改名后的中亚经济联盟并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标志着中亚地区整合

陷入停滞，五国的发展方向也逐渐发生分歧。然而，五国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反恐合作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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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如荼地进行，安全领域的合作使五国的互信程度得到加强。中亚五国领导人两次会晤表明，

五国有意凭借自身力量解决地区性问题，是五国联合自强、共担地区命运的一种积极表现。

五国两次“联手”催生了国家间的政治互信和地区利好形势，有助于五国在地区性事务上实

现深度合作，尤其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的第三方平台逐渐在安全领域加强共同体建设，推动

了中亚一体化向前发展。 


